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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第一主日（紫） 
 

主席： 劉家駒先生 管風琴： 林芍彬 

證道： 林津牧師 領唱：  

傳譯： 

劉家駒 

黃安宜（英）盧婉君（國/粵） 讀經： 謝家樂、王萍芝 

 譚穎耀、白耀燦 司事長： 陳秀娟 

招待： 劉舒曼 司事： 蔡恩麟、勞顯斯 

   李次城、林詠霞 

 

預備禮儀 

前奏 

   Prelude 

《儆醒，有聲音在呼喚我們！》，作品 645 --- 巴赫 

Wachet auf, ruft uns die Stimme, BWV 645 --- J.S. Bach 

燃燭禮 

Candle 

Lighting 

燃點第一支將臨期洋燭                                   孔偉倫、唐秀蘭伉儷 

Lighting of the First Advent Candle 

* 唱詩 

Hymn 

普頌第 139 首《以馬內利來臨》（第 1, 2, 6, 7 節） 

HUP # 139 “O Come, O Come, Emmanuel” (verses, 1, 2, 6, 7 only) 

祈禱 

Prayer 

 

宣召 

Call to 

   Worship 

「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路加福音 21:33） 

‘Jesus said,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but my words will never pass 

away.”’ (Luke 21:33) 

問安 

Greeting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 

Leader: The Lord be with you. 

Congregation: And also with you. 

互相問安 

Sign of 

Peace 

 

 

省察心靈 

召請 

   Call for   

   Reflection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

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各書 4:8） 

“Come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come near to you. Wash your hands, you 

sinners, and purify your hearts, you double-minded.” (James 4:8) 

認罪 

Confession 

普頌第 632 首《俯伏認罪》 

HUP # 632 “Lord, When We Bend before Thy Throne” 

赦罪 

Absolution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1 John 1:9) 



 

領受聖道 
*唱詩 

Hymn 

普頌第 135 首《期待主耶穌》 

HUP # 135 “Come, O Long-expected Jesus” 

舊約 Old Testament 耶利米書 (Jeremiah) 33:14-16 (舊約 881 頁)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Psalm) 25:1-10 (舊約 557 – 558 頁) 

書信 Epistle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3:9-13 

(新約 225 頁) 

*福音書 Gospel 路加福音 (Luke) 21:25-36 (新約 93 – 94 頁) 

(讀畢)領： 啟：這是上主的話。 

Leader: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眾和： 應：感謝上主。 

Congregation: Thanks be to God. 

*榮耀頌 

Gloria Patri 

“Gloria Patri” (舊普頌封底內頁第三調 Back inner cover, 3rd tune, Old HUP)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
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宣道 

Sermon 

積極的等待 

Wait actively in the Lord 

*認信 

Creed 

《使徒信經》（程序表封底） 

“The Apostles’ Creed” (back cover, Bulletin) 

 

決志委身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牧禱 Prayer 為身體抱恙或心靈不安的人們祈禱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程序表封底） 

奉獻 

Offertory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

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

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哥林多後書 9:7-8） 

“Each man should give what he has decided in his heart to give, not reluctantly 

or under compulsion,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And God is able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 you, so that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having all that you 

need, you will abound in every good work.”  (2 Corinthians 9:7-8) 

唱詩 

Hymn 

普頌第 735 首《本分當盡》（第一節時收奉獻） 

HUP # 735 “A Charge to Keep I Have” (offerings to be collected at Stanza 1) 

*獻禮文 

Offertory 

Hymn 

普頌第 839 首《獻禮文》 

HUP # 839 “All Things Come from You, O Lord”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唱詩 

Hymn 

普頌第 529 首《應主召喚》 

HUP # 529 “Forward through the Ages” 

*差遣祝福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第一號管風琴奏鳴曲》，作品 65：活潑的快板 --- 孟德爾遜 

Allegro assai vivace from Organ Sonata No.1, Op.65 ---  

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會眾起立 (Stand) 

 



 

報告事項 

致謝講員：本主日荷蒙林津牧師蒞臨證道，謹致謝忱。林牧師為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

及觀塘堂主任。 

校牧室消息： 

1.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朋友：請新來賓填寫「來賓留名表」並交回給接待員，以便

