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立約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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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主日源起

今主日為本會一年一度的立約

主日，與上帝立約的意思是誠懇

地接受上帝的救贖和重新將自己

奉獻給主。衛斯理約翰牧師曾於

一七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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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宗會友強調與上帝立約的

重要。他第一次主持立約禮拜是

在一七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自此以後，循道衛理宗各地教會

非常注重，在每年的第一次

聖餐主日舉行立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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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崇拜程序中部份禮文是

衛斯理約翰牧師所選定，

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

年年舉行，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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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快樂歌

（普頌18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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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樂，快樂，我們崇拜，
榮耀上主愛之神；
心如花開，到主面前，
欣向天上日光明。
苦意愁雲，懇求消化：
疑惑黑蔭求散盡；
永恆快樂，求主賞賜，
燦爛光華滿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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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是不斷讚美中心：
主所造物都歡欣；
羣星天使，團聚謳歌，
天地反映主光明；
高山幽谷，沃野森林，
草場積翠波如鏡，
清歌小鳥，輕注流泉，
喚起我們頌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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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遠祝福，永受尊榮，
永遠赦免永施恩；
生之快樂，活水源頭，
歡樂安息海般深！
主是父親，基督是兄，
愛中生活皆主民；
求教我們怎樣相愛，
同享神聖大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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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晨星引起偉大歌聲，
奉勸凡夫來響應；
父的慈愛統治我們，
兄弟友愛繫人群。
我們前進，歌唱不停，
奮鬭中間勝利軍；
得勝生涯，凱歌聲裏，
懇求高舉萬眾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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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前頌揚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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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讓我們敬拜我們的創造主，這
位愛的上帝；他不斷的保守並
維持我們的生命；他以永遠的
愛來愛我們；藉着耶穌基督，
我們得以充份認識上帝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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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你是上帝，我們讚美你，
我們承認你是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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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願我們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裡
榮耀上帝。他雖富足，卻為我
們成為貧窮，他在凡事上也曾
受過試探，和我們一樣，祗是
他沒有犯罪，他到處行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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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傳天國的福音，他接受死亡，
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後卻

復活，並且活到永遠，他為那
信靠他的人敞開了天國之門，
他榮耀地坐在上帝的右邊，

他必再來審判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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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你是基督，榮耀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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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讓我們在聖靈的團契中歡喜

快樂。聖靈是主，是賜生命的主。
我們藉着聖靈得以重生進入上帝

的家中，成為基督的肢體，
聖靈為我們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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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智慧教導我們，以
能力充滿我們，聖靈所作的

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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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你是聖靈，願一切讚美
都歸與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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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認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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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
讓我們謙卑地來到上帝面前認罪，
主啊，你已藉着你的兒子耶穌
基督指示我們生命之道。我們
慚愧地承認自己學習的懶惰，
沒有完全地跟隨主，也不願意

背負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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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求主憐憫我們，赦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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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我們承認在崇拜中常有散漫，
忽視團契與受恩之道，不敢為
主作見證，在事奉中逃避
責任，在恩賜上沒有儘好

管家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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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求主憐憫我們，赦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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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

讓我們每一個人在靜默中
向上帝認罪。

請與會者在安靜中認罪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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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

求主施恩憐憫我們，

赦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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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求主按着你堅定不移的慈愛憐憫
我，在你豐盛的恩典中塗抹我的
過犯，徹底洗淨我的罪愆，使我
從罪中得以釋放。上帝啊，求你
在我裡面造一個清潔的心，使我
裡面從新有一個正直的新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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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現在我們宣佈從上帝的兒子那

裡聽到信息；並且上帝是光，在
他裡面沒有黑暗。因他就是光，

當我們活在光明中，我們就
彼此相交，他的兒子耶穌

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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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
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
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上帝守住他的應許，
必饒恕我們一切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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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阿們。感謝上帝。



唱 詩

傳揚佳音歌
（普頌104首）



到山嶺上去傳揚，

越過山崗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1.當牧羊人在夜間，看守安靜群羊，

忽見照耀滿天空，神聖明亮大光。



到山嶺上去傳揚，

越過山崗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2.眾牧人驚慌害怕，因見大地之上，

眾天使天軍高唱，慶賀救主降生。



到山嶺上去傳揚，

越過山崗到各地方，

到山嶺上去傳揚，傳耶穌基督降生。

3.在那卑微馬槽裡，謙卑之主降生，

在快樂聖誕早上，真神賜下救恩。



耶利米書 31章 7-14節 舊約 1174 頁

以弗所書 1章 3-14節 新約 293 頁

約翰福音 1章 1-18節 新約 139 頁



(耶利米書31章7-14節)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
歡樂歌唱，為萬國中為首的歡呼。
當傳揚，頌讚說：『耶和華啊，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
餘民。』



