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三一主日
中國主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七日早上十時



序 樂

(詩班及主禮人進堂時請眾立)



唱詩

（普頌 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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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訓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
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
榮耀彰顯於天。你因敵人的
緣故，從孩童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
的閉口無言。(詩8:1-2)



啟 應 文



主席
上主啊！你以大能的話語，
創造這個美麗的世界，其中
的各種活物、萬國萬民和
秩序，都是屬於你的。你原
意是人類可平等，自由，仁
愛地共同生活在這大地中。



會眾

上主啊！我們同心讚美
稱謝你。



主席
「六四」三十一年後的今
天，我們仍未忘記過去，更
求主賜我們有勇氣和智慧去
檢視和反思歷史；為當日的
每一位參與者、旁觀者和決
策者，以及為我們今天的



主席
紀念者和傳承者禱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不能自以為義，亦犯罪傷
害人，又被罪惡所傷害，
不願面對錯誤和失敗，並
且推卸責任，求主鑒察。



會眾

上主啊！求你光照我們，
在不同的無辜者付出沉重
的代價中，學習寶貴的
經驗和智慧去面對未來。



主席
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歷史的
長河中，仍在掙扎脫離政治
專政、經濟至上、民族驕傲、
重權輕智、忽視生命價值的
奴役中，仍未放棄追求民主，
自由和人類的基本權利。



會眾

上主啊！求賜下美好的生命
特質，讓中國人民不再彼此
打壓、排斥異己，而是彼此
相愛，同心協力，承擔中華
民族長期的歷史責任。



主席
我們為肺炎疫情稍為緩和而
感恩時，也不忘記勇敢地向
人民講真話的人、為救護病人
甚至犧牲生命的醫護，並感到
痛心和致敬，也為香港人在
疫情中的自律、互助而感恩。



會眾

上主啊！求主安慰並以愛心
關懷澆灌人間，為各國因
感染病毒而離世的人和他們
的家人禱告。



主席
我們紀念內地教會面對的
限制及困難，甚至受到威嚇
及傷害而禱告，願他們堅守
宣教牧養的呼召；



會眾

上主啊！求你與他們同行，
在惶恐中保持那沒有任何人
可以奪去的信心、愛心、
盼望和平安。



主席
我們紀念我們的城市和教會，
因不同政見而破壞信任與撕
裂，因憤怒而彼此為敵，又
紀念仍在成長的年輕一代，
因對中國及香港當權者的



主席
失望與無奈交織了灰暗的
未來，因對立與暴力而身、
心、靈受傷害。



會眾

上主啊！求你醫治我們！憐
憫我們所愛的中國和香港！
賜執政掌權者、人民代表、
警察、父母、長者、年青人
和抗議者等，都擁有願意



會眾

聆聽、溝通、認罪、原諒、
彼此尊重和接納的心靈！求
主不要讓我們的社會和教會
失去這代的年青人！



會眾同 誦

慈悲、仁愛、公義的上主，
讓我們成為和平之子，領受
奇恩大愛，帶來中國人民和
香港社會深層傷口的癒合，
又賜我們智慧和勇氣，



會眾 同誦

齊心迎接未來，等候主的再
來！奉基督耶穌聖名祈求，
阿們！



祈 禱

(主席領禱)



主 禱 文
(普頌64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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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首）













經 文:上帝同在·活在永恆

創世記 1章1-2,4節上 陳成芳姊妹

哥林多後書13章:11-13節 魏永銓弟兄

馬太福音 28章16-20節 王 瑾姊妹



(創世記 1章1-2,4節上)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

一片黑暗；上帝的靈運行

在水面上。

上帝看光是好的，



(哥林多後書13章:11-13節)

末了，弟兄們，願你們喜樂。

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勵；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如此，慈愛和平的上帝必與

你們同在。你們要用聖潔的

吻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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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8章16-20節 )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

了耶穌指定他們去的山上。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

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代的終結。」



獻詩

真神之愛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
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達地獄，
長闊高深，世無相同。啊！
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
無限無量 ! 永遠堅定，
永遠不變，天使聖徒頌揚。



世上海洋當為墨水，縱使
諸天當為紙張，地上萬莖
當為筆桿，全球文人集合
苦幹，耗盡智力描寫神愛，
海洋墨水會乾；案卷雖長
如天連天，豈能描述完全。



耗盡智力描寫神愛，海洋
墨水會乾；案卷雖長如天
連天，豈能描述完全。啊！
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
限無量 ! 永遠堅定，永遠
不變，榮耀聖徒天使頌揚。



講 道

聖三一的信仰

林崇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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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禮文
(聖靈降臨期及教
會生活更新)



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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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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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聖靈發出光明，



P.40

會眾 但我們卻選擇黑暗;

你的聖靈賜予智慧，

但我們卻冥頑愚昧;

你的聖靈賦予能力，

但我們卻信靠自己的力量
。



P.40

會眾 求你為耶穌基督你兒子

的緣故，寬恕我們的罪過，

使我們能夠藉着你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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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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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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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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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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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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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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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1

主禮 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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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P.41

主禮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你救贖你子民的時候
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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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1

主禮 你因基督之名賜下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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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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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們捨的，
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
記念我。」



P.42

主禮 餐後，他拿起杯來，
祝謝了，遞給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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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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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

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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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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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2

主禮 又求你帶領我們，
與你一起進入天上的國度。

會眾 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

在基督內，

以及在聖靈的合一裏，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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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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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阿們 !





會 務 報 告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唱詩

生命之君歌

（普頌417首）



1. 生命之君，真理之王，
耶穌旗幟鮮明，我眾獻出，
力量、韶光，願為公義
請纓；服務世界事奉我主，
甘獻寶貴生命，不憚死亡，
辛勞、痛苦，釋放被囚
弟兄。



2. 行列整齊，步伐堅定，
萬眾遵主引領，旌旗飄揚，
輝煌鮮明，召我為主效命: 
我眾毅然投身從戎，奮戰
罪惡狂潮，熱血填膺，
矢志忠勇，拯救受苦同胞。



3. 耶穌當年在拿撒勒，試探
也曾親歷，求主助我，
徹底消滅，隱藏心中之敵。
我眾堅信藉主恩慈，得勝
目標終獲，克己自制，
有如基督，聖潔克勝罪惡。
阿們。



殿 樂

(詩班及主禮人退席時眾立
退席會眾就坐默禱片刻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