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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樓

浩聲讚祂詠團
指揮：劉永生、陳廷南、陳康倫

司琴：陳文星



香 港 聖 詩 會 緣 起

香 港 聖 詩 會 成 立 目 的 及 宗 旨

 「香港聖詩會」乃由一班不同宗派，卻同樣熱愛頌唱聖詩的基督徒，確認歌唱讚美乃討上帝喜悅的

事奉，經分享異象，團結一起於2002年9月孕育了「香港聖詩會」。感謝神的恩典，經過多月來

的籌備和同工們同心的禱告，期間，又得到溫哥華「林思齊聖詩會」的啟迪和幫助，「香港聖詩

會」終於誕生了。

•	 推廣中外優質傳統聖詩, 敬拜上帝

•	 藉聖詩培育信徒靈性生活

•	 以詩歌會友，以詩章、頌詞歌頌神

•	 研究/搜集/發表有關經典聖詩之作者，創作背景和屬靈教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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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劉永生

讀經 曾成英，陳康倫

詩班 浩聲讚祂詠團

程 序

宣召               要致最高敬意      詩班

會歌*                  有福的確據（世頌321）     會眾

祈禱*/歡迎            會長

經文                   讀經員

 

唱頌                齊來，信主聖徒（世頌148）      會眾

唱述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      詩班

經文                   讀經員

唱頌                   普天歡慶        詩班+會眾

                             普世歡騰（世頌139）      會眾

經文                            讀經員

唱述                 信眾齊到主前      詩班

           鈴聲響遍      

經文                    讀經員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三16）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

彈琴的所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

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這些人未曾

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

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　神和羔羊。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

是沒有瑕疵的。（啟十四2-5）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

各國各族各方各民。他大聲說、應當敬畏　神、將榮耀歸給他。因他施行審

判的時候已經到了。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泉源的。（啟十四6-7）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

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

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

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路二 4-7）

指揮 劉永生，陳廷南，陳康倫

司琴 陳文星

香港聖詩會
2017年聖誕頌唱會

07 Dec, 2017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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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頌           平安夜（世頌133）        獨唱+會眾

         奇妙聖嬰（世頌153）        獨唱+會眾

唱述                    來啊！歡迎耶穌              詩班

經文                          讀經員

 

唱頌*                以馬內利來臨（世頌119）                         會眾

經文               詩班+會眾

 

唱頌               流離蕩浪                詩班+會眾

唱述                 人世常態扭曲反轉                詩班

唱頌           當世界還未曾創造（世頌125）           獨唱+會眾

頌禱*                        虔誠敬拜（世頌122）       會眾

報告                       主席

祝福*                       牧者

                                                    默禱 / 散會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

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

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

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

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　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

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

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裏。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

傳開了。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路二8-18）

詩班 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會眾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詩班 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

會眾	 	 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的名、說、耶和華阿、求你救我的靈魂。

詩班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　神以憐憫為懷。

會眾	 	 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詩班 我的心哪、你要仍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會眾	 	 主阿、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

	 	 救我的腳、免了跌倒。

詩班 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之路。

會眾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受了極大的困苦。

詩班 我曾急促地說、人都是說謊的。

會眾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同讀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詩一一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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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致最高敬意
詞: 劉永生 曲: Camille Saint-Saëns 

要致最高敬意，將一切獻奉!

讚美、侍奉主尊君，聖光耀永恆。

諸天、星宿、地與海、萬有同頌，

歡欣揚歌、敬獻奏，榮上帝，宣唱：Alleluia.

（歡欣歌敬奏: Alleluia. Alleluia.）

2.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
詞: 劉永生 曲: Don Besig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敬拜、讚美宇宙至尊！

地上萬族、世界各國、青天、碧海、星、月、眾光，

同頌唱讚美樂，榮耀我王，創始、拯救、成終！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敬拜、讚美宇宙至尊！

阿利路亞！

神聖至尊恩主我王，常常憐憫、關心和愛護！

(憐憫、關顧眾生。)

神聖至尊恩主我王，(神聖主，) 神大愛至偉！

絕對真光輝！絕對公正！絕對聖潔大君！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敬拜、讚美宇宙至尊！

地上萬族、世界各國、青天、碧海、星、月、眾光，

同頌唱讚美樂，榮耀我王，創始、拯救、成終！

跳舞、奏唱、歡呼、高歌、敬拜、讚美宇宙至尊！

阿利路亞！x4

3.信眾齊到主前
詞: 周浩輝 曲: John F. Wade   

信眾齊到主前，高唱凱歌歡欣，

信眾齊來邁向美哉伯利恆。

心意盡獻奉，聖嬰降生為王，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

感恩歡呼讚頌，我主基督降世。

到榮美天庭，天使和唱高聲，

啊聽屬神萬眾天軍歡呼讚美，

璀璨萬世代，至高永生父神！(Gloria, O Gloria)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Gloria, Gloria)

