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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家庭礼拜 
 

始会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欢喜快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一起来记念你的

降生，求你赐福我们今晚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

都因你奇妙的作为，心中充满喜乐感恩，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为

大。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宣召     诗篇 100:1-3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

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

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唱诗 

齐来宗主圣徒 (P26) 

齐来，宗主信徒，快乐又欢欣 

齐来，一齐来，大家上伯利恒 

来朝见圣子，天使王已降生 

齐来虔诚同敬拜，齐来虔诚同敬拜 

齐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 

天使结成乐队，欢然同歌唱 

光明众天军来高声同赞扬 

至高的处所，荣耀归与君王 

齐来虔诚同敬拜，齐来虔诚同敬拜 

齐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 

救主生于今晨，我众来欢迎 

天人诸荣耀，完全归主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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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父本像，藉圣子来显明 

齐来虔诚同敬拜，齐来虔诚同敬拜 

齐来虔诚同敬拜，主基督 

天使向马利亚显现    路加福音 1:26-38 
 

圣经朗读   (个人或轮流)    

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

去，这城名叫拿撒勒，27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

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28 天使进

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29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甚麽意

思。30 天使对他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

了。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32 他要为大，称

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33 他要作雅

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34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35 天使回答

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

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

为神的儿子）。36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

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37

因为，出於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38 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卑微的马利亚来成就你的旨意，那圣者神

的儿子将要来到，祂就是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王；祂是那真光，将

要照进我们的黑暗中。我们为祂的到来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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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诗 

真光照彻诸幽暗 (P12) 

真光照彻诸幽暗，哈利路亚！ 

发射光辉到永恒， 哈利路亚！ 

道成肉身降凡尘， 哈利路亚！ 

光明新生赐世人，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子基督今降生，哈利路亚！ 

万物皆藉祂造成，哈利路亚！ 

救主荣光耀全地，哈利路亚！ 

充满恩典主真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切相信祂的人，哈利路亚！ 

必要得救享永生，哈利路亚！ 

从神而生蒙怜悯，哈利路亚！ 

同沾主名造物恩，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基督圣子已显现，哈利路亚！ 

万世万代之冠冕，哈利路亚！ 

永生主道已来临，哈利路亚！ 

引领子民归向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使向约瑟显现  马太福音 1:18b-25a 
 

圣经朗读   (个人或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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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b (耶稣基督) 的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

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19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

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20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

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他所

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21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

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2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

知所说的话，23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

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24 约瑟醒

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25a 只是没有

和他同房。   

祷告 

我们的神啊，你是位信实的神，你是那行奇妙事的神。无论多少年

已经过去，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一定会按着你所定的时间成就。以

马内利，神与世人同住。神竟然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主，你永

不会丢弃你的百姓，却以你良善的旨意，带领引导着他们。亲爱的

主啊，求你此时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谦卑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

都能以一颗清洁诚实的心面对你！ 

唱诗 

以马内利来临 (P14)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救赎释放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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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西之条，恳求降临， 

撒旦手中，释放子民； 

地狱深处，拯救子民， 

使众信徒胜过死亡。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清晨日光，恳求降临， 

藉主降临欢慰众心； 

冲开长夜幽暗愁云， 

驱散黑影进入光明。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大卫之钥，恳求降临， 

大开我众天上家庭； 

安排我众登天路程， 

断绝人间多愁苦径。 

欢欣！欢欣！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路加福音 2:1-7 
 

圣经朗读   (个人或轮流) 

1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

上册。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

的事。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

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

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6 他们在那里

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

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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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及圣徒感恩祷告   (请自由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那至高者，神的儿子；你竟默默甘心谦卑降

生在小城伯利恒的马槽中，我们谢谢你对我们那奇妙舍己的爱！ 

 唱诗  （可任选一首） 

平安夜 (P16)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慈母也照着婴孩，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静享天赐安眠。 

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 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  

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 

美哉小城，小伯利恒 (P18) /在大卫城里 (P20) 

天使报大喜信息给牧羊人  路加福音 2:8-16 
 

圣经朗读   (个人或轮流)                                   

8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

人就甚惧怕。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

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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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12 你

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13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14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 

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有古卷作：喜悦归与人）！ 

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

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16 他们急忙

去了，就寻见马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唱诗      (可任选一首) 

天使歌唱在高天 (P22) 

天使歌唱在高天， 美妙歌声遍平原，  

  四周山岭发回声， 响应天使欢乐音  

  荣耀 ， 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荣耀 ， 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牧人有何大喜悦， 快乐歌声不休歇 ？ 

  有何喜悦感心弦， 齐发歌声美难言 ？ 

  荣耀， 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荣耀， 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诸君同往伯利恒， 天使所唱圣子生， 

  前来跪拜同声唱： 基督救主新生王！  

  荣耀，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荣耀 ， 荣耀  归于至高真神  

缅想当年时方夜半(P24)/荣耀天军 (P27)/听啊天使唱高声 (P30)  

感恩祷告(请自由起来祷告)或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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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耶稣，就是那位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已经降生了！这

么大喜的信息人人都当知道！亲爱的主耶稣啊，谢谢你差遣天使向

那卑微的牧羊人报告这大喜的信息；谢谢你差遣天使向我们报告这

大喜的信息，使我们能听见并相信。我们真的希望，在这个圣诞的

日子，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这美好的信息并且相信。有许多人生活

在困苦，恐惧中，他们需要听到这救赎的信息，他们需要你把他们

从罪的深渊中拉上来。 愿你感动你儿女们的心，赐给我们勇气，

踏出我们舒适的范围，与那天使天军一同向那还不认识你的人宣扬

福音。 

东方的博士朝拜主耶稣 马太福音 2:1-2, 7-11 
 

圣经朗读   (个人或轮流)                                   

1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

方来到耶路撒冷，说：2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

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7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甚麽时候出现 

的，8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9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

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

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10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

喜；11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

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  

 唱诗   (可任选一首) 

普世欢腾 (P28) 

普世欢腾，救主降临！ 

全地接他为王； 

万心为主，预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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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物颂扬， 

宇宙万物颂扬， 

宇宙，宇宙万物颂扬。 

乐哉大地，救主统领！ 

世人都当歌颂； 

天野江河，平原山岭， 

喜音缭绕不停， 

喜音缭绕不停， 

喜音，喜音缭绕不停。 

罪孽忧愁，全当止息！ 

无地再长荆棘； 

我主来临使福充溢， 

主恩深厚无比， 

主恩深厚无比， 

主恩，主恩深厚无比。 

救主治世，以真以惠， 

用道将民训诲， 

主愿公义，何等全备， 

慈爱何等全备， 

慈爱何等全备， 

慈爱，慈爱何等全备。 

荣耀天军 (P27) /听啊天使唱高声 (P30) 

祷告祝福 

亲爱的主啊，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东方博士的王，你更是我们每

一个人生命的王；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听到这大喜的信

息。若不藉着你，我们仍旧死在罪恶过犯中。是你从荣耀宝座上降

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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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起与天上的天使天军一同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

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普天下的人都当认识你！我亲爱的主

啊，在这庆祝这圣诞的佳节，激动我们的心志，让我们有机会，有

福分与人分享你降世拯救罪人的大喜信息；愿更多人归在你的名

下。感谢你看顾保守我们今晚的聚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默祷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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