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基督復活主日聯合崇拜

二零二一年四月四日早上十時



序 樂



詩歌

（普頌189首）



1.基督我主今復生，哈利路亞!

天人一致同歡欣，哈利路亞!

諸天高唱地酬應，哈利路亞!

哀哭化為歌頌聲。哈利路亞!



２.血戰完畢凱歌騰，哈利路亞!

愛之救贖已完成，哈利路亞!

萬般苦楚主嘗盡，哈利路亞!

黑暗化作大光明。哈利路亞!



３.守兵封石皆徒然，哈利路亞!

死亡何能禁主身？哈利路亞!

衝開地獄主榮升，哈利路亞!

豁然大啟樂園門。哈利路亞!



４.跟隨基督向前行，哈利路亞!

十架墳墓天路程，哈利路亞!

吾人原來肖主形，哈利路亞!

效主戰爭必得勝。哈利路亞!

阿們。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主日早上是一個至神

聖的早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藉著父上帝的大

能，戰勝並摧毀死亡，

燃 點 復 活 聖 燭



進入榮耀的復活生命中。

現在我們聯同天上地下

眾聖徒一起，立志脫去

舊人的罪惡，穿上新人，

與基督一同克勝罪惡和

死亡，活出永恆滿有



希望的生命。今天我們

紀念大能的上主成就使

基督從死裏復活的神蹟，

我們懷着信心點燃復活

的蠟燭，深信復活的

基督會以祂永恆的光輝



光照黑暗罪惡的世界，

驅除我們生命中的罪惡

和黑暗，使我們活出

基督復活的生命。



啟：我們點燃這蠟燭，
象徵基督榮耀的
真光已光照黑暗
罪惡世界。

應：感謝上主。



啟：願尊貴、榮耀、
權能歸於復活的
基督。

應：起初這樣，現在
這樣，以後也這樣，
永無窮盡，阿們。



得 勝 的 宣 告



啟：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
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
哪裡？

應：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
就是律法。

啟：感謝上帝，使我們藉着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應：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
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
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
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
死的既變成這不死的，那
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
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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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聖恩主】曲／詞：歐詠恩



【逾越】曲/詞: Matthew Li



【逾越】曲/詞: Matthew Li



【逾越】曲/詞: Matthew Li



【逾越】曲/詞: Matthew Li



【逾越】曲/詞: Matthew Li



認 罪 文



啟：若我們跌倒在失望中，

應：主，赦免我們。

啟：若我們失去在主裏的盼望，

應：主，赦免我們。



啟：若我們害怕失去，害怕死亡，

應：主，赦免我們。

啟：若我們忘記了基督的勝利和

永恆的生命，

應：主，赦免我們。



安 慰 文



啟：願永活的上帝使你們從
失望、恐懼，絕望中站立
起來，給你們能力勝過
罪惡的權勢，讓你們在
基督裡得到真自由和
希望。

應：阿們！



啟：復活的主站在他的門徒中
說:「願你們平安」，他們
看到主就充滿喜樂。哈利
路亞！願復活基督的喜樂、
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阿們！



平 安 禮



說：願復活主的平安常與你

同在。

答：也與你同在。



詩歌

（普頌183首）



1.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天使穿着白衣，墓前石輥開，

衹見麻布頭巾，身體已不在。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2. 看！我主耶穌，墳墓中復生；
慈顏向眾顯露，憂懼不再萌；
教會信眾歡然，高唱凱旋歌，
因主今已復生，死鈎亦奈何?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3. 光榮生命主，我今篤信恆！
生命於我何取，倘主非我朋？
藉主永遠大愛，得勝且有餘，
經過約但幽谷，往家安居。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阿們。



主禮: 林崇智牧師

48



49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藉着
洗禮，我們成為了上帝的子民、
加入了基督的教會，在上帝
大能拯救的恩典中有份，並藉
着水和聖靈，得着新生。

50



這是上帝給予世上所有相信並
接受之人的禮物，是我們白白
獲得的。藉着這洗禮，透過
聖靈，我們都成為上帝的新創
造，在基督君尊祭司職分上有
份，並在耶穌基督裏合而為一。

51



我主耶穌基督曾吩咐教會，
使萬民作他的門徒，奉聖父、
聖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行
洗禮。現在有弟兄姊妹請求
接受洗禮，加入基督的
教會。

