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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Chi College Chap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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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早上 8:30後，如天文台仍然持續發出黑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崇拜聚會將會取消。 

如以上天氣警報於主日早上 8:30前除下，則照常聚會。 
 

校牧： 高國雄牧師 College Chaplain:  Rev. KO Kwok Hung Pele 

助理校牧： 林豪恩先生 Assistant Chaplain: Mr. LAM Ho Yan W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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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統籌員 (音樂事工)：         林芍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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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一樓 

Address： 1/F, Chung Chi College Chape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電郵 E-mail： chaplaincy@cuhk.edu.hk                  電話 Phone:  3943 4144 

網頁 Home Page： http://www.cuhk.edu.hk/ccc/chaplaincy      傳真 Fax:      2603 5102 

 



 

聖誕後第二主日（白） 
 

主席： 羅勝強教授 管風琴： 林芍彬 

證道： 高國雄牧師 傳譯： 蔡恩恒（英）司秉鏞（國/粵） 

讀經： 王茂林、蘇詠芝 司事長： 陳秀娟 

 李瑞雲、譚偉強 司事： 蔡恩麟、勞顯斯 

招待： 鄧麗娜、劉舒曼  李次城、林詠霞 

聖餐襄禮： 鄧瑞強、孔偉倫、白耀燦、湯聰各、劉家駒、林豪恩 
 

本禮拜堂崇拜設有即時傳譯服務，歡迎於接待處借用傳譯耳機。 

【英語 -- 頻道 3；普通話 -- 頻道 4】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please collect the receiver at the reception counter.  

【“Channel 3” for English; “Channel 4” for Putonghua】 
 

預備禮儀 
前奏 

   Prelude 
《齊來崇拜》--- 莫澤 
Adeste, fideles --- Rudolf Moser 

* 唱詩 
Hymn 

普頌第 164 首《齊來崇拜》 

HUP # 164 “O Come, All Ye Faithful”  

祈禱 
Prayer 

 

宣召 
Call to 

   Worship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
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以弗所書 1:8-9）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he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which he purposed 
in Christ.” (Ephesians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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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赦公禱文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的不做，不

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懇求你施

憐憫，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的已往，扶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好

叫我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蒙你悅納，而歸榮耀給你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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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首《同尊耶穌萬有主》 

HUP # 48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舊約 Old Testament 耶利米書 (Jeremiah) 31:7-14 (舊約 876 – 877 頁) 

啟應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Psalm) 147:12-20 (新約 670 – 671 頁) 

  書信 Epistle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3-14 (新約 211 頁) 

*福音書 Gospel 約翰福音 (John) 1:10-18 (新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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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了住在我們中間的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認信 

Creed 

《使徒信經》（程序表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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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聖餐詩歌 普頌第 436 首《謝主赦罪之恩》 

  Communion 

  Hymn 

HUP # 436 “I Come with Joy, a Child of God” 

  領聖餐音樂 

  Communion 

  Music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但德里 

Puer nobis nascitur --- Dandr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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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禱 Prayer 為世界各地應對新冠變種病毒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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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首《奉獻於主》（第一節時收奉獻） 

HUP # 592 “Star Spangled Space and Sun of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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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首《求賜智勇》 

HUP # 683 “God of Grace and God of Glory” 

*差遣祝福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到各山嶺去傳揚》--- 尚卡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 Jan Janca 

*會眾起立 (Stand)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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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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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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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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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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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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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顯現期主日）崇拜講道主題兼職事表 

日期 題目 讀經 （經文） 職事 司事 

1

月 

9 

日 

講題：天上來的眾聲 

講員︰李均熊博士 

主席︰劉家駒先生 

林美蘭 (賽 43:1-7) 

方妙玲 (詩 29:1-11) 

湯聰各 (徒 8:14-17) 

何巧嬋 (路 3:15-17, 21-22) 

