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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你
主你是偉大完美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你常顧念扶持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
為你我獻上頌讚



來到祢的寶座前
我舉起雙手讚頌

【獻給我天上的主】

為你我獻作活祭
讓我永化作活祭



【耶穌永遠掌權】

當我在患難之中 我仍要信靠耶穌
你是我的一切 我心所依靠的



【耶穌永遠掌權】

當我的心動搖時 我仍要讚美耶穌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心所依靠的



【耶穌永遠掌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耶穌永遠掌權



【耶穌永遠掌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耶穌永遠掌權



【耶穌永遠掌權】

白晝 你向我施慈愛
黑夜 我要歌頌禱告



【耶穌永遠掌權】

你是我的詩歌 我的避難所
叫我抬起頭的神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獻給你

【愛中相遇】



惟有你 是我的喜樂和力量
我甘願捨棄一切跟隨你

【愛中相遇】



每一天 渴望與你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降服在你大能榮耀裡

【愛中相遇】



惟有你 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願意一生敬拜榮耀你

【愛中相遇】



將我全人獻上當作活祭
以清潔的心 單單事奉你

願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裡
求聖靈更新 掌管我一生

【愛中相遇】



潔淨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你
在愛中遇見你

【愛中相遇】



潔淨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隨你
榮耀中敬拜你

【愛中相遇】



主日經文

主題︰尊崇基督．活出信仰



(使徒行傳8章26-40節)

26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

「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

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

曠野。27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

有一個埃塞俄比亞人，是個有



大權的太監，在埃塞俄比亞女王

甘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

路撒冷去禮拜。28回程中，他坐

在車上，正念著以賽亞先知的書，
29聖靈對腓利說：「你去！靠近



那車走。」30腓利就跑到太監那

裏，聽見他正在念以賽亞先知的

書，就說：「你明白你所念的

嗎？」31他說：「沒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於是他請腓利



上車，與他同坐。32他所念的那

段經文是這樣：

「他像羊被牽去宰殺，

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33他卑微的時候，得不到公義的

審判，誰能述說他的身世？

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
34太監回答腓利說：「請問，先

知說這話是指誰，是指自己，



還是指別人呢？」35腓利就開口，

從這段經文開始，對他傳講耶穌

的福音。36二人正沿路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

哪！這裏有水，有甚麼能阻止



我受洗呢？」38於是他吩咐把車

停下來，腓利和太監二人一同下

到水裏，腓利就給他施洗。39他

們從水裏上來，主的靈把腓利

提了去，太監再也看不見他了，



就歡歡喜喜地上路。40後來有人

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

地方，在各城宣揚福音，一直到

凱撒利亞。



(約翰一書4章7-21節)

7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

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的都是

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8沒

有愛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

就是愛。9上帝差他獨一的兒子到



世上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命；

由此，上帝對我們的愛就顯明了。
10不是我們愛上帝，而是上帝愛

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

了贖罪祭；這就是愛。11親愛的，



既然上帝這樣愛我們，我們也要

彼此相愛。12從來沒有人見過

上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

住在我們裏面，他的愛在我們

裏面得以完滿了。



13因為上帝將他的靈賜給我們，

由此我們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

而他也住在我們裏面。14父差子

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

並且作見證的。15凡宣認耶穌



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裏

面，而他也住在上帝裏面。16我

們知道並且深信上帝是愛我們的。

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

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



裏面。 17由此，愛在我們裏面得

以完滿：我們可以在審判的日子

坦然無懼，因為基督如何，我們

在這世上也如何。18在愛裏沒有

懼怕；完滿的愛把懼怕驅逐出去，



因為懼怕裏含著懲罰，懼怕的人

在愛裏尚未得到完滿。19我們愛，

因為上帝先愛我們。20人若說

「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了；不愛他看得見的

弟兄，就不能愛看不見的上帝。
21愛上帝的，也要愛弟兄；這是

我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



(約翰福音15章1-8節)

1「我就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

的人。2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掉；凡結果子的，他就

修剪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



潔淨了。4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

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

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5我就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6人若不常在

我裏面，就像枝子被丟在外面，

枯乾了，人撿起來，扔進火裏



燒了。7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

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想要

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全。8你們

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講道



【活出愛】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
比山高 比海深
測不透 摸不著
卻看得見



【活出愛】

因為有你 因為有我
甘心給 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活出愛】

耶穌的愛激勵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活出愛】

耶穌的愛點燃我
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活出愛】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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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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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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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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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告



祝福差遣

77



默禱片刻後
彼此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