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學校教育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早上十時



序 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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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讚美天上君王歌
（普頌23首）



4

1.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

俯伏主前獻心香；

既蒙赦免，醫治，救拯，

你當永遠常稱揚；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高聲讚美永生王。



5

2.  你當頌揚上主恩惠，

救我列祖憂患中；

現在頌主仍如往日，

因主責薄賞賜豐；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上主信實顯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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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如慈父，疼愛我們，

知我軟弱撫我躬；

主手輕輕扶持我們，

救我脫離敵手中；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恩依舊廣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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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上天使助我拜主，

常能目見主慈容；

日月星晨大家敬主，

普世萬民頌聲同；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偕我同頌主光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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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子民哪，要側耳聽我的訓誨，

豎起耳朵聽我口中的言語。

我們不要向子孫隱瞞這些事，

而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並他所行的奇事，述說給後代聽。
(詩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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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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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
使我們認識你是創造萬物的主宰，
又賜我們領悟智慧和尋求知識的
能力。



會 眾: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求主
幫助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尋求主，認定主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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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賜人知識的上帝，我們感謝你，
因你引領教會開辦學校，負起培育
幼兒、兒童和青少年的工作，引領
他們尋求知識，建立高尚的人格，
並且認識上帝乃人類的主宰。



會 眾:

求主幫助我們教會負責統籌的學校
教育部和各校董會，並各校校監和
校董，使他們能了解學校、老師、
學生和家長的需要，不斷更新學校
教育的質素和發展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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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賜人智慧的上帝，我們感謝你，
因你引領各校校長及教職員在學校
內一同承擔教育的工作，不但傳授
知識，更啟發學生的思考，幫助
學生培育良好德行，建立群體生活。



會 眾:

主，我們深知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繁重，求主把作工的力量和智慧
賜予他們，又使他們能有共同的
教育目標，並求慈愛的上主把關懷
學生的愛心厚厚的加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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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賜人生命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
引領幼兒、兒童和青少年來到我們
所開辦的學校裏接受教育，他們除了
尋求知識，獲取優秀的成績外，亦
經歷生命教育，建立良好的價值觀，
領悟人生的道理。



會 眾:

主，我們愛惜每個在成長學習中的
生命，求啟迪人心的主，幫助學生
們能在求學中以認真及謙卑的心來
思索，找着正途，一生行走在當行
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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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拯救人類的主，我們感謝你，因你

引領我們的老師得着你的救恩，

並且願意回應你的呼召，以生命

影響生命，在教學中把你的救恩

傳給學生。



會 眾:

求主幫助我們拓展學校的福音工作，
關注學生心靈的成長。求主感動
學生有渴慕真道的心，認識上帝，
接受救恩。



同 誦:

慈愛的天父，感謝你垂聽我們的
禱告，應允我們，以聖善的靈引領
我們支持及參與學校教育的工作，
以你的慈愛來培植年幼的心。靠賴
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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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首）



1. 救主，天天教導我，

專心聽從主訓語;

我主聖道世無雙，

愛那先愛我的主。



2.  愛心喜樂如孩童，

謹遵主命行主路 ;

從主事主莫稍遲;

愛那先愛我的主。



3.  教我追隨主行踪，

藉主恩慈跟主步 ;

效主表揚純潔愛，

愛那先愛我的主。



4.  歡欣喜樂揚主恩，

主的慈愛難勝數;

謳歌待見主慈顏，

頌揚先愛我的主。

阿們。



出埃及記 17章 1-7節 舊約 100 頁

腓立比書 2章 1-13節 新約 302 頁

約翰福音 3章 1-15節 新約 142 頁



(出埃及記 17章1-7節)
1以色列全會眾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從汛的曠野一段一段地往前行。
他們在利非訂安營，但百姓沒有水
喝。2百姓就與摩西爭鬧，說：「給
我們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
「你們為甚麼與我爭鬧呢？



