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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上響鬧裝置 讓大家能專心一意參與敬拜
為加強教友彼此認識及關心 敬請弟兄姊妹於崇拜前掛上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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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2章1-17節)

1美名勝過大財，宏恩強如金銀。
2有錢人與窮乏人相遇，他們都為
耶和華所造。
8撒不義種子的必收割災禍，他
逞怒的杖也必廢掉。



9眼目仁慈的必蒙福，因他將食物
分給貧寒人。
22不可因人貧寒就搶奪他，
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困苦人，
23因耶和華必為他們辯護，
也必奪取那搶奪者的命。



(雅各書2章1-17節)

1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
的主耶穌基督，就不可按著外貌
待人。2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
穿著華麗的衣服，進入你們的
會堂，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的



衣服也進去，3而你們只看重那穿

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

裏」，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

那裏」，或「坐在我腳凳旁」；4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

評斷人嗎？



5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上帝豈
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使
他們在信心上富足，並承受他所
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6你們卻羞辱貧窮的人。欺壓你們，
拉你們到公堂去的，不就是這些



富有的人嗎？7毀謗為你們求告時
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們嗎？
8經上記著：「要愛鄰如己」，
你們若切實守這至尊的律法，
你們就做得很好。9但你們若按
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



為犯法的。10因為凡遵守全部律法
的，只違背了一條就是違犯了
所有的律法。11原來那說「不可
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也是
成為違犯律法的。



12既然你們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
受審判，就要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13因為對那不憐憫人的，他們要受
沒有憐憫的審判；憐憫勝過審判。
14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
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
呢？



這信心能救他嗎？15若是弟兄或是
姊妹沒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
飲食；16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
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
所需要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17信心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是
死的。



(馬可福音7章24-37節)

24耶穌從那裏起身，往推羅境內去，
進了一家，他不願意人知道，卻
隱藏不住。25立刻有一個婦人，
她的小女兒被污靈附著，一聽見
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前。



26這婦人是希臘人，屬敘利亞的

腓尼基族。她求耶穌從她女兒

身上趕出那鬼。27耶穌對她說：

「讓孩子們先吃飽，拿孩子的餅

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



28婦人回答：「主啊，桌子底下的

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呀！」
29耶穌對她說：「憑著這句話，

你回去吧，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

了。」



30
她就回家去，見小孩子躺在床上，

鬼已經出去了。
31
耶穌又離開了

推羅地區，經過西頓，就從
低加坡里境內來到加利利海。
32
有人帶著一個耳聾舌結的人

來見耶穌，求他為他按手。



33
耶穌領他離開眾人，到一邊去，

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
他的舌頭，34望天嘆息，對他說：
「以法大！」就是說「開了吧！」
35他的耳朵立刻開了，舌結也解了，
他說話也清楚了。



36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
但他越囑咐，他們越發傳揚。
37
眾人分外驚奇，說：「他所做的

事樣樣都好，他甚至使聾子聽見，
啞巴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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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禮文
(聖靈降臨期及教
會生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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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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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0

會眾 你的聖靈發出光明，

但我們卻選擇黑暗;

你的聖靈賜予智慧，

但我們卻冥頑愚昧;



P.40

會眾 你的聖靈賦予能力，

但我們卻信靠自己的力量。

求你為耶穌基督你兒子的

緣故，

寬恕我們的罪過，



P.40

會眾 使我們能夠藉著你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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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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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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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



P.12

尼吉亞信經 (眾立)

主禮 讓我們一同宣告教會的信仰:

會眾 我信獨一上帝，

全能的聖父，

創造天地，

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P.12

會眾 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

為父所生的。

從上帝所出的上帝，從光所

出的光，從真神所出的真神，

是生的，不是被造的。



P.12

會眾 與聖父一體的，萬物都是藉
他受造的。

他為要拯救世人，從天降
臨，由聖靈感孕童貞女馬利
亞， 取着肉身，並成為
人。



P.12

會眾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

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被害，受死，埋葬，照
聖經所說，第三日復活，
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P.12

會眾 將來必在榮耀中，再降臨，
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
永無窮盡。
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的
根源。從聖父、聖子所出來
的，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榮。



P.12

會眾 昔日曾藉先知傳言。

我信唯一聖而公之教會，

眾使徒所傳者。

我承認為赦罪而設立的獨一
洗禮。我盼望死人復活，

並來世的生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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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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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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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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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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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 基督的身體，

保守你們在永恆生命裏。

會眾 阿們!



P.42

主禮 基督的寶血，
保守你在永恆生命裏。

會眾 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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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禱片刻
彼此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