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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聖誕聖誕聖誕耶穌大巡行耶穌大巡行耶穌大巡行耶穌大巡行 2018201820182018    

大喜信息大喜信息大喜信息大喜信息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路加褔音路加褔音路加褔音路加褔音    2:102:102:102:10----15]15]15]15]    

    ((((獨獨獨獨))))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是關乎萬民的是關乎萬民的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為你們生了救主為你們生了救主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主基督就是主基督就是主基督。。。。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包著布包著布包著布，，，，臥在馬槽裡臥在馬槽裡臥在馬槽裡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那就是記號了那就是記號了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忽然忽然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    上主說上主說上主說上主說：：：：    

    

((((合合合合)  )  )  )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上主上主上主上主！！！！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 *** *** *** 巡行歌曲巡行歌曲巡行歌曲巡行歌曲    ************    

序樂序樂序樂序樂....Joy to the world    

    

01010101....到各山嶺去傳揚到各山嶺去傳揚到各山嶺去傳揚到各山嶺去傳揚（（（（粵粵粵粵））））    

原曲：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粵詞：Raymond Tam 

    

BBBB                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攀攀攀攀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    

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說基督主出說基督主出說基督主出說基督主出生生生生。。。。    

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攀攀攀攀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登山嶺將佳音講,,,,    

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登山將故事傳播,,,,說基督主出世說基督主出世說基督主出世說基督主出世。。。。            

    

AAAA1.1.1.1.        從白從白從白從白晝到黑晚夜晝到黑晚夜晝到黑晚夜晝到黑晚夜,,,,        往昔當我尋覓往昔當我尋覓往昔當我尋覓往昔當我尋覓,,,,    

                    求上帝賜恩協助求上帝賜恩協助求上帝賜恩協助求上帝賜恩協助,,,,        靠祂指引路途靠祂指引路途靠祂指引路途靠祂指引路途。。。。    

    

AAAA2.2.2.2.        神神神神用我作祂守望用我作祂守望用我作祂守望用我作祂守望,,,,        常站在城牆上常站在城牆上常站在城牆上常站在城牆上,,,,    

                    求求求求令令令令我作祂信徒我作祂信徒我作祂信徒我作祂信徒,,,,        最小一個僕人最小一個僕人最小一個僕人最小一個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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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2 02 02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曲詞曲詞曲詞曲詞：：：：凌東成凌東成凌東成凌東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Happy Birthday to you. 

A1 霓虹耀眼色彩霓虹耀眼色彩霓虹耀眼色彩霓虹耀眼色彩，，，，濃烈氣氛中溜過濃烈氣氛中溜過濃烈氣氛中溜過濃烈氣氛中溜過，，，，    

若回望去年若回望去年若回望去年若回望去年，，，，未見退減燈飾更多未見退減燈飾更多未見退減燈飾更多未見退減燈飾更多，，，，    

聖誕節又將到聖誕節又將到聖誕節又將到聖誕節又將到，，，，為這千禧作紀念吧為這千禧作紀念吧為這千禧作紀念吧為這千禧作紀念吧，，，，    

但地球在轉但地球在轉但地球在轉但地球在轉，，，，明晨復見陽光明晨復見陽光明晨復見陽光明晨復見陽光。。。。    

AAAA2222 經過二千載經過二千載經過二千載經過二千載，，，，神祈望始終未變神祈望始終未變神祈望始終未變神祈望始終未變，，，，    

衪降生世塵衪降生世塵衪降生世塵衪降生世塵，，，，是要作出犧牲捨身是要作出犧牲捨身是要作出犧牲捨身是要作出犧牲捨身，，，，    

聖誕節是歡笑聖誕節是歡笑聖誕節是歡笑聖誕節是歡笑，，，，為慶祝衪到世上為慶祝衪到世上為慶祝衪到世上為慶祝衪到世上，，，，    

為著全地世人承受這救恩為著全地世人承受這救恩為著全地世人承受這救恩為著全地世人承受這救恩。。。。    

BBBB 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    

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千憶世紀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千憶世紀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千憶世紀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千憶世紀，，，，    

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    

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    

CCCC 我滿帶勇氣要祝福遍全地我滿帶勇氣要祝福遍全地我滿帶勇氣要祝福遍全地我滿帶勇氣要祝福遍全地，，，，願你把握這千禧的轉機願你把握這千禧的轉機願你把握這千禧的轉機願你把握這千禧的轉機。。。。    