你們為甚麼試探耶和華呢？」3百姓

在那裏口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

怨言，說：「你為甚麼把我們從

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

以及牲畜都渴死呢？」 4摩西就

呼求耶和華說：「我要怎樣對待這

百姓呢？



他們差一點就要拿石頭打死我了。」
5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帶著以色

列的幾個長老，走在百姓前面，手

裏拿著你先前擊打尼羅河的杖，去

吧！ 6看哪，我要在何烈的磐石那

裏，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

水就會從磐石流出來，給百姓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

做了。7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

又叫米利巴，因為以色列人在那裏

爭鬧，並且試探耶和華，說：「耶

和華是否在我們中間呢？」



(腓立比書 2章1-13節)
1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任何勸勉，若
有任何愛心的安慰，若有任何聖靈
的團契，若有任何慈悲憐憫，2你們
就要意志相同，愛心相同，有一致
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樂
得以滿足。



3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貪圖虛榮；

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

強。4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

顧別人的事。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

與上帝同等；



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
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8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9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
11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
歸榮耀給父上帝。
12我親愛的，這樣看來，你們向來
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



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更
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完成你們
自己得救的事；13因為是上帝在
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
實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約翰福音 3章1-15節)
1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
是猶太人的官。2這人夜裏來見耶穌，
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
上帝那裏來作老師的；因為你所行
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
行。」



3耶穌回答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

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

國。」4尼哥德慕對他說：「人已經

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

生出來嗎？」5耶穌回答：「我實實

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

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

是靈。7我說『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驚訝。8風隨著意思吹，你

聽見風的聲音，卻不知道是從哪裏

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

如此。」



9尼哥德慕問他：「怎麼能有這些事

呢？」10耶穌回答，對他說：「你

是以色列人的老師，還不明白這些

事嗎？11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

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

領受我們的見證。



12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

不信，若對你們說天上的事，如何

能信呢？13除了從天降下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14摩西在曠野怎樣

舉蛇，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15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講 道

「學」由「問」而「生」

馬志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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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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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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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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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奉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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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當中
有一群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聚集在上帝

面前，都是蒙主選召擔任教育工作的。
他們既樂意把自己獻給上帝，投身基督
教教育事業，我們就應當欽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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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們，為他們禱告。
求主感動他們，使他們忠誠獻身，

以敬畏上帝的心和忠實的心，
盡上責任，歸榮耀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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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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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牧師讀啟，教育工作者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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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應 : 只有一位是我們的尊師，

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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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 你們是與上帝同工的。

應 :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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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你們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

應: 這事誰能當得起呢？沒有上帝，

我們一無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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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

你們，使你們能多行各樣的善事。

應 : 那召我們本是信實的，祂必

成就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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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你，因你將各
樣的恩賜加給我們，叫我們能在不同
的崗位上見證你。我們今日特別將

我們當中擔任教育工作的校董、校長、
老師交託在主手中，求主幫助他們

能本愛心和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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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你所托付他們的學生。
又求主幫助我們，能用禱告支持

他們，使他們在工作上，得蒙你的
引導和帶領，得著智慧的心，輔導
學生，在德、智、體、群、靈、美
各方面都能成長，靠賴我主耶穌

基督之名而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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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告



唱 詩

生命如光歌
（普頌560首）



1. 求父使我生命如光，

在此世上輝煌；

小小火焰，照耀明亮，

無論我到何方。



2.  求父使我生命如花，

使人快樂增加；

不嫌自己園亭狹小，

願意努力開花。



3. 求父使我生命如歌，

安慰愁苦的人，

幫助別人能夠剛強，

歌者能夠歡欣。



4.   求父使我生命如杖，

弱者能夠依憑，

凡我所有健康力量，

善能服事友鄰。



5. 求父使我生命如詩，

溫柔讚美的詩；

也是一首信仰的詩，

永見父工神奇。阿們。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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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七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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