感恩歡呼讚頌主基督降世！

看純潔嬰孩，卑降世間新生，(新生，是聖子新生，)

叫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拜！(萬民衷心下拜！)

真理耀遠近，尺軀載真來臨。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

感恩歡唱讚頌，我主基督，基督！臨降！讚美！

（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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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啊 ! 歡迎耶穌 
詞：劉永生　　曲：David Lantz III

來啊！歡迎耶穌，於伯利恆降生！

願我捨世珍，叩拜真救主！

救世主臥馬槽，神鴻恩普施給眾生！

來啊！歡迎耶穌，普世讚頌、慶祝！來啊！

來啊！歡迎耶穌，於伯利恆降生！

願我捨世珍，叩拜真救主！

救世主臥馬槽，神鴻恩普施給眾生！

來啊！歡迎耶穌，普世歡欣、讚頌、慶祝！

第一部：浮世幻變，不過如煙氣、朝露、晚霞！

           來啊！盡棄今世財富，追求永恆！

第二部：拋棄今世珍，只拜主聖嬰！

第三部：拋財富，追求永恆！

第四部：耶穌！

救主！降生！

來啊！歡迎耶穌，於伯利恆降生！

願我捨世珍，叩拜真救主！

救世主臥馬槽，神鴻恩普施給眾生！

來啊！歡迎耶穌，普世齊來讚頌、慶祝！

普世齊來讚頌、慶祝！

普世齊來讚頌高歌！來啊！歡迎耶穌！

4. 鈴聲響遍 

詞：劉永生　　曲：David Lantz III

鈴聲響遍四方，上帝堪歌讚、配尊稱，

鈴聲響遍四方，宣告主賜下和平。

耶穌純潔聖嬰，已生在伯利恆城；

鈴聲響遍四方，天降拯救妙名！

齊迎天降下榮光，唱！ Hosanna! 唱！ Hosanna! 

救主配得尊稱！

鈴聲響遍四方，上帝堪歌讚、配尊稱，

鈴聲響遍四方，宣告主賜下和平。

離輝煌瑰麗華殿，榮君來進入貧賤，

迎向哀、苦、痛、傷，基督真愛親顯。

齊迎天降下榮光，唱！ Hosanna! 唱！ Hosanna! 

救主配得尊稱！

鈴聲響遍四方，上帝堪歌讚、配尊稱，

鈴聲響遍四方，宣告主賜下和平。

人間期盼得重燃，地、天完美終再展，

鈴聲響遍四方，宣告主愛不變！齊迎天降下榮光，

唱！ Hosanna! 唱！ Hosanna!

齊迎天降下榮光，唱！ Hosanna! 唱！ Hosanna! 

唱歌：阿利路亞

6. 人世常態扭曲反轉 
詞 : 劉永生 曲 : Benjamin M. Culli  

人世常態扭曲反轉，邪道、仁念相混亂，

白、黑莫測，未有分寸，如何裁定，免爭諯？

邏輯、思考、納歸、推理，能否界定、決根基？

神啊！求教我解恩怨，讒罔、誤解勿計算！

尋索、揣摩、覓探真道，籌劃、釐定數分毫，

真心求神垂顧開路，盼主臨在聽傾訴！

末世氣象令人沮喪，願主指引、堅固眾盼望，

毋怕困阻，面對瑣務，求判辨真、偽，祕奧！

除破迷惘，望見真理，跳出疑惑之藩籬，

難過、愁憂亦有限期，唯望迎上帝新禧！

移去似是而非歪理，屬天眼目見生機，

神國恆永獨一希冀，完滿、善、真，亦最美！ （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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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聲讚祂詠團於1992年正式成立，旨在藉著音樂傳揚福音、讚美創造主，並訓練團員積極學習音樂事