縱使一生將漸逝縱使一生將漸逝縱使一生將漸逝縱使一生將漸逝從未莫視放棄從未莫視放棄從未莫視放棄從未莫視放棄，，，，復興之火又再復興之火又再復興之火又再復興之火又再熱熱熱熱烈烈烈烈燃燃燃燃起起起起。。。。HaHaHaHa..., ..., ..., ...,     

BBBB 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主的愛不變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上帝恩源源不斷，，，，    

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深相信明天歲月主同闖，，，，千千千千億億億億世紀世紀世紀世紀，，，，    

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必跨過地平線，，，，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共並肩同迎千禧，，，，    

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將主愛和福音給世上曙光一起讚美。。。。    

End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00003333    基督降世基督降世基督降世基督降世（（（（粵粵粵粵））））    

原曲：Oh Come all ye faithful  粵詞：梁碧君    

1.1.1.1.降世降世降世降世純潔純潔純潔純潔嬰孩嬰孩嬰孩嬰孩    從天至高的從天至高的從天至高的從天至高的居居居居處處處處        

悄悄悄悄悄悄悄悄誕誕誕誕下下下下為要捨身救為要捨身救為要捨身救為要捨身救贖凡贖凡贖凡贖凡人人人人    

齊哼快齊哼快齊哼快齊哼快樂樂樂樂韻韻韻韻    天天天天軍角聲奏響軍角聲奏響軍角聲奏響軍角聲奏響遍遍遍遍凡凡凡凡塵塵塵塵    

你我你我你我你我頌頌頌頌讚主聖讚主聖讚主聖讚主聖名名名名    高高高高呼呼呼呼    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        

讓讓讓讓歡歡歡歡欣聲震動欣聲震動欣聲震動欣聲震動    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    

    

2.2.2.2.快快快快去傳去傳去傳去傳這生這生這生這生辰辰辰辰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降降降降卑甘卑甘卑甘卑甘犧牲犧牲犧牲犧牲        

放棄放棄放棄放棄貴位貴位貴位貴位在這世在這世在這世在這世間活像間活像間活像間活像平民平民平民平民    

人人人人間間間間滿滿滿滿罪困罪困罪困罪困    應應應應當當當當以以以以主愛主愛主愛主愛心服侍心服侍心服侍心服侍人人人人    

你我你我你我你我頌頌頌頌讚主聖讚主聖讚主聖讚主聖名名名名    高高高高呼呼呼呼    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Hallelujah        

讓讓讓讓歡歡歡歡欣聲震動欣聲震動欣聲震動欣聲震動    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同慶基督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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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444    普普普普世歡世歡世歡世歡騰騰騰騰（（（（粵粵粵粵））））    

原曲：Joy to the world  粵詞：薛騰鼒 鄭漢良 Raymond Tam 凌東成 林國璋牧師 彭嘉華 

1.1.1.1.歡歡歡歡呼呼呼呼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基督降基督降基督降基督降臨臨臨臨        迎迎迎迎接接接接萬世救主萬世救主萬世救主萬世救主    

懇請懇請懇請懇請----真真真真----心準備心準備心準備心準備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君君君君----尊尊尊尊美地美地美地美地    

大地萬大地萬大地萬大地萬丈頌丈頌丈頌丈頌----唱唱唱唱        宇宙宇宙宇宙宇宙萬萬萬萬物頌物頌物頌物頌----唱唱唱唱    

宇宙穹蒼宇宙穹蒼宇宙穹蒼宇宙穹蒼        高高高高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        讚讚讚讚頌悠頌悠頌悠頌悠揚揚揚揚        

