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關上響鬧裝置 讓大家能專心一意參與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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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聖名榮光歌
（普頌5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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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願萬民都來歌唱，

讚美救主聖名，

讚美上帝大君榮耀，

頌主深厚慈恩。



4

2.  耶穌聖名能消驚恐，

又能解脫愁煩，

好似妙樂進我耳中，

使我強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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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消滅罪惡威權，

解放罪人捆鎖；

寶血能將污穢洗淨，

寶血也能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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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倘能靜聽救主慈聲，

已死能得新生，

傷心的人能夠歡喜，

貧苦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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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聾子前來聽主聖言，

啞吧來頌聖明，

盲人前來面見聖容，

跛足踴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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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上聖眾，地下聖徒，

上下教會同聲，

讚美主愛，榮耀歸神，

千秋萬古永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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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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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今日我們歡喜快樂來到主的
聖殿，一同為着上主在六十五
年前呼召和激勵一群愛主愛
教會的信徒，建立了安素堂，
使上主子民得着一個屬靈的家
而感恩讚美。



會眾:

但願主的名在聖道和聖禮中被
稱頌，主的福音在社區中被
宣揚，主的愛在服侍中被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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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滿有恩典的上主，我們為過往
六十五年在這殿中歌頌、禱告
和讚美你聖名的歷代信徒而
感恩，為着你的聖靈賜恩典和
福氣與眾弟兄姊妹而歡喜快樂。



會眾:
上主啊，六十五年來，本堂的
小孩子在敬愛你中學習成長；
青年人在教導中學習事奉；成年
人在團契中得着力量和更新，



會眾:

勞苦憂傷的人在愛中得着扶持和
安慰，慕道的朋友能聽聞改變人
生命的福音，我們感謝讚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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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所以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
居所何等可愛！我們羨慕渴想
耶和華的院宇，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肉體向永生上帝歡呼。



會眾:

在你祭壇那裏，麻雀為自己找到
了家，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們
不斷地讚美你。靠你有力量、心
中嚮往錫安大道的，這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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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
變為泉源之地；且有秋雨之福
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
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上帝。



會眾:
萬軍之耶和華上帝啊，求你聽我
們的禱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
側耳而聽！在你的院宇一日，
勝似千日；寧可在我上帝的殿中
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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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因為耶和華上帝是太陽，是
盾牌，耶和華要賜下恩惠和
榮耀。



會眾:
他未嘗留下福氣不給那些行動
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啊，
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頌主之心歌

唱 詩

（普頌367首）



1.  願我常有頌主之心，
此心離罪自由，
此心常念救主寶血，
為我白白傾流！



2.  願有溫和順服之心，
為我恩主寶位，
在此惟聞基督聲音，
惟有主為主宰。



3.  願有謙卑懊悔之心，
篤信，真誠，清潔，
無論死亡，無論生存，
決不與主離別。



4. 願將我心舊態改變，
換作我主形容，
念念更新，純潔純善，
能與主心相同。



5. 懇求恩主將主的性，
從天賜給我心，
在我心中刻主主聖名。
仁愛簇新之名，阿們。



主日經文

主題：竭力行主道

士師記 4章 1-7節 舊約 334 頁

帖撒羅尼
迦前書

5章 1-11節 新約 316 頁

馬太福音 25章 14-30節 新約 43 頁



(士師記4章1-7節)
1以笏死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2耶和華把他們
交給在夏瑣作王的迦南王耶賓手中；
他的將軍是西西拉，住在夏羅設‧ 
哈歌印。3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
因為耶賓王有鐵的戰車九百輛，
並且殘酷欺壓以色列人二十年。



4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是拉比多
的妻子，當時作以色列的士師。
5她住在以法蓮山區拉瑪和伯特利的
中間，在底波拉的棕樹下。以色列
人都上到她那裏去聽審判。6她派人
從拿弗他利的基低斯把亞比挪菴
的兒子巴拉召來，對他說：



「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
『你要率領一萬拿弗他利人和
西布倫人上他泊山去。7我必使
耶賓的將軍西西拉率領他的戰車
和全軍往基順河，到你那裏去，
我必把他交在你手中。』」



(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1-11節)
1弟兄們，關於那時候和日期，不用
人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們自己
明明知道，主的日子來到會像賊在
夜間突然來到一樣。3人正說平安
穩定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陣痛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逃脫不了。



4弟兄們，你們並不在黑暗裏，

那日子不會像賊一樣臨到你們。
5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

之子；我們不屬黑夜，也不屬幽暗。
6所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

一樣，總要警醒謹慎。7因為睡了

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



在夜間醉。8但既然我們屬於白晝，

就應當謹慎，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

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9因為上帝不是預定我們受懲罰，

而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得救。



10他替我們死，讓我們無論醒著、

睡著，都與他同活。11所以，你們

該彼此勸勉，互相造就，正如你們

素常做的。



(馬太福音25章14-30節)
14「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出外遠行，
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
他們。15他按著各人的才幹，給
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
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出外
遠行去了。16那領五千的立刻拿去
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17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18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
的銀子埋藏了。19過了許久，那些
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20那領五千的又帶著另外的五千來，
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請看，
我又賺了五千。』



21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

忠心的僕人，你在少許的事上

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許多的事，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吧！』
22那領二千的也進前來，說：

『主啊，你交給我二千。請看，

我又賺了二千。』



23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

忠心的僕人，你在少許的事上

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許多的事，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吧！』
24那領一千的也進前來，說：

『主啊，我知道你，你是個嚴厲

的人：沒有種的地方也要收割，



沒有播的地方也要收穫，25我就

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

地裏。請看，你的銀子在這裏。』
26他的主人回答他說：『你這又惡

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

的地方也要收割，沒有播的地方

也要收穫，27就該把我的



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

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28把他

這一千奪過來，給那有一萬的。
29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

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

過來。30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

暗裏，在那裏他要哀哭切齒了。』」













講道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 就是這個時刻 】 曲： 曾祥怡 詞： 鄭懋柔



65周年感恩奉獻



感恩和求恩





祈求恩典和遠象禱文



創天造地和人類歷史的主，
我們教會的元首耶穌基督，感謝
你的恩領和賜福，讓本堂過往
六十五年不單一無所缺，並且能
藉着宣教牧養、服待和教導見證
福音，將得救的人不斷加給我們。



今日我們懷着喜悅、信心和
勇氣面向將來，因為我們深信主
與我們同在。求主賜下回應時代
需要的遠象和合而為一的心，興
起更多樂意禱告，真誠委身，有
恩賜和生命見證的信徒和牧者，



帶領本堂邁步向前，把握機遇和
挑戰，使我們與牧區內各單位緊
密配搭，廣傳福音、服待鄰舍、
領人歸主，造就更多忠心愛主愛
人的門徒。



求主激勵我們弟兄姊妹立志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無懼挑
戰，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又
願三一的上帝繼續在前引導，
在後扶持，加倍賜福本堂，賜
恩典與能力給



本堂，讓我們成為社會中的鹽
和光，所作一切皆能榮神益人。
阿們！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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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遵旨做工歌
（普頌474首）



1.  仰賴主名奮力前行；

準備繼續每天工程；

所有思想、言語、行為，

決意完全敬遵主命。



2. 聖智為我指定工程，

懇求使我踴躍完成；

能在工作之中見主，

證明善良完美聖心。



3. 求主時常在我右邊，

察看著我隱微內心；

使我遵命勤苦做工，

做成工作，完全獻呈。



4. 使我負主容易的軛，

警醒祈禱，每時每刻；

一心仰望永恆事物，

急速奔赴光榮大日。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