奉；其成員主要來自香港不同的教會。蒙上帝光照，詠團於2017年舉行了「全心全意」25週年音樂

會，見證上帝對詠團的祝福及帶領。

詠團由陳供生擔任總監，劉永生擔任音樂總監兼指揮。詠團除了著重聲樂和合唱的訓練外，亦注重團

員屬靈生命的學習及操練，讓團員學以致用，將所學的貢獻所屬教會。

自成立以來，詠團曾應香港、澳門、星加坡、馬來西亞、澳洲、加拿大及海外多間教會、神學院及聖

樂機構的邀請，主領聖樂崇拜，以及舉辦讚美會、佈道會、聖樂默想及聖樂講座等；亦曾多次於香港

各文娛中心、音樂廳舉辦音樂會，曲目包括史坦拿的《十架受難曲》、韓德爾的《彌賽亞》、《參

孫》、海頓的《創世記》、法郎克的《A大調彌撒曲》、莫扎特的《F大調小彌撒曲》、佛瑞的《安魂

曲》、古諾的《C大調彌撒曲》、約翰列特的《榮耀頌》、孟德爾松的《以利亞》、韋華第的《榮耀

頌》、Saint-Saens、Monteverdi；Mark Hayes、Lee Dengler、Tom Fettke等當代作曲家合唱作

品；以及登上流行榜之英國作曲家Karl Jenkins《Sacred Songs》組曲選段；及古今中外的歌曲，其

中包括居港及海外華人的新作。

近年，詠團致力推動國內聖樂事工，多次前往中國各地城鎮作音樂交流，包括廣州、江門市、深圳、

蘭州、上海、青島、南京、潮州等探訪教會及神學院，應邀舉辦讚美會、音樂佈道會、工作坊及舉行

定期合唱訓練班等。

此外，詠團也將所詠唱的詩歌結集出版及灌錄鐳射唱片專輯，出版的曲集有《浩聲讚詠》─《簡易

合唱曲集》、《詠讚聲浩》─《進階合唱曲集》及因應華人教會近年對記念基督事件和教會節期愈

加重視，我們特別出版的新系列 ─《教會節期合唱曲集》，分為記念基督將臨和降世，及記念基督

受難和復活兩組。 此等曲集收錄了古今聖歌，除原文歌詞外，均配以符合粵韻之中文歌詞，務求適合

各地華人教會所用。於1997年詠團開始主辦合唱訓練講座，以所出版的合唱曲集為教材，為詩班提供

音樂和合唱技巧、事奉素質等多方面的改進建議，期間曾出席受訓的詩班不下數十隊。

詠團的未來計畫，除了繼續進行已有的事工外，亦會探討有關把音樂事奉人員專業和專職化，以及編

寫及出版全面的音樂事奉教材的可能性。

詠 團 簡 介

浩 聲 讚 祂 詠 團 有 限 公 司
Hosanna Chanters Limited

香港告士打道郵政信箱 28838 號  
P.O.Box 28838,Gloucester Road Post Office,Hong Kong
Homepage: www.hchk.org     E-mail: info@hc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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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聲讚衪詠團名錄 (2017 年度 )

團 員

董事會

顧問   ：陳康、許朝英、

         周浩輝、陳慈嬡

董事   ：莊贊真（主席）、陳康倫、

         陳廷南、陳佩儀、何子坤

董事會秘書  ：何子坤

公司秘書  ：袁文輝

總監   ：陳供生

執行總監  ：陳康倫

總監助理  ：陳偉倫

音樂總監、指揮 ：劉永生

副音樂總監  ：嚴翠珠

指揮   ：陳廷南、陳康倫

司琴   ：陳文星、陳卓敏、嚴翠珠

女高音

陳凈香       陳佩儀   周靜華 莊婉惠  許麗珠★ 簡燕群  紀麗雯 

賴明慈       林志賢   羅子玲 李麗薇  李銘賢  陸喬★  梁美鳳 

曾成英       徐小芬   黃潔梅 黃燕軒  周慧妮  冼笑姬  曹美芳

黃穎怡       沈思瑛   王婉媚

女低音

蔡麗珊★     陳卓敏   羅慈惠 李小麗  蕭丹  成慧玉  黃佩賢

王淑貞       鄭國琛   陳偉倫 黃燕嫻★ 黃慧賢  黃綺玫  阮碧琪

余美娟       雷綺霏   尹海燕 馮志屏  嚴翠珠

男高音

陳廷南       陳煒業   樊展傑 馮耀光  何子坤  林勳忠  梁顯寬

馬劍威       李正鼎   梁銘德

男低音

陳康倫       陳文星      陳秉德 張嘉樂  江育華  劉紹佳  李建宏

盧偉良       王明權      羅志華 嚴卓峰★ 萬勇超  蔣錦榮  陳國威

職員會

團長  ：陳佩儀

副團長  ：羅子玲

聯絡  ：成慧玉、黃燕嫻

文書  ：徐小芬

財政  ：阮碧琪（司數）

     周靜華（司庫）

譜務  ：羅慈惠、余美娟

總務  ：陸喬

物資管理 ：許麗珠

資訊科技統籌 ：王明權

★ 聲部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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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詩會 
網站： www.hkhymnsoc.org 

華語聖樂界中極具深度與廣度的資料庫： 

聖詩錄音、錄影、照片、研討文章、精選曲譜、場刊等， 

一個網站，包羅萬有！ 

YouTube 頻道： 

youtube.hkhymnsoc.org 

超過 210首詩歌錄音、40小時頌唱會、講座高清錄影， 

歡迎隨時隨地欣賞！ 

Facebook 專頁： 

facebook.hkhymnsoc.org 

了解聖詩會最新動態， 

報名參加聖詩會各項活動！ 

近期活動： 
2018年 5月 20日(主日) 
晚上八時正 

第十五屆聖詩頌唱會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