司琴：林芍彬 

傳譯︰潘暉鏇（英）盧婉君（普） 

招待︰陳冠恒、池綽盈 

鄭輝勇 

王萍芝 

梁昇學 

林美娟 

1

月 

16 

日 

講題：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 

講員︰鄧瑞強博士 

主席︰白耀燦先生 

吳偉麗 (賽 62:1-5) 

王萍芝 (詩 36:5-10) 

廖世豪 (林前 12:1-11) 

何仲言 (約 2:1-11) 

司琴：劉潔芝 

傳譯︰呂惠珊（英）劉晶晶（普） 

招待︰李潔冰、丘美苑 

譚偉強 

蘇詠芝 

丘美苑 

劉舒曼 

1

月 

23 

日 

講題：他在那裡， 

   他並不鍼默 

講員︰伍渭文牧師 

主席︰孔偉倫先生 

何巧嬋 (尼 8:1-3, 5-6, 8-10) 

顏寶倫 (詩 19:1-14) 

劉舒曼 (林前 12:12-31a) 

林豪恩 (路 4:14-21) 

司琴：林芍彬 

傳譯︰黃怡（英）王筱瑒（普） 

招待︰鄧麗娜、劉舒曼 

陳冠恒 

池綽盈 

梁昇學 

林美娟 

1

月 

30 

日 

講題：一時的光輝 

   未必是永恆 

講員︰林豪恩先生 

主席︰陳胤林先生 

謝家樂 (耶 1:4-10) 

譚穎耀 (詩 71:1-6) 

李潔冰 (林前 13:1-13) 

白耀燦 (路 4:21-30) 

司琴：林芍彬 

傳譯︰陳曉君（英）余翠美（普） 

招待︰丘美苑、劉舒曼 

蔡恩麟 

勞顯斯 

李次城 

林詠霞 

 

 

 

 

 

「崇基學院同寅祝願大家聖誕平安，新年進步。抗疫期間，請多保重。」

崇基學院動畫版電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2021： 

冠軍得獎者：保險、金融與精算學課程三年級李愷昇同學 

 
 



 



 

 
 
 
 
 
 
 



 
 
 
 
 
 
 
 
 
 
 
 
 



 
 
 
 
 
 
 
 
 
 
 
 
 
 
 
 
 
 
 



 



經文 
耶利米書 31:7-14 

7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因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8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

極招聚；同著他們來的有瞎子、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裏來。

9 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

其上不致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10列國啊，要聽耶和華

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

群。11 因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12 他們要來到錫安

的高處歌唱，又流歸耶和華施恩之地，就是有五穀、新酒，和油，並羊羔、牛犢之

地。他們的心必像澆灌的園子；他們也不再有一點愁煩。13 那時，處女必歡樂跳 

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喜，並要安慰

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快樂。14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

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詩篇 147:12-20 

啟 12 耶路撒冷啊，你要頌讚耶和華！錫安哪，你要讚美你的神！ 

應 13 因為他堅固了你的門閂，賜福給你中間的兒女。 

啟 14 他使你境內平安，用上好的麥子使你滿足。 

應 15 他發命在地；他的話頒行最快。 

啟 16 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爐灰。 

應 17 他擲下冰雹如碎渣；他發出寒冷，誰能當得起呢？ 

啟 18 他一出令，這些就都消化；他使風颳起，水便流動。 

應 19 他將他的道指示雅各，將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 

同誦 20 別國他都沒有這樣待過；至於他的典章，他們向來沒有知道。你們要讚

美耶和華！ 

 
以弗所書 1:3-14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   

氣：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

兒子的名分，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8 這恩典是神

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

道他旨意的奧祕，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      

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

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

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      

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約翰福音 1:10-18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11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

己的人倒不接待他。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

女。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

生的。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15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

『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16 從他豐滿的

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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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詩篇 118:26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From the house of the Lord we bless you. 
 Psalm 11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