8看哪，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
領來，從地極召集而來；同他們來
的有盲人、瘸子、孕婦、產婦；
他們必成群結隊回到這裏。9他們
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
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行走正直



的路，他們在其上必不致絆跌；
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
的長子。10列國啊，要聽耶和華
的話，要在遠方的海島傳揚，說：
「趕散以色列的必召集他，看守他，



如牧人看守羊群。」11因為耶和華
救贖了雅各，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
之人的手。12他們來到錫安的高處
歌唱，因耶和華的宏恩而喜樂洋溢，
就是五穀、新酒和新的油，



並羔羊和牛犢。他們必像有水澆灌
的園子，一點也不再有愁煩。13那
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
老的，都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
們的悲哀變為歡喜，並要安慰他們，
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



14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
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弗所書1章3-14節)

3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
帝。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賜給我們。4因為他從創世
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
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



滿有愛心。5他按著自己旨意所喜

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

子的名分，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

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

給我們的。7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



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

他豐富的恩典，8充充足足地賞給

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

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0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

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11我們也

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

己意行萬事的上帝照著自己的旨意



所預定的，12為要使我們，這些首

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頌讚

他的榮耀。13在基督裏你們聽見真

理的道，就是那使你們得救的福音，

你們也信了他，就受了所應許的



聖靈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

業的憑據，直等到上帝的子民得

救贖，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



(約翰福音1章1-18節)

1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
是上帝。2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3

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
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4在他
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沒有勝過

光。6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裏差

來的，名叫約翰。7這人來是為了

作見證，是為那光作見證，要使眾

人藉著他而信。



8他不是那光，而是要為那光作見

證。9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

亮所有的人。10他在世界，世界是

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11

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



並不接納他。12凡接納他的，就是

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

帝的兒女。13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

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

願生的，而是從上帝生的。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
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
光。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



來的先於我，因為在我以前，他已
經存在。』」16從他的豐富裏，我
們都領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
17律法是藉著摩西頒佈的；恩典和
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8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在父
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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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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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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呈立約表/十一奉獻回條：

代表：陳嘉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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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禮文



64

牧師：
在舊約中，上帝揀選以色列人

成為一群特殊的子民，並且順服
律法。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藉着
他的死與復活，為所有信靠

他的人立了一個新約。我們堅立
在這約中，且佩戴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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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方面，他應許在基督裏
賜給我們新的生命。在我們方面，
我們立志不再為自己而活，而是
為上帝而活。所以，今天我們
在此聚集，為要更新這使我們

與上帝相聯繫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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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讓我們宣告上帝與人
所立的約，並背負基督的軛。願
我們一切的行事為人都接受基督
的引導，而基督就是我們惟一的
獎賞。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事奉
基督，有些容易，有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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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得到讚許，有時遭受責備；
有些事我們樂意去做，是出於自
己的喜好，有些事卻不能按自己
意願去作；有時我們可以討基督
的喜悅，也滿足自己的需要，有
時我們無法討基督的喜悅，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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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捨棄自己意願。然而基督
剛強我們，給我們力量做一切

榮耀上帝的事。因此，讓我們各
自與上帝立約。將我們自己完全
交托給上帝，信靠他的應許，

仰賴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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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

上帝啊，我將自己完全交托給你。
分配我去作你要我做的工，給我
各種任務。讓我為你工作，也讓
我為你受苦，無論是升高或是
降卑；無論是富足或是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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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樂意將自己和屬於我的一切
甘心奉獻給你。現在，神聖的
上帝、父、子與聖靈，你屬
我，我也屬你，誠心所願，
但願我在地上與你所立的約，
也能成就在天上。阿們。



會 務 報 告



唱 詩

立願歌
（普頌577首）



1. 就是這樣，為主的人，
主是良友愛我極深，

我今立願向主獻身，
我主耶穌，我來。



2. 青春歲月，生命之晨，

我趁現在，珍惜寸陰，

不留毫末，奉獻全生，

我主耶穌，我來。



3. 永遠居住光明之中，
要為正義盡力作工，
服事我主，盡瘁鞠躬，
我主耶穌，我來。



4 . 我正青年，強壯自由，
正當勉勵努力進修，

要為我主真理奮鬥，

我主耶穌，我來。阿們。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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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立約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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