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

主日學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早上十時



序 樂



唱 詩

東方破曉歌
（普頌 471 首）



1. 東方已破曉，像最初早晨，

枝頭鳥歌唱，像第一聲 ;

頌主為歌聲，頌主為清晨，

歌聲與清晨，由道而生。



2.新雨的馥郁，天上的陽光，

好像那新露，滴新草上，

滋潤那園囿，我獻上頌揚，

聖踪所經過，完整彰彰。



3. 屬我的清晨，屬我的陽光，

太初已存在，真光所生。

高興地讚美，天天來頌揚，

主每天再造，美好清晨。

阿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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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經 訓
大地啊，在主的面前，

在雅各的上帝的面前，

震動吧！他叫磐石變為水池，

使堅石變為泉源。
(詩114:7-8）



啟 應 文

9



10

主 席: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會 眾:

感謝上帝將默示賜給我們，
叫我們藉此被真理光照，
遠離黑暗，領受福音，
生命獲得方向與塑造。



12

主 席:

懇求主賜福教會的主日學，
讓不同年紀的學生都能有
機會學習真道，領受真理。



會 眾:

我們願意謙卑學習真道，
遵從真理，跟隨主的腳蹤，
活出基督的愛。



14

主 席:

為主日學的教職員願意
接受挑戰與呼召，擔任
教導及相關事奉，獻出
心力與時間，自己竭力
尋求真理，教導學生。



會 眾:

求主賜他們愛心、智慧與
力量，完成主所託付的
使命，讓學生獲得培育，
自己生命也能得到造就。



16

主 席:

為主日學的學生，願意
接受教導，成為蒙福的
人。 」



會 眾:

求主賜他們在學習中充滿
智慧，渴慕主道，得主
喜悅，在主恩典中不斷
成長。



18

主 席:

讓我們如詩人一般愛慕
上主及他的話語，說：



同 誦: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
你，如鹿切慕溪水。」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祈 禱
(主席領禱)

20



主 禱 文

(普頌649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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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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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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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4章 19-31節 舊約 95 頁

羅馬書 14章 1-12節 新約 243 頁

馬太福音 18章 21-35節 新約 31 頁



(出埃及記 14章19-31節)
19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的上帝
的使者移動，走到他們後面；
雲也從他們的前面移動，站
在他們後面。20它來到埃及
營和以色列營的中間：一邊
有雲和黑暗，另一邊它照亮
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



21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
用強勁的東風，使海水在一
夜間退去，海就成了乾地；
水分開了。22以色列人下到
海中，走在乾地上，水在他
們左右成了牆壁。23埃及人
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匹、



戰車和戰車長都跟著下到
海中。24破曉時分，耶和華
從雲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
軍兵，使埃及的軍兵混亂。
25他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
以前行，埃及人說：「我們
從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耶和華為他們作戰，攻擊
埃及了。」
26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
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
人，他們的戰車和戰車長身
上。」27摩西就向海伸手，
到了天亮的時候，海恢復原
狀。埃及人逃避水的時候，



耶和華把他們推入海中。28

海水回流，淹沒了戰車和
戰車長，以及那些跟著以色
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軍，
連一個也沒有剩下。29以色
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水在
他們的左右成了牆壁。



30那一日，耶和華拯救以色
列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
人看見埃及人死在海邊。31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
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
敬畏耶和華，並且信服
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



(羅馬書14章1-12節)
1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
不同的意見，不要爭論。2有
人信甚麼都可吃；但那軟弱
的，只吃蔬菜。3吃的人不可
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
不可評斷吃的人，因為上帝
已經接納他了。



4你是誰，竟評斷別人的僕人
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
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會
站立，因為主能使他站穩。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
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
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堅定。



6守日子的人是為主守的。
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
感謝上帝；不吃的人是為主
不吃的，他也感謝上帝。
7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
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8

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
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
的人。9為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為要作死人和活人
的主。10可是你，你為甚麼
評斷弟兄呢？你又為甚麼
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
在上帝的審判臺前。



11經上寫著：
「主說，我指著我的永生
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
萬口必稱頌上帝。」
12這樣看來，我們各人一定
要把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
交代。



(馬太福音18章21-35節)
21那時，彼得進前來，對
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
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夠嗎？」22耶穌說：
「我告訴你，不是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個七次。23因為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



僕人算賬。24他開始算的

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萬

他連得的僕人來。25因為他

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下

令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以及

一切所有的都賣了來償還。
26那僕人就俯伏向他叩頭，



說：『寬容我吧，我都會還

你的。』27那僕人的主人就

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

且免了他的債。28那僕人

出來，遇見一個欠他一百個

銀幣的同伴，就揪著他，扼

住他的喉嚨，說：



『把你所欠的還我！』29他

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

『寬容我吧，我會還你的。』
30他不肯，卻把他下在監裏，

直到他還了所欠的債。31同

伴們看見他所做的事就很悲

憤，把這一切的事都告訴了



主人。32於是主人叫了他來，

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

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

免了；33你不應該憐憫你的

同伴，像我憐憫你嗎？』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司刑

的，直到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35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

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

待你們。」



51

講 道:

難為正邪定分界?

梁玉萍宣教師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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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阿們。

奉 獻



54

會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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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學像耶穌歌
（普頌553首）



1. 主啊！我要做個信徒，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做個信徒，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做個信徒，在我心。



2. 主啊！我要更加愛人，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更加愛人，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更加愛人，在我心。



3. 主啊！我要更加聖潔，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更加聖潔，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更加聖潔，在我心。



4. 主啊！我要學像耶穌，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學像耶穌，在我心。

在我心，在我心，主啊，

我要學像耶穌，在我心。

阿們。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61



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五主日崇拜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