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早上十時

安素堂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
差傳主日崇拜



序 樂



3

唱 詩

耶穌普治歌
（普頌28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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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

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南北西東，主治普及，

千秋萬古，悠久無疆。

囝仔建村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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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盡禱聲，向祂奉獻，

無量頌歌，成祂冠冕；

耶穌聖名，好比馨香，

隨同晨祭，上升於天。

囝仔建村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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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方，萬國，萬族，萬民，

不停頌讚妙愛奇恩；

嬰孩亦將同聲歌唱，

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囝仔建村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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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主治下，人人多福，

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勞人獲得永恆安樂，

貧人獲得豐盈富足。

囝仔建村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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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造羣生，皆當興起，

超特敬禮向主獻呈；

天使再來高聲歌唱，

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阿們。

囝仔建村校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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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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歡
喜！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
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詩105:3下-4）



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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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耶和華—上帝曾將以色
列從埃及地領出來，使他
們得滿足；今天他也拯救
我們，使我們得救恩；



會眾:

我們當向上帝歡呼，
感謝主的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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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記念那些傳上帝的道
給你們的人，以及付出
生命和傳承使命的眾
先賢；



會眾:

為昔日的傳道者感謝和
讚美主，求主幫助我們
學效他們的信心和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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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記念那些航海梯山的
傳教士，他們離鄉別井
到所不認識的民中，
謙卑服事和慷慨付出，
為要將福音帶給我們；



會眾:

願一切美滿的果實都歸
上帝，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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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記念我們教會的海外宣教
事工及在海外地區服事的
外派差遣員，求主引領
他們，使他們的生命
成為當地的鹽和光；



會眾:

求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
作你喜悅的事，引領
我們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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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上帝啊，求你記念那些仍
未得福音之民，求你引領
我們以謙卑和慷慨的心踏
出自己的安舒區，承傳
福音使命，將福音廣傳；



同誦:

願上帝恩手引領人心歸向
你，使你的臉光照耀世人，
使眾人得以認識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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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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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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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普頌38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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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3章 1節-15節 舊約 79 頁

羅馬書 12章 9-21節 新約 242 頁

馬太福音 16章 21-28節 新約 28 頁



(出埃及記 3章1-15節)

1摩西牧放他岳父米甸祭司葉

特羅的羊群，他領羊群往曠

野的那一邊去，到了上帝的

山，就是何烈山。2耶和華的

使者在荊棘的火焰中向他顯

現。摩西觀看，看哪，荊棘



在火中焚燒，卻沒有燒燬。3

摩西說：「我要轉過去看這

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

燬呢？」4耶和華見摩西轉過

去看，上帝就從荊棘裏呼叫

他說：「摩西！摩西！」他

說：「我在這裏。」



5上帝說：「不要靠近這裏。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

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6他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上帝，

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

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

蒙上臉，因為怕看上帝。



7耶和華說：「我確實看見

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也聽見了他們因受監工苦

待所發的哀聲；我確實知道

他們的痛苦。8我下來是要救

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

們從那地上來，到美好與



寬闊之地，到流奶與蜜之地，

就是迦南人、赫人、亞摩利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布斯人之地。9現在，看哪，

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這裏，

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

們。10現在，你去，



我要差派你到法老那裏，把

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

出來。」
11摩西對上帝說：「我是甚

麼人，竟能去見法老，把以

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12上帝說：「我必與你同在。



這就是我差派你去，給你的

憑據：你把百姓從埃及領出

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

奉上帝。」
13摩西對上帝說：「看哪，

我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

說：『你們祖宗的上帝差派



我到你們這裏來。』他們若

對我說：『他叫甚麼名字？』

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14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

永有的」；又說：「你要對

以色列人這樣說：



『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

們這裏來。』」15上帝又對

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

這樣說：『耶和華－你們

祖宗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

的上帝，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差派我到你們這

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

永遠；這也是我的稱號，

直到萬代。



(羅馬書12章9-21節)

9愛，不可虛假；惡，要厭

惡；善，要親近。10愛弟

兄，要相親相愛；恭敬人，

要彼此推讓；11殷勤，不可

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

侍主。12在盼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

切。13聖徒有缺乏，要供給；

異鄉客，要殷勤款待。14要

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祝福，

不可詛咒。15要與喜樂的人

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

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為聰明。17不要

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18若是可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9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伸

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步，

因為經上記著：「主說：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20不但如此，「你的仇敵若

餓了，就給他吃；



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

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的頭上。」21不要被惡所勝，

反要以善勝惡。



(馬太福音16章21-28節)
21從那時起，耶穌才向門徒
明說，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和文士許多
的苦，並且被殺，第三天
復活。22彼得就拉著他，責
備他說：「主啊，千萬不可
如此！



這事絕不可臨到你身上。」
23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但，退到我後邊去！你

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不體

會上帝的心意，而是體會人

的意思。」



24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2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要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

命的，要得著生命。



26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

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與

他的眾使者一起來臨，那時

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

各人。



28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

裏的，有人在沒經歷死亡

以前，必定看見人子來到他

的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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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道:

是愛？還是責任？

邢福增義務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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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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西非塞內加爾外派
差遣員祈禱



Eileen的代禱事項：
1.願西非海角更多人歸主！祈求主

賜我健康和恩言去服侍！

2.囝仔建村校的工程，請禱告記念！

求主讓工程順利，今年可以啟用！

3.隨著兩位並肩作戰的同工已離開

工場，他們的車子也退役。現在

等差會批准我籌款買車，因為

人身安全和方便入村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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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告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59



唱詩

復興主工歌
（普頌587首）



1. 懇求復興主工 !

向眾門徒顯現，

用主大能喚起各心，

使主子民聽見 !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降臨，

賞賜我們恩典。



2. 懇求復興主工 !

高舉寶貴聖名 !

但願主愛在人心中，

如火熱烈光明。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降臨，

賞賜我們恩典。



3. 懇求復興主工 !

向眾啟示聖言 !

願主純正聖潔真理，

讓信者能聽見。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降臨，

賞賜我們恩典。



4. 懇求復興主工 !

沛降聖靈恩霖 !

但願榮耀永歸與主，

平安臨到世人。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降臨，

賞賜我們恩典。阿們。



新增投影片
標題 - 6

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三主日崇拜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