2.2.2.2.歡歡歡歡呼呼呼呼高興高興高興高興    基督作基督作基督作基督作王王王王        全球人全球人全球人全球人類頌唱類頌唱類頌唱類頌唱    

山山山山川川川川----江江江江----水水水水美地美地美地美地        丘谷丘谷丘谷丘谷----高高高高----低野低野低野低野地地地地    

大地大地大地大地浩浩頌浩浩頌浩浩頌浩浩頌----唱唱唱唱            快快快快----樂樂樂樂喋喋頌喋喋頌喋喋頌喋喋頌----唱唱唱唱    

偉偉偉偉大大大大迴響迴響迴響迴響        歡歡歡歡欣欣欣欣讚讚讚讚頌頌頌頌        永遠頌永遠頌永遠頌永遠頌揚揚揚揚    

3333....憂傷消憂傷消憂傷消憂傷消去去去去    眾罪洗眾罪洗眾罪洗眾罪洗去去去去        世世世世間間間間困苦困苦困苦困苦盡盡盡盡去去去去    

祂祂祂祂施施施施----恩恩恩恩----福滿地福滿地福滿地福滿地        驅走驅走驅走驅走----漆漆漆漆----黑黑黑黑咒詛咒詛咒詛咒詛    

惠澤惠澤惠澤惠澤萬萬萬萬族族族族萬萬萬萬----邦邦邦邦            遍遍遍遍及及及及地上萬地上萬地上萬地上萬----國國國國    

恩恩恩恩典流典流典流典流出出出出        恩恩恩恩典厚澤典厚澤典厚澤典厚澤世上世上世上世上----萬萬萬萬----民民民民    

4444....恩恩恩恩典真理典真理典真理典真理        彰顯彰顯彰顯彰顯於於於於世世世世    全地萬全地萬全地萬全地萬國國國國共共共共證證證證    

祂的祂的祂的祂的----光光光光----輝永輝永輝永輝永在在在在        祂的祂的祂的祂的----真真真真----理永活理永活理永活理永活    

獻獻獻獻上上上上浩瀚浩瀚浩瀚浩瀚樂樂樂樂----章章章章            美美美美----妙無窮慈妙無窮慈妙無窮慈妙無窮慈----愛愛愛愛    

奧奧奧奧妙妙妙妙無比無比無比無比    主愛主愛主愛主愛配配配配受受受受永遠永遠永遠永遠----頌頌頌頌----揚揚揚揚        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賀賀賀賀主誕生主誕生主誕生主誕生    

    

00005555 請聽請聽請聽請聽天使高天使高天使高天使高聲唱聲唱聲唱聲唱（（（（粵粵粵粵））））    

原曲：Hark the herald angel sing  粵詞：甄燕鳴  修編：as    

1111    來細聽來細聽來細聽來細聽萬萬萬萬眾眾眾眾天天天天軍軍軍軍----        高高高高歌宣告歌宣告歌宣告歌宣告主誕生主誕生主誕生主誕生        

憐憫憐憫憐憫憐憫世上賜福音世上賜福音世上賜福音世上賜福音----        基督生在基督生在基督生在基督生在伯利恆伯利恆伯利恆伯利恆    

普普普普天歡天歡天歡天歡騰騰騰騰慶慶慶慶賀頌賀頌賀頌賀頌揚揚揚揚        恩主恩主恩主恩主親臨親臨親臨親臨救救救救贖贖贖贖萬民萬民萬民萬民                

天天天天軍軍軍軍歡歡歡歡呼獻頌呼獻頌呼獻頌呼獻頌讚讚讚讚        榮耀救主榮耀救主榮耀救主榮耀救主已告已告已告已告降生降生降生降生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聽聽聽聽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唱唱唱唱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歸與歸與歸與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主主主主    

2222    榮美榮美榮美榮美永活永永活永永活永永活永生主生主生主生主----    高天高天高天高天景仰景仰景仰景仰的的的的國君國君國君國君        

神神神神設計劃設計劃設計劃設計劃裡犧牲裡犧牲裡犧牲裡犧牲----    君王甘落入俗君王甘落入俗君王甘落入俗君王甘落入俗塵塵塵塵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真真真真神神神神作作作作地上人地上人地上人地上人    拋開尊拋開尊拋開尊拋開尊榮榮榮榮背背背背負負負負重任重任重任重任----        

施施施施恩恩恩恩彰顯彰顯彰顯彰顯最大愛最大愛最大愛最大愛    投入每投入每投入每投入每天同天同天同天同行行行行同在同在同在同在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聽聽聽聽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唱唱唱唱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歸與歸與歸與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主主主主    

3333    同讚美萬世同讚美萬世同讚美萬世同讚美萬世君君君君主主主主----        高高高高舉真理舉真理舉真理舉真理的救主的救主的救主的救主        

傳播傳播傳播傳播盼盼盼盼望與望與望與望與真真真真光光光光----伸展醫治伸展醫治伸展醫治伸展醫治的的的的翅膀翅膀翅膀翅膀    

拋開尊拋開尊拋開尊拋開尊榮榮榮榮作作作作地上人地上人地上人地上人        謙卑溫柔甘心犠謙卑溫柔甘心犠謙卑溫柔甘心犠謙卑溫柔甘心犠牲牲牲牲        

一生一生一生一生奔波奔波奔波奔波作作作作護蔭護蔭護蔭護蔭        流落流落流落流落世世世世間間間間賜賜賜賜予永予永予永予永生生生生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聽聽聽聽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天使和唱唱唱唱            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歸與歸與歸與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主主主主    