52



主禮：在全體會眾面前，我要
代表教會向你們查問
接受洗禮的信心：

53



問：你們肯真心悔罪改過，努力
棄絕與罪惡權勢的聯繫，
拒絕邪惡和它在世上各樣的
誘惑嗎？

答：我願意如此應許。

54



問：你們是否願意接受上帝在
聖靈裏賜給你們的自由和
能力，抗拒世上所有的
邪惡，不公義和壓迫嗎？

答：我願意接受上帝的幫助。

55



問：你們願意誠心接受耶穌
基督是你們的主和唯一
的救主嗎？

答：我願意如此接受耶穌
基督是我的主和唯一的
救主。

56



問：你們願意應許終身順服
上帝的帶領，遵從聖經
的教導，服事基督和他
的教會嗎？

答：我願意如此遵從。

57



問：各位在座見證的弟兄姊妹，

你們作為基督教會的肢體，

願意再次確認努力離棄罪
惡的決心和委身基督嗎？

答：我願意如此應許。
58



問：各位弟兄姊妹，你們
願意透過彼此牧養和互相
關懷，建立和幫助這些將
要接受洗禮的弟兄姊妹嗎？

59



答：靠着上帝幫助，我們繼續
跟隨基督的腳蹤，努力
傳揚福音、建立彼此相愛、
彼此服事的團契，增進他
們的信心。我們會為他們
代禱，成為基督耶穌真實
的門徒，走上生命的道路。60



問：你們相信和信靠聖父
上帝嗎？

答：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61



問：你們相信和信靠聖子
耶穌基督嗎？

答：我信我主耶穌基督，為上帝

獨生之子，因聖靈感孕，由

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

彼拉多手下受難，
62



答：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至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

復活，升天，坐在全能聖父

上帝右邊，將來必從那裏

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63



問：你們相信和信靠三位一體
之聖靈嗎？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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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主禮伸手在水的上方祝禱

萬恩之主，我們要感謝你賜下
的聖靈和這水，藉着這恩賜，
我們獲得維護、潔淨及孕育
生命的能力。從起初你就藉着
水和聖靈賜下這恩典。

65



你的靈在你創造大地時就運行
在水面之上，又引領你的百姓
經過紅海，而獲得自由。

日期滿足，你差遣你的愛子
耶穌，在約旦河接受施洗約翰
的洗禮和聖靈的恩膏。

66



他穿越死亡的幽谷而進入永生。
他賜予世人生命活水和聖靈。

會眾：阿們！

67



主禮伸手在水的上方祝禱

主禮：主啊！求聖靈傾倒在接受
這洗禮的人身上，讓他們都
向罪死了，與基督一同復活，
並在他的教會裏經歷新的生
命。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

會眾：阿們！
68



基督耶穌為我們道成肉身，進入
世界；他為我們樹立生命典範，

表彰上帝的大愛。為我們受苦並
死在十字架上，也為我們勝過死
亡的權勢，並且復活。

69



在我們明白這一切以先，

他已為我們在上帝的右邊
代求，願聖經的應許在這次
洗禮中得到成就！

70



翟植槐弟兄 何婉儀姊妹

劉永健弟兄

71



(姓名)，我奉聖父、聖子、聖靈
之名為你施行洗禮。

我為你劃上十字架，
作為基督的象徵。
願聖靈保守你，幫助你成為主
耶穌基督的忠信門徒。 72



主禮：你們既在本會接受洗禮，
我們就接納你們作為基督
教會的肢體，在主裏合而
為一。因此，我們欣然地
歡迎你們加入基督耶穌的
大家庭，成為 73



主禮：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之
會友。在你們加入本會
時，你們應明白教會的
使命：

乃是傳揚福音，培育聖徒，
在社會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74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藉着彼此服
事，互相關懷、守望代禱、
見證牧養，在基督真道上
一同成長，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嗎？

答：靠着上帝的幫助，我願意
如此承諾。 75



宣告：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今天
接受大家面前的新會友
加入基督的教會，祈願
他們終身做主基督的精兵
忠僕。更要藉着你們的
榜樣和愛心關顧，

