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關上響鬧裝置 讓大家能專心一意參與敬拜
為加強教友彼此認識及關心 敬請弟兄姊妹於崇拜前掛上名牌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從這代到那代】 曲、詞：曾祥怡、游智婷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I Believe】 曲：曾祥怡、游智婷 詞：曾祥怡



【我愛慕祢】 青橄欖敬拜詩歌一



【我愛慕祢】 青橄欖敬拜詩歌一



【我愛慕祢】 青橄欖敬拜詩歌一



【我愛慕祢】 青橄欖敬拜詩歌一



18



(使徒行傳2章1-21節)

1五旬節那日到了，他們全都聚

集在一起。2忽然，有響聲從天

上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座屋子；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



分開落在他們每個人身上。
4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按著

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

來。
5那時，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



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6這

聲音一響，許多人都來聚集，

各人因為聽見門徒用他們各自

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7都詫

異驚奇說：「看哪，這些說話



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8我們

每個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

生來所用的鄉談呢？9我們帕提

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

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



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
10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

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

地方的人，僑居的羅馬人，11包

括猶太人和皈依猶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都聽見

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論上帝的

大作為。」12眾人就都驚奇困惑,

彼此說：「這是甚麼意思呢？」
13還有人譏誚，說：「他們是

灌滿了新酒吧！」



14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他

就高聲向眾人說：「猶太人和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

件事你們要知道，要側耳聽我

的話。15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想



的喝醉了，因為現在才早晨

九點鐘。16這正是藉著先知

約珥所說的：
17『上帝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血肉

之軀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要見異象；

你們的老人要做異夢。



18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靈
澆灌，甚至給我的僕人和婢女，
他們要說預言。
19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



20太陽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
光榮的日子未到以前。
21那時，凡求告主名的都必
得救。』



(羅馬書8章14-17節)

14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

上帝的兒子。15你們所領受的

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

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

我們呼叫：「阿爸，父！」



16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17若是兒女，

就是後嗣，是上帝的後嗣，和

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

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

得榮耀。



(約翰福音14章8-17,25-27節)

8腓力對他說：「主啊，將父

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9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

你們在一起這麼久了，你還不

認識我嗎？看見我的就是看見



了父，你怎麼還說『將父顯給

我們看』呢？10我在父裏面，

父在我裏面，你不信嗎？我對

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

的，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父在做

他的工作。11你們要信我，我在



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使

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12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

做，並且要做得比這些更大，

因為我到父那裏去。



13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

我必成全，為了使父因兒子得

榮耀。14你們若奉我的名向我

求甚麼，我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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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禮文
(聖靈降臨期及教
會生活更新)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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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認罪與赦罪(安靜默禱)

主禮 我們要向上帝承認
我們的罪過。

會眾 恩慈聖善的上帝，
我們承認得罪了你，
得罪了我們的鄰舍。



P.40

會眾 你的聖靈發出光明，

但我們卻選擇黑暗;

你的聖靈賜予智慧，

但我們卻冥頑愚昧;



P.40

會眾 你的聖靈賦予能力，

但我們卻信靠自己的力量.

求你為耶穌基督你兒子的

緣故，

寬恕我們的罪過，



P.40

會眾 使我們能夠藉著你的聖靈,

樂於順服和事奉你，

榮耀你的聖名。

阿們!



P.40

主禮 與基督耶穌聯合的人，

不再被定罪，

因為聖靈是賜生命的，

聖靈的律法使我們得自由,

脫離罪惡與死亡的轄制。

會眾 阿們!感謝上帝。



P.40

主禮 信實的上帝，

你成就復活的應許，

差下你的聖靈，

為人類開啟永生之道。

求你保守我們與你的聖靈

合一，



P.40

主禮 使凡有口的，都述說你的
榮耀，藉着主耶穌基督
祈求，復活的耶穌與你
和聖靈一同掌權，同為一
上帝，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P.40

互祝平安 (全體起立)

主禮 我們是基督的身體。
會眾 我們在同一聖靈受洗，

成為一體。因此讓我們在
平安的團契裏，
保守聖靈的合一。



P.40

主禮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

會眾 也與你同在。

會眾可奉基督的名互相問安



P.13

使徒信經 (全體站立)

主禮 讓我們一同宣告教會的

信仰。

會眾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P.13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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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至陰間，



P.13

會眾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

坐在全能聖父上帝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



P.13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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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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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41

主禮 我們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和頌讚我們主上帝

是理所當然的。



主禮 恩慈的聖父，
無論何時何地，
感謝讚美你是可喜悅的事,
也是理所當然的。

P.41



主禮 在太初的時候，
你的聖靈在水面上運行，
在混沌中創立秩序，
顯露美善。

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

我們，
P.41



主禮 又將生命氣息注入我們

裏面。

雖然我們離棄你的愛，

但你的愛堅定不變，

你賜下你的獨生子，

作世人的救主。
P.41



主禮 他在約旦河接受洗禮時，
受聖靈的恩膏，
被宣告為你的愛子。
在聖靈的能力裏，
他受差遣向貧窮人傳福音,

P.41



主禮 叫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你救贖你子民的時候
已到。

P.41



主禮 他取了人的樣式，
和我們一樣，
並在十字架上受死。
他在榮耀中復活，
在永生中為我們代求。
你因基督之名賜下聖靈，

P.41



主禮 藉着聖靈的恩賜，
你成就了你兒子的工作，
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真理，
使我們成為讚美的子民，
並給我們的力量，
在全地宣揚福音。

P.41



主禮 因此，

我們與歷世歷代，

各國各族的忠心信徒，

一同與天使天軍，

以永恒的詩歌，

讚美你的聖名:
P.41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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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禮 在主受死前的一夜，
他拿起餅來，
祝謝了，就擘開，
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着吃，
這是我的身體，



P.42

主禮 為你們捨的，
你們要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餐後，他拿起杯來，
祝謝了，遞給門徒說：



P.42

主禮 「你們都喝這杯，
因為這是我立新約的血，
為許多人流出來，
使罪得赦，你們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P.42

主禮 因此，
我們為記念他一切大能的
作為，我們向你獻呈這些
餅和酒，
並獻上自己成為神聖的
活祭。



P.42

會眾 你差遣你的聖靈。
你使我們在愛裏緊密相連，
你更新大地的面貌。

主禮 求你賜下聖靈，
使這些恩賜的餅和酒，
能為我們的緣故，



P.42

主禮 成為基督的身體和寶血。
求你使我們與基督以及
我們彼此間合而為一，
並在世上履行我們的使命;
又求你帶領我們，
與你一起進入天上的國度.



P.42

會眾 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

在基督內，

以及在聖靈的合一裏，



會眾 願一切尊貴、

榮耀都歸於你，

從今日直到永遠。

阿們!

P.42



主禮 哈利路亞 !
基督、我們逾越節的羔羊,
已為我們犠牲。

會眾 因此我們要繼續領受這
筵席,

哈利路亞!
P.42



主禮 我們擘這餅，

分享基督的身體。

會眾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分享同一個餅。

P.42



P.42

主禮 你們要心存敬畏，

憑着信心前來，

領受基督身體寶血的聖禮,

同領上帝羔羊的筵席。



P.42

主禮 基督的身體，
保守你們在永恆生命裏。

會眾 阿們!

主禮 基督的寶血，
保守你在永恆生命裏。

會眾 阿們 !





會 務 報 告



祝 福 差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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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禱片刻
彼此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