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復活期第六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十時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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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普頌47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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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早起來看，紅日出東方，

雄壯像勇士，美好像新郎；

天高飛鳥過，地闊野花香，

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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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懇求聖天父，將我妥保存，

行為能良善，顏色會和温；

虛心教小輩，克己敬年尊，

常常勤服務，表明天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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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願今天好，時刻靠耶穌，

頭上青天在，心中惡念無；

樂得布衣暖，不嫌麥飯粗，

千千萬萬事，樣樣主幫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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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
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使他

的慈愛離開我。
(詩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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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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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耶和華必在你們前面
行，他必親自與你們
同在，必不撇下你們，
也不丟棄你們。你們不
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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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主啊，感謝你一直與
我們同行，前面的景況
不論如何，求你賜我們
有緊緊跟隨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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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
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
缺乏，任何事情，任何
景況，我們都得了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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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主啊，感謝你一直與
我們同行，前面的景況
不論如何，求你賜我們
有緊緊跟隨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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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主對你們說了這些事，
是要使你們在主裏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要有勇
氣，主已經勝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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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主啊，感謝你一直與
我們同行，前面的景況
不論如何，求你賜我們
有緊緊跟隨你的心。

15



主席: 你們從我們所學習的，
所領受的，所聽見的，
所看見的事，你們都要
繼續去做，賜平安的
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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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主啊，我們立志緊緊的
跟隨你，願你繼續與
我們同在，從今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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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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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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頌457首）



1.耶穌領我，我真喜歡！

蒙主引導，心中平安！

無論日夜動靜起坐，

耶穌聖手時常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

因蒙主恩親手領我。



2.有時遭遇困苦憂傷，

有時大得喜樂安康，

無論危險，無論穩妥，

全靠耶穌親手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

因蒙主恩親手領我。



3.我願緊握恩主聖手，

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遇禍遇福，兩般皆可，

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

因蒙主恩親手領我。



4.到時完成一世路程，

靠託主恩，完全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

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

因蒙主恩親手領我。

阿們。



經 文: 跟主同行

使徒行傳 17章22-31節 張慧蘭姊妹

彼得前書 3章:13-22節 鄧尚發弟兄

約翰福音14章15-21節 黃醒彪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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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7章22-31節)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

「諸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凡

事很敬畏鬼神。我到處走走

的時候，仔細觀察你們所敬

拜的，發現一座壇，上面寫

著『獻給未識之神明』。



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

現在向你們宣告：他是創造

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他

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

手所造的殿宇裏，也不用人

手去服侍，好像缺少甚麼似

的；自己倒將生命、氣息、



萬物賜給萬人。他從一人造

出萬族，居住在全地面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

所住的疆界，為要使他們尋

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

到他，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

遠。我們生活、行動、



存在都在於他。就如你們的

詩人也有人說： 『我們也是

他所生的。』既然我們是

上帝所生的，就不應該以為

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和心

思所雕刻的金、銀、石像一

般。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



上帝並不追究，如今卻吩咐

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

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

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

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

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彼得前書 3章:13-22節)

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會害

你們呢？即使你們為義受苦，

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

嚇，也不要驚慌；只要心裏

奉主基督為聖，尊他為主。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理由，



要隨時準備答覆；不過，要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

要存無虧的良心，使你們在
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
使那些凌辱你們在基督裏有
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上帝
的旨意若是要你們因行善受
苦，這總比因行惡受苦好。



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
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領你們到上帝面前。
在肉體裏，他被治死；
但在靈裏，他復活了。
他藉這靈也曾去向那些在
監獄裏的靈傳道，



就是那些從前在挪亞預備方
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時候不
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
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
八個人。這水所預表的洗
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的
復活拯救你們，



不是除掉肉體的污穢，而是
向上帝懇求有無虧的良心。
耶穌已經到天上去，在上帝
的右邊，眾天使、有權柄
的、有權能的都服從了他。



(約翰福音14章15-21節)

「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

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賜

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使

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就是

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

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

你們裏面。我不會撇下你們

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再過不久，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會看見我，因為我活

著，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會知道我在

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

也在你們裏面。有了我的

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

愛我的；愛我的人，我父要

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

親自向他顯現。」



詩 歌 獻 呈

我要向山舉目

獻唱：鍾浩然弟兄 杜 頤弟兄
李雋瑋弟兄 司琴：劉汶熹姊妹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
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
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
耶和華而來



聖靈的工作

約翰福音14：16-17

楊慧兒義務教士



約翰福音14：16-17

「16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外

一位保惠師，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7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

受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

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

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聖父、聖子與聖靈各自有他不同的工作：

• 舊約：特別強調上帝（聖父）的工

• 四福音：特別強調主耶穌（聖子）
的工作

（主耶穌說：我的肉體雖然離開你，但
我的靈常與你同在…… ）

• 從五旬節至如今：特別強調聖靈的
工作



保惠師是指：

（1）真理的聖靈：為事實作見證，
引導人進入真理

「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他要引導你
們進入一切真理…… 」（約16：13上）



（2）叫人知罪

「 然而，我把真情告訴你們，我
去對你們是有益的。我若不去，
保惠師就不會到你們這裏來；我
若去，就差他到你們這裏來。他
來的時候，要為罪、為義，為審
判，指證世人；」 （約16：7-8）



（3）使我們重生得救，不斷往成聖
的道路邁進， 包括：

–3.1 生命更加活出榮耀上帝的

樣式
– 3.2 使我們從世界中分別為聖
– 3.3 更加認識主耶穌的救恩
– 3.4 宣揚基督



（4）內住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彰顯基督



（5）為我們代求：經上記著說：
「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但是
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
們祈求。那鑒察人心的知道聖靈
所體貼的，因為聖靈照著上帝的
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馬書8：
26-27）



（6）幫助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

「22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 、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23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5：22-23）

節制
信實

恩慈

良善

喜樂
仁愛

和平

溫柔

忍耐



總 結

聖靈在世上的工作，對個人、社會及世界都

不斷地運行能力，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工作；

所以，聖靈並不局限於感動、安慰、責備人，

而更是阻止不法的事橫行，意即從事於保守

的工作；試想像現今的世界，若不是「耶和

華仍然是那位坐著為王的主」的話，會是一

個怎樣的世界？魔鬼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所

以盡祂所能地引誘人離開上帝，求主幫助我

們靠著聖靈的幫助，緊守誡命，熟讀聖經，

絕不墮入魔鬼的陷阱，作個得勝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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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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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耀 頌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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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獻



會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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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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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普頌61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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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莫聽從試探，中了

魔鬼計，一次戰勝敵人，

下次更容易；

努力向前戰爭，克服

勢與利；時常仰望耶穌，

帶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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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敬求救主幫助你，安慰，

勉勵，看顧你；

主真願意幫助你，

主必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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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遠避不良同伴，決不

出惡聲；尊敬主的聖名，

決不可妄稱；

終身誠懇深思，熱心

奉真理；時常仰望耶穌，

帶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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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敬求救主幫助你，安慰，

勉勵，看顧你；

主真願意幫助你，

主必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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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必手捧金冠，賞賜

得勝兵；我們雖然軟弱，

賴信可得勝；

主是我的救主，加添

我力氣；時常仰望耶穌，

帶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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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敬求救主幫助你，安慰，

勉勵，看顧你；

主真願意幫助你，

主必領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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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復活期第六主日崇拜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