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十月四日早上十時



序 樂

2



3

唱 詩

聖名榮光歌
（普頌56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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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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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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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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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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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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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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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使人甦醒；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
使愚蒙人有智慧。

(詩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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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12



13

主席:

大能者上帝──耶和華已經發言
呼召天下，從日出之地到日落

之處。



會眾:

我們的上帝要來，絕不閉口；有
烈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在他
四圍颳起。



15

主席:

他呼召天上地下，為要審判

他的子民。



會眾:

諸天必表明他的公義，因為上帝
是施行審判的。



17

主席:

聽啊，我的子民，我要說話！我
以審問你，我是上帝，是你的
上帝。



會眾:

我們在患難之日求告你。



19

主席:

我必搭救你們，你們也要榮耀我。



會眾:

我們以感謝獻祭來榮耀你，求你
使我們得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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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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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首）













出埃及記 20章 1-20節 舊約 103 頁

腓立比書 3章 4下-14節 新約 304 頁

馬太福音 21章 33-46節 新約 36 頁



(出埃及記 20章1-20節)
1上帝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
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4「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
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
下水中的百物。



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
上帝。恨我的，我必懲罰他們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6愛我，
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施慈愛，
直到千代。



7「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
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
他為無罪。
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9六日
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10但第七日是
向耶和華─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奴僕、婢女、
牲畜，以及你城裏寄居的客旅，



都不可做任何的工。11因為六日之內，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與
安息日，定為聖日。
12「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13「不可殺人。



14「不可姦淫。
15「不可偷盜。
16「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
17「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
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
驢，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18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
冒煙，百姓看見就都戰抖，遠遠站著。
19他們對摩西說：「請你向我們說話，
我們必聽；不要讓上帝向我們說話，
免得我們死亡。」20摩西對百姓說：
「不要害怕；因為上帝降臨是要考驗
你們，要你們敬畏他，不致犯罪。」



(腓立比書 3章4下-14節)
4若是別人以為他可以依靠肉體，我
更可以。5我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
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
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
法說，我是法利賽人；6就熱心說，
我是迫害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責的。



7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我

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是有損的。
8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

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贏得基督，9並且得以在他

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而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基於信，

從上帝而來的義，10使我認識基督，

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和他

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或許我

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12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
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



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
13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

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14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馬太福音 21章33-46節)
33「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一個家的
主人開墾了一個葡萄園，四周圍上
籬笆，裏面挖了一個醡酒池，蓋了
一座守望樓，租給園戶，就出外遠
行去了。34收果子的時候快到了，
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



35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

一個，用石頭打死了一個。36主人又

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先前更多；園

戶還是照樣對待他們。37最後他打發

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說：

『他們會尊敬我的兒子。』38可是，

園戶看見他兒子，彼此說：



『這是承受產業的。來，我們殺了

他，佔他的產業！』39於是他們拿住

他，把他扔出葡萄園外，殺了。40葡

萄園的主人來的時候，要怎樣處置

那些園戶呢？」41他們說：「要狠狠

地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轉租給

那些按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42耶穌對他們說：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
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主所做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這段經文你們從來沒有念過嗎？ 43

所以我告訴你們，上帝的國必從你
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民。



44誰跌在這石頭上，一定會跌得粉碎；

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

壓得稀爛。」
45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46他們
想要捉拿他，但是懼怕眾人，因為
眾人認為他是先知。



講 道

遵 主 命 令

范建邦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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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務 報 告



唱詩

如今更愛主歌
（普頌606首）



1. 我主，我愛主，因感主甚愛我，

為主，我甘心，離有罪之逸樂；

惟主我救主，曾將我罪救贖，

昔我曾愛主，我如今更愛主。



2. 如今我愛主，因為主先愛我，

因主救贖我，捨聖身，經萬苦；

因主哀憐我，戴荊冠，受欺侮；

昔我曾愛主，我如今更愛主。



3.  無論生與死，我愛主常如此，

我生有一息，更高歌稱揚主，

臨死聲雖微，讚美聲，終不止，

昔我曾愛主，我如今更愛主。



4.  我既登天堂，立在主寶座旁，

永遠敬拜主，讚美主，聲悠揚；

頭戴黃金冕，與眾聖常歡聚，

昔我曾愛主，我如今更愛主。

阿們。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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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八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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