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誕後第一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上十時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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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生命之神歌

（普頌3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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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之神，經過漫漫長年，
我信靠祢；
過去時光，經歷希望憂艱，
主手扶持。
每過一天，清晨之幕揭開，
主恩主德，永不落空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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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往昔之神，今生在祢手裏，
作我倚靠；
憑信領我到主應許美地，
作我引導。
有祢賜福黑暗放射亮光，
信心所望，憧憬變作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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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日之神，前路雖然渺茫，
我跟隨祢；
當我強壯，莫離我獨徬徨，
靠主慰藉。
在生年日，求作我每日糧，
度過此生，作我心真家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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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領袖和世上
所有的審判官，少年和少女，

老人和孩童，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
的名！因為獨有他的名被

尊崇，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詩14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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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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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上帝說，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戛。



會 眾:

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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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求你指教
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



會 眾:
從歲首到年終，你眷顧保護
你的兒女，賜下各樣美善，
我們同心感謝你。



14

主 席:

你差遣你的兒子到世上來，
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
使我們獲得兒女的名分，從此
我們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女的
身分了。



會 眾:
願聖靈進入我們的內心，讓
我們一同呼叫「阿爸，父」！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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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眾:
主耶穌，你是那真光，來到
世上照亮所有的人，願我們
一同見證你的恩典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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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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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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首）









以賽亞書 61章 10-62:3節 舊約 1103 頁

加拉太書 4章 4-7節 新約 288 頁

路加福音 2章 22-40節 新約 89 頁



(以賽亞書61章10節-62章3節)

10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因
上帝喜樂；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
穿上，以公義為外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如新娘佩戴
首飾。11地怎樣使芽長出，園子怎
樣使所栽種的生長，主耶和華也必



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國中發出。
1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
必不安寧，直到它的公義如光輝
發出，它的救恩如火把燃燒。
2列國要看見你的公義，列王要看
見你的榮耀。



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華親口
起的。3你在耶和華的手中成為
華冠，在你上帝的掌上成為冠冕。



(加拉太書4章4-7節)

4等到時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
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之下，5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
出來，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6

因為你們是兒子，上帝就差他兒
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呼叫：



「阿爸，父！」7可見，你不再是

奴隸，而是兒子了，既然是兒子，

就靠著上帝也成為後嗣了。



(路加福音2章22-40節)

22按摩西律法滿了潔淨的日子，
他們就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獻給主。23正如主的律法
上所記：「凡頭生的男子必歸主
為聖」；24又要照主的律法上
所說，用一對斑鳩，



或用兩隻雛鴿獻祭。
25那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
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
又有聖靈在他身上。26他得了聖靈
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
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27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
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
要照律法的規矩而行。28西面就
把他抱過來，稱頌上帝說：29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
容你的僕人安然去世；



30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31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32是啟示外邦人的光，
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33孩子的父母因論耶穌的這些話就
驚訝。



34西面給他們祝福，又對孩子的母
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
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
人興起；又要成為毀謗的對象，35

叫許多人心裏的意念顯露出來；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劍刺透。」



36又有位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
設支派法內力的女兒，年紀已經
老邁，從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
七年，37就寡居了，現在已經八十
四歲。她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
晝夜事奉上帝。



38正當那時，她進前來感謝上帝，
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
講論這孩子的事。
39約瑟和馬利亞照主的律法辦完了
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
的城拿撒勒去了。



40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
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



講 道

靠主為後嗣

范建邦牧師



德國教會兒童洗禮



兄長手持燃點的爉燭，要帶回家





靠主為後嗣

加拉太書4：4-7



作主後嗣的兩個基本條件
1、「生在律法之下」

「等到時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
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
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
獲得兒子的名分。」

(加4：4-5) 









耶穌潔淨聖殿





地上執到寶，你會怎樣做？







作主後嗣的兩個基本條件
2、得着兒子名份

「因為你們是兒子，上帝就差祂兒
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可見你不再是奴隸，而是兒
子了，就靠著上帝也成為後嗣了」。

(加4：6-7) 



早期的希伯來人對上帝的出現，
總是俯伏在地，不敢仰望上帝。



哈拿在聖殿向上帝禱告—傾心咭意







結 語

我們既被稱為上帝的兒女，成為與基
督同等榮耀的後嗣，就要時刻儆醒，
因我們生在律法之下就當知罪、認罪
和悔改，同時，我們藉着信守教會紀
律，磨煉我們的意志，在患難中持守
對上帝的信心。



這樣，我們就可以與主耶穌一起作上
帝的兒女，靠着上帝成為後嗣，將來
可以承受上帝的產業，就是那永恒的
生命，豐盛的生命，得着平安和喜樂。

各位弟兄姊妹，你願意信靠主耶穌成
為上帝的兒女，成為上帝的後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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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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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奉 獻



會 務 報 告



唱 詩

守信歌
（普頌431首）



1. 先賢之信！萬世永存，

火中不滅，刀下猶生；

我眾思念先賢聖蹟，

心中亦覺踴躍奮興。
副歌：先賢之信，聖潔堅貞，

我願到死虔守此信。



2.  先賢守信，雖進牢獄，

不減快樂自由精神；

後人若能因信捨身，

從容就義立地永生。

副歌：先賢之信，聖潔堅貞，

我願到死虔守此信。



3. 先賢守信，前驅引領，

我眾繼續勸導萬民，

同上真理光明路程，

達到快樂自由之境。

副歌：先賢之信，聖潔堅貞，

我願到死虔守此信。



4. 先賢守信，為愛犧牲，

我願兼愛仇敵友人，
專用溫柔善良生活，
梯山航海，廣宣此信。

副歌：先賢之信，聖潔堅貞，

我願到死虔守此信。阿們。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69



殿 樂

聖誕後第一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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