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早上十時

安素堂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聖樂主日崇拜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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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讚美三一歌
（普頌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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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讚美上主，創造羣山，

讚美上主，灌注百川，

讚美上主，裝飾空間，

日月交輝，明星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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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讚美上主，喚醒黎明，

晨光燦爛，照耀萬靈，

讚美上主，安排夜景，

如垂帳幕，護我安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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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讚美上主，大哉宏恩，

差遣聖子，賞賜生命，

使我長夜 變成白晝，

使我黑暗 變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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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讚美基督，因愛降生，

擔負一切，羞辱艱辛，

降生受死，由死復活，

捨身以作 萬世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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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讚美聖靈，大發光明，

將主愛力，照徹我心，

聖潔、喜樂、仁愛、和平，

諸般善果，聖靈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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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父子聖靈，三位一體，

萬民屈膝，崇拜虔誠，

縱使人生，覊旅多愁，

依舊歡呼，讚美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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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

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

作為！要向他唱詩，向他歌

頌，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詩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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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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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上帝揀選了你們為初熟的
果子，使你們因信真道，
又蒙聖靈感化成聖，得到
拯救。



會眾:

感謝上帝的呼召，好讓
我們得着主耶穌基督的
榮光。



15

主席:

你們要站立得穩，凡從主
所領受的教導，都要堅守。



會眾:

祈求上帝在一切善行
善言上堅固我們，
在信仰上站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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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你們行事為人要與基督
的福音相稱，並要有
同一心志，為福音的
信仰齊心努力。



會眾:

我們蒙恩，不但得以
信服基督，而且要為
他受苦，作見證。



同誦:

我們不以福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上帝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義人必因信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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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首）



1. 願主靈氣吹我，

使我得新生命，

使我能愛我主所愛，

行主所要我行。



2. 願主靈氣吹我，

直到我心潔清，

使我志願與主合一，

勤工，或耐苦辛。



3. 願主靈氣吹我，

使我全人成聖，

使我凡軀有主聖火，

射出無限光明。



4. 願主靈氣吹我，

賜我不死之身，

使我能夠與主同享，

完全永恆生命。

阿們。



出埃及記 16章 2-15節 舊約 98 頁

腓立比書 2章 12-18節 新約 303 頁

馬太福音 20章 1-16節 新約 33 頁



(出埃及記 16章2-15節)
2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
和亞倫發怨言。3以色列人對
他們說：「我們寧願在埃及
地死在耶和華手中！那時我
們坐在肉鍋旁，吃餅得飽。
你們卻將我們領出來，到這
曠野，要叫這全會眾都



餓死啊！」
4耶和華對摩西說：「看哪，
我要從天降食物給你們。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當
天的分量。這樣，我就可以
考驗他們是否遵行我的指示。
5到第六天，他們預備食物，
所收集的分量要比每天所收



的多一倍。」6摩西和亞倫對

以色列眾人說：「到了晚上，

你們就知道是耶和華將你們

從埃及地領出來的。7早晨，

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因為耶和華聽見你們向他所

發的怨言了。我們算甚麼，



你們竟然向我們發怨言呢？」
8摩西又說：「耶和華晚上必

給你們肉吃，早晨必給你們

食物得飽，因為耶和華已經

聽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言。

我們算甚麼呢？你們的怨言

不是向我們發的，而是



向耶和華發的。」
9摩西對亞倫說：「你對以色

列全會眾說：『你們來到

耶和華面前，因為他已經

聽見你們的怨言了。』」10

亞倫正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話

的 時候，他們轉向曠野，



看哪，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

顯現。11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12「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

怨言了。你要對他們說：

『到黃昏的時候，你們要

吃肉，早晨也必有食物得飽。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上帝。』」13到了晚上，

有鵪鶉上來，遮滿營地；早

晨，營地周圍有一層露水。
14那一層露水蒸發之後，看

哪，曠野的表面出現了小圓

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樣。



15以色列人看見了，不知道

是甚麼，就彼此說：「這是

甚麼？」摩西對他們說：

「這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

物。



(腓立比書2章12-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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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你們

無論做甚麼事，都不要發

怨言起爭論，15好使你們

無可指責，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上帝

無瑕疵的兒女。你們在這

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16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使

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

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



17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

祭物，我若被澆獻在其上也

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

一同喜樂。18你們也要照樣

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馬太福音20章1-16節)
1「因為天國好比一家的主人
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
做工。2他和工人講定一天一
個銀幣，就打發他們進葡萄
園去。3約在上午九點鐘出去，
看見市場上還有閒站的人，



4就對那些人說：『你們也進

葡萄園去，我會給你們合理

的工錢。』5他們也進去了。

約在正午和下午三點鐘又出

去，他也是這麼做。6約在

下午五點鐘出去，他看見還

有人站在那裏，就問他們：



『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

站呢？』7他們說：『因為沒

有人雇我們。』他說：『你

們也進葡萄園去。』8到了晚

上，園主對工頭說：『叫工

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

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9約在下午五點鐘雇的人來了，

各人領了一個銀幣。10那些

最先雇的來了，以為可以多

領，誰知也是各領一個銀幣。
11他們領了工錢，就埋怨那

家的主人說：12『我們整天

勞苦受熱，那些後來的只做



了一小時，你竟待他們和

我們一樣嗎？』13主人回答

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

沒虧待你，你與我講定的不

是一個銀幣嗎？14拿你的錢

走吧！我樂意給那後來的和

給你的一樣，



15難道我的東西不可隨我的

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

你就眼紅了嗎？』16這樣，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

的，將要在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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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歌 獻 呈

祈求上帝潔我心

獻唱：陳思敏姊妹 鍾浩然宣教師

陸 喬姊妹 張嘉樂弟兄

司琴：范俊媚姊妹



祈求上帝潔我心靈

祈求上帝賜我新心

懇請主賜下聖靈

來再造更新我靈導我歸正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主懇請將我更新

接納我使我得甦醒

終一生我心倚靠上帝恩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教我不忘

讚歎救恩神奇

獻歌頌

(讚歎神恩讚歎上帝奇妙)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宣告上帝深恩

(宣告救恩超奇)

每天頌讚傳揚

高歌神深恩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祈求上帝潔我心靈

(啊！清洗我靈)

祈求上帝賜我新心

(啊！更新我內裡)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懇請主賜下聖靈

神聖恩主賜福佑

來再造更新我靈

導我歸正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祈求上帝潔我心

Amen

祈求上帝潔我心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曲: Arnold B. Sherman 詞: 劉永生



講 道:

彎曲世代中的敬拜

葉漢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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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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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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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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信心基礎歌
（普頌440首）



1. 信眾，主的門徒，
基礎何其穩，聖經垂教訓，
幫助你信仰心 !
主對你所說，
尚有何可加增？
因你投向耶穌，
求祂作庇蔭。



2. 主說，我在這裡，
莫懼怕驚惶；我是你上主，
時常在你身旁，
幫助你挺立，
更使你有力量，
用我全能手臂，
保護你安康。



3. 當我叫你前行，
經過苦海深，逆浪雖滔天，
卻不能淹你身；
因我同你行，
化患難為安寧，
使你超凡入聖，
痛苦不留痕。



4. 若遇烈火升騰，
阻礙你行程，我賜你的恩，
更廣大，更豐盈！
烈焰不傷你，
卻使你更真純，
消熔諸般渣滓，
鍊你成精金。



5. 凡虔誠信靠我，
尋安息的靈，我必不讓他，
遇敵人，受欺凌；
地獄常震撼，
要使他落火阱，
我是一定，一定，
一定會救拯。阿們。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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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六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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