76



宣告：盡你們所能增強他們的
信心、確立他們的盼望
並在愛中達至完善。

77



會眾：我們為上帝在你們身上
所成就的感恩，

並在基督的愛裏歡迎
你們成為香港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的會友。

78



會眾：我們願與你們一同在

本堂互為肢體，與你們

一同 更新我們領洗時的

承諾，藉着禱告，服事

和奉獻，建立教會，

榮耀上帝的聖名。
79



萬恩之源，萬福之本，
慈悲的天父上帝，
在耶穌基督裏呼召我們進入他
的榮耀。求聖靈保守我們，
從今以後，不以福音為恥，

80



勇敢地承認我們信奉釘十字架
的基督。順服基督的帶領，
勇敢地與私慾、罪惡和世俗的
邪惡爭戰，一生都作基督耶穌
的忠信門徒，靠賴我主耶穌基
督而求。阿們！

81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

的慈愛，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會眾：阿們！

82



83



84



主禮：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洗禮
是一份從上帝而來的禮物，
向不同年齡的人表達出他對
人類的大愛和恩典。使領受
洗禮的人得蒙潔淨、更新和
救贖，成為基督的門徒，
加入基督教會的團契。

85



我們雖然不配得着這份厚恩，
上帝仍然先賜恩給我們。即使
在我們還不明白、還未懂得
回應的時候，上帝的愛和聖靈
的大能已臨到我們身上，使
我們在基督的教會得着信仰和
生命的栽培、堅立和保守。

86



我們記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公開地對孩子的接納：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
阻止他們，因為在上帝國的正是
這樣的人。」

彼得亦在五旬節回應群眾詢問
「我們應當怎樣做」的教導：

87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
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免，
就會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
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給所有
主—我們的上帝所召來的人。」

88



主禮：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既
聽到上帝恩惠的邀請，
你們要如何回應呢？

家長：我要感謝上帝的恩典，
重新認信並帶同我兒女
前來接受洗禮。

16



主禮：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們肯真心悔罪改過，
努力棄絕與罪惡權勢的
聯繫，拒絕邪惡和它在
世上各樣的誘惑嗎？

家長：靠着上帝的恩典，
我願意如此應許。 90



主禮：你們願意誠心確認耶穌
基督是你們的主和唯一
的救主嗎？

家長：我願意如此確認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主和唯一的救主。

91



主禮：那你們願意以基督的生命
和榜樣來愛顧培育這些孩童，
帶領他們明白及認識聖經真道，
並樂意敬愛上帝，以心靈和
誠實參加崇拜和主日學嗎？

家長：靠着上帝的幫助，我願意
作此承諾。

92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盡力扶助他
們在教會中成長，直至他
們在上帝的大能中作出個
人的認信，接受堅信禮，
成為委身基督教會的成年
會友嗎？

家長：靠着上帝的幫助，我願意。93



主禮: 范建邦牧師

梁靖同小朋友

梁靖柔小朋友
94



主禮：(姓名)，我奉聖父、聖子、
聖靈的名給你施洗。願上
帝賜福你。

兒童／家長同應：阿們！

95



我在你額上劃上十字架，象徵
聖靈的臨在：並願聖靈藉着這
洗禮繼續保守你，與你同在，
幫助你成為 主耶穌忠信的門徒。

兒童／家長同應：阿們！
96



問：各位在座見證的弟兄姊妹，
我們作為基督教會的肢體，
樂意看到這些孩童接受洗禮。
你們願意承諾藉着彼此服事，
互相關懷、守望代禱、
見證牧養，

97



問：幫助這些家長履行這次洗禮
的承諾？讓今天領洗的孩童
和大家一同成長，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嗎？

答：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們
願意如此承諾。

98



全能永生上帝，我們在天上的父，
懇求藉着洗禮，接受這些孩童在
你恩典之中，使他們在年齡增長
時，靈性同時得長進；藉聖靈
約束與更新的能力，使他們作
上帝真實的兒女。 99



一生忠信服事你。又求主
引導及扶助孩童的家長，使
他們能用愛心的養育、智慧
的教導、聖潔的品行，引領
孩童進入信仰的生活，以
仁義的力量，

100



結成永遠喜樂平安的果子。
藉着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而求。

會眾：阿們！

101



願三一上帝，聖父、聖子、
聖靈賜福給你，看顧保守你，

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102



使徒行傳 10章 34-43節 新約 196 頁

哥林多前書 15章 1-11節 新約 265 頁

約翰福音 20章 1-18節 新約 174 頁



(使徒行傳10章34-43節)

