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大齋期第六主日

棕樹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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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無量榮光歌
（普頌146首）



4

1. 無量榮光和讚美,全歸救世之君,

當年兒童的歌脣,                     

“和散那”歌聲震。

2. 大衞王家的後裔,以色列人君王,

奉父聖名來世界,當受萬眾讚揚。



5

3. 天使天軍無量數,在天讚美主名,

受造萬物和萬民,在地高歌相應。

4. 當初有希伯來族,迎主歡拂棕枝,

如今我眾同恭獻頌讚,祈禱,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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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年在主受難前,他們向主歌詩,

如今在主升天後,我們奉獻新詞。

6.慈悲之主愛善良,從前悅納他們,

懇求如今也接受我眾讚美之誠。

阿們。



始 禮 頌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

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

應當肅靜。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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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訓
耶和華啊，我仍要倚靠你；我說：
「你是我的上帝。」我終生的

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
和那些迫害我的人。求你

使你的臉向僕人發光，憑你的
慈愛拯救我。 (詩3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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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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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的主，你
尊貴崇高，超越萬有，卻道成
肉身，來到世界，住在世人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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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求主幫助我們願意效法

上主虛己，與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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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滿有權柄能力的主，你本有
上帝形像，卻不堅持，更以
奴僕形像服事人，捨命作
多人的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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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求主幫助我們願意效法上主
的謙卑，捨己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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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聖潔完全的主，你本為無罪，
卻願意順服主命，替我們
成為罪，好使我們在他裏面
成為上帝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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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求主幫助我們願意效法上主

順服，遵循主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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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誦:

慈愛施恩的主，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候，你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顯明上帝的愛。求主幫助我們

願意效法上主的愛，甘心受苦，
見證主恩。



祈 禱
(主席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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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禱 文
(普頌64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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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

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19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

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

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唱 詩

依傍十架歌
（普頌602首）



1. 我今來依傍十架,雙目盲,孤單貧弱；
想世問,萬事虛空,
惟希望主恩救贖。

2. 我久望救主恩惠；
罪與惡久居心內；
但願聞救主溫言,
〝我必定教你離罪〞。



3. 願向主奉獻一切,親與友,
時間財物, 獻我身,獻我靈魂,
永完全永歸與主。

4. 我惟有靠主所許,仗寶血
權能偉大；我俯伏塵埃之中,
罪與主同釘十架。



5. 我今來就主羔羊,                               
我俯伏十架之旁；
深痛悔,惟求救主，
拯救我,使我安康。
阿們。



以賽亞書 50章 4-9節上 舊約 1083 頁

腓立比書 2章 5-11節 新約 302 頁

馬可福音 11章 1-11,15-18節 新約 71 頁



(以賽亞書50章4-9節上)

4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

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



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
6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

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

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並

不掩面。



7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

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

知道我必不致蒙羞。8稱我為義的

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

來對質；



誰與我作對，讓他近前來吧！
9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我，

誰能定我有罪呢？



(腓立比書2章5-11節)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
與上帝同等；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
樣子，8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
跪下，11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
是主，歸榮耀給父上帝。



(馬可福音11章1-11, 15-18節)

1耶穌和門徒快到耶路撒冷，來到伯
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欖山那裏。耶
穌打發兩個門徒，2對他們說：「你
們往對面村子裏去，一進去的時候
會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從來
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



3若有人對你們說：『為甚麼做這

事？』你們就說：『主要用牠，但

會立刻把牠牽回到這裏來。』」
4他們去了，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

街道上，就把牠解開。5在那裏站著

的人，有幾個說：「你們解開驢駒



做甚麼？」6門徒照著耶穌的話說，

那些人就任憑他們牽去了。7他們把

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8有許多人

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把田間的

樹枝砍下來鋪上。



9前呼後擁的人都喊著說：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10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
當稱頌的！至高無上的，和散那！」
11耶穌到了耶路撒冷，進入聖殿，看
了周圍的一切。天色已晚，他就和
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



15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一進
聖殿，就趕出在聖殿裏做買賣
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16也不許人
拿著器具從聖殿裏經過。



17他教導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
『我的殿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
你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18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
法子要除掉耶穌，卻又怕他，
因為眾人都對他的教導感到驚奇。



人算甚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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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榮耀歸於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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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 耀 頌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奉 獻



會 務 報 告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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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求主引我歌
（普頌596首）



1﹒主啊我屬祢，我聽祢慈聲，

說明祢愛我厚恩；

但我更切望，信心倍加增，

更能緊隨主腳跟。



副歌：

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流血肋旁下。



2﹒分別 我為聖，專供祢驅馳，

靠祢恩惠大權能；

使盼望堅定，心靈仰望祢，

使我向主盡忠誠。



副歌：

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流血肋旁下。



3﹒我心 何渴慕，靈交好時辰，

施恩 座前見我神；

俯伏主腳前，與主面對面，

像密友暢聚歡欣。



副歌：

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流血肋旁下。



4﹒我仍 在今世，未走完全程，

難知 主愛何其深；

直到在主懷，享平安福份，

更有喜樂溢我魂。



副歌：

求主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捨命十字架，
求主引我，引我，引我親近主，
近祢流血肋旁下。阿們。



殿 樂

大齋期第六主日

棕樹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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