4 

 

00006666 祢真偉祢真偉祢真偉祢真偉大大大大（（（（粵粵粵粵））））    

原曲：How Great Thou Art  粵詞：鄭漢良 
1111    每次仰每次仰每次仰每次仰望望望望，，，，看見這看見這看見這看見這星空莊觀星空莊觀星空莊觀星空莊觀，，，，深深深深深深深深驚訝驚訝驚訝驚訝，，，，上主所上主所上主所上主所創偉創偉創偉創偉大大大大；；；；    

看見看見看見看見星星星星宿宿宿宿，，，，    也聽也聽也聽也聽到到到到霹靂震霹靂震霹靂震霹靂震天天天天，，，，    諸諸諸諸天天天天鋪鋪鋪鋪滿滿滿滿，，，，    在在在在表彰表彰表彰表彰你你你你偉偉偉偉大大大大。。。。    

    

2222    每次想每次想每次想每次想念念念念，，，，你賜愛你賜愛你賜愛你賜愛子子子子不不不不顧惜顧惜顧惜顧惜，，，，真想真想真想真想不不不不透透透透，，，，    讓讓讓讓祂捨棄牲祂捨棄牲祂捨棄牲祂捨棄牲命命命命；；；；                                            

血染架血染架血染架血染架上上上上，，，，    也背也背也背也背我我我我軛擔軛擔軛擔軛擔我我我我憂憂憂憂，，，，    釘釘釘釘身身身身死死死死去去去去，，，，    為的為的為的為的洗洗洗洗去我去我去我去我罪罪罪罪。。。。    

    

副副副副    全然全然全然全然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主主主主拯拯拯拯救救救救；；；；我要讚揚我要讚揚我要讚揚我要讚揚，，，，你你你你真偉真偉真偉真偉大大大大！！！！                                                                    

全然全然全然全然以以以以心心心心    ，，，，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主主主主拯拯拯拯救救救救；；；；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遠超遠超遠超遠超萬有萬有萬有萬有！！！！            

    

（（（（合合合合））））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    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遠超遠超遠超遠超萬有萬有萬有萬有！！！！            

    

3333    你再降你再降你再降你再降下下下下，，，，接接接接我到天我到天我到天我到天家家家家那天那天那天那天，，，，歡歡歡歡呼呼呼呼高興高興高興高興，，，，在在在在空空空空中見你中見你中見你中見你面面面面，，，，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俯伏俯伏俯伏俯伏，，，，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以謙恭拜以謙恭拜以謙恭拜以謙恭拜主主主主，，，，高高高高聲宣告聲宣告聲宣告聲宣告，，，，上主上主上主上主真正偉真正偉真正偉真正偉大大大大。。。。    

                                                                     

副副副副    全然全然全然全然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主主主主拯拯拯拯救救救救；；；；我要讚揚我要讚揚我要讚揚我要讚揚，，，，你你你你真偉真偉真偉真偉大大大大！！！！                                                                    

全然全然全然全然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主主主主拯拯拯拯救救救救；；；；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遠超遠超遠超遠超萬有萬有萬有萬有！！！！            

全然全然全然全然以心以心以心以心    ，，，，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歌唱頌主主主主拯拯拯拯救救救救；；；；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    

偉偉偉偉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大救主，，，，遠超遠超遠超遠超萬有萬有萬有萬有！！！！    

    

07 聖誕願望聖誕願望聖誕願望聖誕願望（（（（粵粵粵粵）））） 

原曲：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粵詞：郭多加 
 

“We wish you are Ma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re Ma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re Ma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to you and you kins, 

“We wish you are Ma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AAAA    齊唱齊唱齊唱齊唱聖誕願望聖誕願望聖誕願望聖誕願望，，，，願天天賜恩福與願天天賜恩福與願天天賜恩福與願天天賜恩福與太太太太平平平平，，，，    

人生再人生再人生再人生再得得得得歡笑歡笑歡笑歡笑盼盼盼盼望望望望，，，，齊來踏新齊來踏新齊來踏新齊來踏新路路路路徑徑徑徑。。。。    

    

BBBB    全世全世全世全世界界界界慶慶慶慶賀賀賀賀，，，，共共共共唱頌唱頌唱頌唱頌未未未未停停停停，，，，    

這佳節滿有這佳節滿有這佳節滿有這佳節滿有溫情溫情溫情溫情，，，，琴弦琴弦琴弦琴弦樂樂樂樂章章章章和和和和應應應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