34彼得開口說：「我真的看出

上帝是不偏待人的。35不但如此，

在各國中那敬畏他而行義的人都

為他所悅納。36上帝藉著耶穌基

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



福音，把這道傳給以色列人。37-

38這話在約翰傳揚洗禮以後，從

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上帝

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了拿撒勒

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他到處奔波，行善事，醫好凡

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上帝與

他同在。39他在猶太人之地和耶

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

作見證人。他們竟把他掛在



木頭上殺了。40第三天，上帝

使他復活，使他顯現出來；41

不是顯現給所有的人看，而是

顯現給上帝預先所揀選為他作

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



在他從死人中復活以後和他同

吃同喝的人。42他吩咐我們傳

道給眾人，證明他是上帝所立

定，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審

判者。



43眾先知也為這人作見證：凡信

他的人，必藉著他的名得蒙赦

罪。」



(哥林多前書15章1-11節)

1弟兄們，我要你們認清我先前

傳給你們的福音；這福音你們

領受了，又靠著它站立得住，2

你們若能夠持守我傳給你們的

信息，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否則你們是徒然相信。
3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最重要的就是：照聖經所說，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4而且埋

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



復活了，5還顯給磯法看，又顯

給十二使徒看，6後來一次顯給

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

現在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7以後他顯給雅各看，再顯給



眾使徒看，8最後也顯給我看；

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9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

為使徒，因為我曾迫害過上帝

的教會。10然而，由於上帝的



眾恩典，我才成了今日的我，

並且他所賜給我的恩典不是

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其實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恩典

與我同在。



11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使徒，我們

都如此傳，你們也都如此信了。



(約翰福音20章1-18節)

1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

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

墳墓，看見石頭已從墳墓挪開

了，2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

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



「有人從墳墓裏把主移走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

裏。」3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

往墳墓去。4兩個人同跑，那門

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墳墓，



5低頭往裏看，看見細麻布還放

在那裏，只是沒有進去。6西門

‧彼得隨後也到了，進了墳墓，

看見細麻布放在那裏，7又看見

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



放在一起，是另在一處捲著。8

然後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

他看見就信了。9他們還不明白

聖經所說耶穌必須從死人中

復活的意思。



10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

了。 11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

哭。她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

裏看，12看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



一個在頭，一個在腳。13天使對

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

她對他們說：「因為有人把我

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們把他

放在哪裏。」14說了這些話，



她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

裏，卻不知道他是耶穌。15耶穌

問她：「婦人，你為甚麼哭？

你找誰？」馬利亞以為他是看

園子的，就對他說：「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

你把他放在哪裏，我去把他移

回來。」16耶穌對她說：「馬利

亞。」馬利亞轉過身來，用希

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老師的意

思。）17耶穌對她說：「不要拉

住我，因為我還沒有升上去見

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裏去告

訴他們，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18抹大拉的

馬利亞就向門徒報信：「我已

經看見了主。」她又把主對她

說的話告訴他們。



詩 歌 獻 呈











三個基本的信仰問題

‧你信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信？

‧怎樣去信？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專心聽道的馬利亞



抹大拉的馬利亞



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



出賣耶穌的猶大



耶穌被釘十字架



墓門的大石頭被挪開了

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婦人，你為什麼哭？你找誰？」









大祭司、長老及文士要控告耶穌



耶穌被釘十字架



以馬忤斯路上



願你們平安﹗





多馬說：「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
探入那釘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我已經看見了主﹗







六十六週年感恩奉獻出發禮



致 詞



啟應文

魏永銓弟兄



啟：滿有恩典的上主，你呼召

我們成為你的子民，我們為

過往六十六年在這殿中歌頌、

禱告和讚美你聖名的歷代

信徒而感恩，為着你的恩賜

和祝福感謝你。



應：上主啊，六十六年來，本堂

的孩童在愛中成長；青年人

學習事奉；成年人委身見證，

老年人在愛中得着扶持，

慕道者認識歸信基督加入

教會，我們感謝讚美你。



啟：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

何等可愛！我們羨慕渴想

耶和華的院宇，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肉體向永生上帝歡呼。



應：但願主的名在聖道和聖禮中

被稱頌，主的福音在社區中

被宣揚，主的愛在服待中被

彰顯。我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

長存！



啟：為着參與崇拜者有一個更好

的聚會環境，我們去年在

詩班房及小禮堂添置新琴，

今年進行更換聖堂音響設施

和提升聖樂訓練工程。

應：萬軍之耶和華上帝啊，求你聽



應：我們的禱告！雅各的上帝啊，

求你側耳而聽！在你的院宇

一日，勝似千日。因為耶和華

未嘗留下福氣不給那些行動

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啊，

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為週年感恩奉獻祈禱

李婉心姊妹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奉 獻





主禮：一切美好事物的主宰和
賜予者，我們將團契所
需用的餅和酒獻在你面
前，這是為進入你國度
而設的 生命和恩賜，

P.13



主禮：求你藉着已在救主耶穌
基督裏顯明的恩典和
大愛，將他們轉化，讓
世人認識救主耶穌基督。

會眾：阿們 !

