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崇拜

二零二零年九月六日早上十時



序 樂



唱 詩

榮耀大君王歌
（普頌 7 首）



1.大家同敬拜，天上榮耀王！

主大能大愛，我當同頌揚！

萬古靈光普照，歌頌聲環繞，

永遠作我盾牌，免我受侵擾。



2. 主權能慈愛，我等當頌讚！

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叱吒雷電風雲，主當安車乘;

昏暗狂風暴雨，順我主路程。



3. 大地浮空間，滿藏珍與寶；

全歸主能力，不絕施創造，

主命全愛，全權萬物即建立，

主使碧海蒼波，

周圍繞大地。



4. 人舌何能述我主關切心？

主使風吹拂，主使光生明;

主使高山泉源，下注遍平壤；

主使甘霖時雨，潤澤各地方。



5. 我原是微塵! 懦弱無力量!

專心倚靠主，必能獲健康，

因主恩慈覆育，永遠無變更；

至尊造化主宰，我救主大君!



6. 權能無限量！恩愛深莫測！

天使在天上，歌頌聲不息，

地上眾生讚美，隨從眾天軍；

盡力!盡心!盡意，

讚美主榮名。

阿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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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經 訓
哈利路亞！你們要向耶和
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
讚美他！願以色列因造他
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

他們的王快樂！
(詩149:1-2）



啟 應 文

12



13

主席:
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
聖潔、蒙愛的人，要穿上
憐憫、恩慈、謙虛、溫柔
和忍耐。



會眾:

我們還要穿上愛心，
因為愛是貫通全德
的。



15

主席:
你們要以愛相待，彼此
饒恕；主怎樣饒恕了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饒恕人。



會眾:
我們要讓基督所賜的
和平在我們心裏作主，
也為此蒙召，歸為
一體。



17

主席: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你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
帶上光明的兵器。



會眾:
我們總要披戴主耶穌
基督，行事為人要
端正，好像在白晝
行走。



祈 禱
(主席領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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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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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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唱 詩

（普頌44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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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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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2章 1-14節 舊約 91 頁

羅馬書 13章 8-14節 新約 243 頁

馬太福音 18章 15-20節 新約 30 頁



(出埃及記 12章1-14節)

1耶和華在埃及地對摩西和亞

倫說：2「你們要以本月為

正月，為一年之首。3你們要

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

初十，各人要按著家庭取羔

羊，一家一隻羔羊。



4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

一隻羔羊，就要按照人數和

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你們

要按每人的食量來估算羔羊。
5你們要從綿羊或山羊中取

一隻無殘疾、一歲的公羔羊，



6要把牠留到本月十四日；

那日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

會眾要把羔羊宰了。7他們要

取一些血，塗在他們吃羔羊

的房屋兩邊的門框上和門楣

上。8當晚要吃羔羊的肉；要

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



一起吃。9不可吃生的，或用

水煮的，要把羔羊連頭帶腿

和內臟用火烤了吃。10一點

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有留到

早晨的，要用火燒了。11你

們要這樣吃羔羊：腰間束帶，

腳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



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
12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
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我
要對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審
判。我是耶和華。13這血要
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
我一見這血，就逾越你們。



我擊打埃及地的時候，災殃
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施行毀
滅。」
14「你們要記念這日，世世
代代守這日為耶和華的節日，
作為你們永遠的定例。



(羅馬書 13章8-14節)

8你們除了彼此相愛，對任何

人都不可虧欠甚麼，因為那

愛人的就成全了律法。9那

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

偷盜，不可貪婪，或別的誡

命，都包括在「愛鄰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10愛是

不對鄰人作惡，所以愛就

成全了律法。
11還有，你們要知道，現在

正是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

了；因為我們得救，現在比

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

帶上光明的兵器。13行事

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

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

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



14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不要只顧滿足肉體，去

放縱私慾。



(馬太福音18章15-20節)

15「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

一起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你就贏得了你的

弟兄；16他若不聽，你就另

外帶一個或兩個人同去，



因為『任何指控都要憑兩個

或三個證人的口述才能成

立』。17他若是不聽他們，

就去告訴教會；若是不聽

教會，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

稅吏。



18「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

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

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19我又實在告訴你們，若是

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20因為，哪裏有兩三個人奉

我的名聚會，哪裏就有我在

他們中間。」



43

講 道:

赦免復和

林崇智牧師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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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會 務 報 告



唱詩

賜福救主歌
（普頌546首）



1. 求主像個牧人領我，

我真需要主關心；

在主快樂草場餵我，

預備羊欄安我身。



1.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我們蒙恩作主民；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我們蒙恩作主民。



2. 我們雖有罪與貧苦，

主已應許收我們，

主有慈悲願意扶助，

釋放權能，洗滌恩。



2.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我願早日歸向主；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我願早日歸向主。



3. 我願早蒙主的深恩，

早日奉主命前行，

敬求救主，獨一救主，

使主妙愛充我心！



3.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主曾愛我，仍愛我；

賜福救主，賜福救主，

主曾愛我，仍愛我。

阿們。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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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十四主日崇拜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