電郵奉上〈歡迎函件〉。 

2. 很高興在禮拜堂與各位會眾再次相見，一起敬拜主。代表今天現場參加崇拜的肢體，

及校牧室全體同工，向透過電子平台，與我們一起參與崇拜的會眾問安。  

3. 招募崇拜事奉人員：為鼓勵更多弟兄姊妹參與服侍，與禮拜堂一起成長，現歡迎有心

志者參與禮拜堂主日崇拜不同之事奉。最近我們特別期盼有會眾能參與崇拜普通話傳

譯及招待之服侍，期待各位的回應。報名：可於崇拜後到出入口處索取報名表，填妥

後可交回給校牧室同工。 

查詢及聯絡：曾彩霞女士。電話：3943 4144，電郵：claretsang@cuhk.edu.hk  

4. 領取聖餐：為了讓肢體能夠在網上崇拜時參與聖餐環節，禮拜堂將會預備

預先包裝的聖餐及禮文。 

有意領取的肢體請填交下列表格。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5. 為配合校園保安安排，請會眾填妥「崇基學院禮拜堂訪客證」申請表，方便進出校

園；如屬中文大學員生及校友，只需出示相關證件，無需申請訪客證；申請表可向

當值司事或電郵至校牧室同事索取。 

6. 駕駛人士請注意： 

a) 校園室內停車場一般情況下只供附有校園泊車證的車輛停泊（龐萬倫學生中心地

庫停車場於主日及公眾假期除外）；駕車參與主日崇拜的會眾，請盡量把車輛停

泊在禮拜堂地下、正門外及沿神學院方向的露天車位。如位置不足可暫泊於信和

樓室內停車場內，惟必須把「崇基學院禮拜堂訪客證」放置在車頭當眼位置，以

資識別；聚會或午飯後請盡快把車輛駛離。信和樓室內車位暫泊安排只供主日聚

會時段使用，如會眾在其他日子回來禮拜堂，車輛只可停泊在附近之露天車位，

多謝合作。 

b) 崇拜完結後，泊車券將會在音響控制室外派發，敬請留意。 

7. 奉獻支持校牧室事工之方法： 

a)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或 Chung Chi College 或 崇基學院 

郵寄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室 

（連同奉獻者姓名、聯絡地址和電話） 
 

b) 銀行轉賬（櫃員機轉賬／網上銀行轉賬／銀行轉賬）： 

恒生銀行戶口：024 283 174 001 001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提供入數紙／銀行電子月結單／轉賬截圖，需要包括交易日期、交易編號、入

賬賬戶（崇基戶口號碼）及金額，透過電郵 chaplaincy@cuhk.edu.hk 傳送來校牧

室。 
 

c) 網上捐獻（透過信用卡）： 

透過以下崇基學院網上連結，進行網上捐獻。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校牧室會按時發出奉獻收據，可作申請扣減稅項之用。 

 

網上捐獻 
（透過信用卡） 

登記領取聖餐及禮文 

mailto:claretsang@cuhk.edu.hk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mailto:chaplaincy@cuhk.edu.hk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12 月份（將臨期及聖誕期主日）崇拜講道主題兼職事表 

日期 題目 讀經 （經文） 職事 司事 

12

月 

5 

日 

講題：候神何所為？ 

講員︰白德培牧師 

主席︰羅勝強教授 

王茂林 (瑪 3:1-4) 

林美蘭 (路 1:68-79) 

李瑞雲 (腓 1:3-11) 

廖世豪 (路 3:1-6) 

司琴：林芍彬 

傳譯︰蔡恩恒（英）劉舒曼（國/粵） 

招待︰陳冠恒、池綽盈 

梁昇學 

林美娟 

蔡恩麟 

勞顯斯 

聖餐襄禮：鄧瑞強、孔偉倫、白耀燦、湯聰各、劉家駒、林豪恩 

12 

月 

12 

日 

講題：等一個人 

講員︰林豪恩先生 

主席︰歐陽靆宛女士 

湯聰各 (番 3:14-20) 

李潔冰 (賽 12:2-6) 

方妙玲 (腓 4:4-7) 

何巧嬋 (路 3:7-18) 