P.13



認罪與赦罪
主禮：若我們跌倒在失望中，
會眾：主，赦免我們。
主禮：若我們失去在主的盼望，
會眾：主，赦免我們。
主禮：若我們害怕死亡，
會眾：主，赦免我們。 P.36



主禮：若我們忘記了基督的勝利，
會眾：主，赦免我們。
主禮：願永活的上帝使你從失望

中站立起來，給你能力
勝過罪惡的權勢，讓你在
基督裏得到自由。

會眾：阿們！ P.36



互祝平安 全體起立

主禮︰復活的主臨到並站在他的
門徒中說︰願你們平安，
當他們看到主就充滿喜樂
， 哈利路亞！願復活基督
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同在，哈利路亞！
會眾可奉基督的名互相問安 P.36



大祝謝文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同在。

主禮：你們的心當仰望主。
會眾：我們的心都仰望主。

P.36



主禮：我們當感謝我們主上帝。
會眾：感謝和頌讚我們主上帝

是理所當然的。

主禮：滿有慈恩的上帝，
願一切頌讚、尊貴、
榮耀和權能都歸於你。P.37



主禮：你藉聖道創造萬有，在
你的大愛創造人類，叫
我們得見你的榮耀，永遠
得享你的同在。

會眾：滿有恩慈的上帝，
願一切頌讚、尊貴、
榮耀和權能都歸於你。P.37



主禮：當我們在罪中迷途遠離
你時，你沒有放棄我們
，卻以堅定的愛尋找我
們。及至時候滿足，你
便賜下你的獨生子，作
我們的救主和拯救者。
他降生為人，過着與

P.37



主禮：我們一樣的生活，並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受死，
但死亡卻不能轄制他。
現在，他已坐在你右邊
掌權。

P.37



會眾：滿有恩慈的上帝，願一切
頌讚、尊貴、榮耀和權能
都歸於你。

主禮：因此，我們與天使和天使
長，以及一切天上的會眾
，一同稱頌讚揚你榮耀的
聖名:

P.37



會眾：聖哉！聖哉！聖哉！
全能的上帝，
你的榮光充滿天地，
高高在上和散那！
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P.37



主禮：上主是應受稱頌的，耶穌
基督與他的門徒同進筵席時，
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
分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
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

P.37



主禮：餐後，他拿起杯來，
祝謝了，遞給門徒說:
「你們喝這杯，
因為這是我立新約的血，
為 許多人流出來，
使罪得赦，你們要如此
行，為的是記念我。」

P.37



會眾：藉着主的死，我們不再受
死亡的轄制；藉着主的
復活，我們獲得新生。主
耶穌，求你在榮耀中再來。

主禮：天父啊，我們慶祝這歡欣
的逾越節，因為在亞當
眾人都死了，照樣，

P.37/38



主禮：在基督眾人也都要復活。
藉基督我們的大祭司，
求你悅納我們頌讚的祭。
求你賜下聖靈，
使這些恩賜的餅和酒，
能為我們的緣故，
成為基督的身體和寶血。 P.38



主禮：求你招聚我們這些分享
筵席的人，進入你榮耀的
國度裏，讓我們與歷世
歷代的聖徒，一同讚美
敬拜你，永無窮盡，
藉我們的耶穌基督
祈求。

P.38



會眾：藉着基督、偕同基督、
在基督內，並在聖靈
的合一裏，願一切尊貴
榮耀都歸於你，
我們的天父，
從今日直到永遠。阿們!

P.38



主禮者在會眾面前安靜的或誦讀以下禮文
時擘餅

主禮：哈利路亞！基督，
我們的逾越節羔羊，
已為我們犧牲。

會眾：因此我們要繼續保存這
筵席。哈利路亞！

P.38



主禮：上帝的聖物，
為上帝的聖民而設。

會眾：耶穌基督是聖，
耶穌基督是主。
榮耀歸於聖父上帝。

P.38



領受餅酒前，主禮者可讀以下邀請文

主禮：你們我們在擘餅中與
復活的基督相遇，
請憑信心到前來。

P.38



主禮：基督的身體，
保守你們在永恆生命。

會眾：阿們!
主禮：基督的寶血，

保守你們在永恆生命。
會眾：阿們!
主禮者需將餘下的餅酒以白布覆蓋好

P.38



請默禱虔領聖餐



祈禱與差遣

主禮：我們祈禱:

會眾：救贖我們的上帝，我們
感謝你，因着你的恩典，
我們得與復活的基督，
並與天上地下所有愛主
的人聯合在團契。

P.39



祈禱與差遣

會眾：求你藉基督的恩典，增
強我們的力量，讓我們一
生忠心服事你，此賴我們
的耶穌基督而求，
阿們！

P.39



主禮: 林崇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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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鎮明弟兄

黃昌輝弟兄 李琬姊妹



主禮：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現在有主內的弟兄姊妹
已接受了洗禮，

他們也明白加入基督教
會團契的意義與責任，
也已經受過教導，

192



主禮：知道教會的宗旨和道理，
現在他們請求加入本會。

我們為此歡欣快樂為他
們舉行轉會禮儀。

193



轉會者願詞

主禮：你們願意在上帝和會眾面
前，重新應許，
遵守你們在洗禮時的立願
和承諾麼？

答：我願意。
194



問：你們肯真心悔罪改過，
努力棄絕與罪惡權勢的聯繫，
拒絕邪惡和它在世上各樣的
誘惑嗎？

答：我願意如此應許。

195



問：你們是否願意接受上帝在
聖靈裏賜給你們的自由和
能力，抗拒世上所有的
邪惡，不公義和壓迫嗎？

答：我願意接受上帝的幫助。

196



問：你們願意誠心接受耶穌
基督是你們的主和唯一的
救主嗎？

答：我願意如此接受耶穌基督
是我的主和唯一的救主。

197



問：你們願意應許終身順服上帝
的帶領，遵從及服事基督和
他的教會嗎？

答：我願意如此遵從。

198



主禮向會眾發問

問：各位在座見證的弟兄姊妹，
你們作為基督教會的肢體，
願意再次確認努力離棄罪
惡的決心和委身基督嗎？

答：我願意如此應許。
199



主禮繼續查問轉會者：

問：身為基督大公教會的肢體，
你們願意加入循道衞理聯
合教會，接受循道衞理宗
的教義及教制，願意藉着
禱告、服事和奉獻，

200



問：積極地建立教會，榮耀
上帝的聖名嗎？

答：我願意。

送贈轉會證明書 – 堂區會主席李婉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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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向全體會眾

問：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現在將這些人交託給
你們，要藉着你們的彼此
牧養和互相關懷，增加他
們的信心，確定他們盼望
和成全他們愛主愛人的心。

202



主禮向全體會眾

答：我們為上帝在你們身上
所成就的感恩，並在基督
的愛裏歡迎你們成為香港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的會友。
我們願與你們一同在本堂
互為肢體，一同更新我們

203



主禮向全體會眾

答：領洗時的承諾，藉着禱告、
服事和奉獻，忠心地建立
主的教會，榮耀上帝的
聖名。我們會為你們代禱，
成為基督耶穌真實的門徒，
走上生命的道路。

204



主禮：求全能全善的上帝賜下
能力與恩典，堅固你面
前的子民，幫助他們能
成耶穌基督忠信的門徒。
求你以恩膏膏他們；
以你的靈充滿他們；

205



主禮：就是賜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
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主禮邀請會眾站立鼓掌表達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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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告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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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基督復生歌
（普頌190首）



1.今朝基督正復生，哈利路亞！
凱旋聖日眾歡欣，哈利路亞！
基督一回十架釘，哈利路亞！
受死原為救萬民。哈利路亞！



2.普世萬民齊讚揚，哈利路亞！

讚美基督天上王，哈利路亞！

十架受死墳中葬，哈利路亞！

救贖罪人出死亡。哈利路亞！



3. 因主身受重創傷，哈利路亞！

萬眾救恩乃永長，哈利路亞！

今日天上主為王，哈利路亞！

天使天軍共讚揚。哈利路亞！



4. 我眾讚美天上神，哈利路亞！

歌聲與主愛共恆，哈利路亞！

天上萬軍當同聲，哈利路亞！

讚美父子與聖靈。哈利路亞！

阿們。



殿 樂

基督復活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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