司琴：林芍彬 

傳譯︰黃怡（英）司秉鏞（國/粵） 

招待：鄧麗娜 

鄭輝勇 

王萍芝 

李次城 

林詠霞 

12 

月
19 

日 

講題：絕望者的希望 

講員︰鄧瑞強博士 

主席︰孔偉倫先生 

譚偉強 (彌 5:2-5a) 

蘇詠芝 (路 1:46b-55) 

王萍芝 (來 10:5-10) 

何仲言 (路 1:39-45) 

司琴：劉潔芝 

傳譯︰呂惠珊（英）王筱瑒（國/粵） 

招待：丘美苑 

蔡恩麟 

勞顯斯 

梁昇學 

林美娟 

12 

月 

26 

日 

講題：你們為甚麼 

   找尋我呢？ 

講員︰高國雄牧師 

主席︰白耀燦先生 

謝家樂 (撒上 2:18-20, 26) 

黃坤娜 (詩 148:1-14) 

吳偉麗 (西 3:12-17)  

譚穎耀 (路 2:41-52) 

司琴：林芍彬 

傳譯︰潘暉鏇（英）劉晶晶（國/粵） 

招待︰鄧麗娜 

譚偉強 

蘇詠芝 

李次城 

林詠霞 

學 院 消 息 

1. 「午間心靈綠洲」音樂會： 

歡迎會眾於明日 11 月 29 日下午 1 時 30 分親臨崇基學院禮拜堂欣賞本學期

最後一次「午間心靈綠洲」音樂會。明日音樂會，「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

蹈基金得獎者協會」演奏家陳屹洲（香港管弦樂團大提琴樂師）及著名鋼

琴家鄭慧博士將會演奏貝多芬根據韓德爾神劇《猶大‧馬加比》主題而創

作的《12 首變奏曲，作品 45》，及舒曼的《幻想小品，作品 73》。 

----------------------------------------------------------------------------------- 

* 觀眾需於禮拜堂入口量度體溫。如額溫為 37.5°C 或以上，將不能進入禮拜堂。 

* 觀眾需於入場時消毒雙手。  

* 觀眾需於禮拜堂內全時間佩戴口罩。  

* 觀眾需於禮拜堂入口登記姓名及聯絡方法。 

----------------------------------------------------------------------------------- 

2. 崇基學院現有職位空缺數個，廣徵人才。應徵者必須持有認可大學學位，

及有組織大型活動或行政工作之經驗。在崇基工作雖然忙碌，但勝在有優

美的工作環境，及正向愉快的團隊氣氛。有意應徵或推薦人才者，請瀏覽

中文大學人才招聘網頁。截止日期為 11 月 30 日。 

 



 



 

 

 

 
 
 
 
 
 
 
 
 
 
 
 
 
 
 



 
 
 
 
 
 

 

 

 

 



 

 

 

 

 

 

 

 

 

 

 

 

 



 



經文 
耶利米書 33:14-16 

14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15 當那日

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16在那

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 

義』。」 

 
詩篇 25:1-10（啟應） 

啟 1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應 2 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誇

勝。 

啟 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應 4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 

啟 5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 

應 6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 

啟 7 求你不要記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愛記念我。 

應 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啟 9 他必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教訓他們。 

同誦 10 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誠實待他。 

 

帖撒羅尼迦前書 3:9-13 

9 我們在神面前，因著你們甚是喜樂；為這一切喜樂，可用何等的感謝為你們報答

神呢？10 我們晝夜切切地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11 願神     

－－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

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13 好使你們當

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

備。 

 
路加福音 21:25-36 

25「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

不定。26 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27 那

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28 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

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29-30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

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31 這樣，你

們看見這些事漸漸地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32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

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33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34「你們要

謹慎，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

到你們；35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36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

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將臨期的意義 
1. 「將臨期」一詞原拉丁文的意義為「來臨」，依照教會禮儀傳統，它有
兩層重大的意義。第一，將臨期為紀念慶祝基督的第一次降臨；第二，
期待迎接基督於末世第二次的光榮降臨。 

2. 將臨期的重點是慶祝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並展望基督的再來，懷
著希望，對教會及今日的社會有所建樹。將臨期是一種聯繫今日的世界
與未來的國度；它更聯繫人和上帝。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 

詩篇 84:2 

My soul yearns, even faints, for the courts of the Lord; 

my heart and my flesh cry out for the living God. 
 Psalm 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