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聖靈降臨後第廿五主日
敬老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早上十時



進 堂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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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千古保障歌
（普頌30首）



1.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
是人將來希望，
是人居所，抵禦風雨，
是人永久家鄉。

2. 在主寶座蔭庇之下，
羣聖一向安居；
惟賴神臂威權保護，
永遠平安無慮。



3. 山川尚未發現之時，
星球未結之先，
遠自太初，便有神在，
永在無窮盡年。

4. 在神眼中，億千萬年，
恍若人間隔宿；
恍若初聞子夜鐘聲，
轉瞬東方日出。



5. 時間正似大江流水，
浪淘萬象眾生，
轉瞬飛逝，恍若夢境，
朝來不留餘痕。

6.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
是人將來希望，
是人居所，抵禦風雨，
是人永久家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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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經 訓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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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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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上帝不但賜我們生命氣息，

並使我們生兒育女，
得享美滿的家庭生活。



會眾:

願我們同心敬拜賜

我們生命的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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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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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求主引導我們謹記

你的命令和恩典。



主席: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

來；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上帝。



會眾:

求主幫助我們遵行

你的命令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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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

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着。



會眾:

求主堅固我們的信心，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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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他們髮白的時候仍結果子，

而且鮮美多汁。



會眾:
求主賜福長輩的弟兄姊妹，

使他們福杯滿溢，
並能多結福音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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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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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詩

（普頌355首）



1.常住天來妙愛中，我心不怕變遷，

這般信靠真穩妥，變遷不到此間，

縱使身外風怒吼，心中憂慮愁煩，

有主周圍護佑我，何致沉悶孤單？



2.憑主引我往何方，艱難也不回頭,

大牧便在我身旁，此外我更何求？

聖目永遠不模糊，聖智永遠清明,

因主認識祂程途，我願與主同行。



3.前方自有青草場，我今還未看見;

原來黑雲當頭處，將成化日光天,

我心希望無限量，得行生命路程,

我將珍寶全獻主，主願與我同行.

阿們。



主日經文

主題：彼此相顧 常存盼望

約書亞記 5章 13-16 節 舊約 296 頁

希伯來書 10章 11-25 節 新約 354 頁

馬可福音 13章 1-8 節 新約 75 頁



(約書亞記 5章13-15節)

13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
目觀看，看哪，有一個人站在他
對面，手裏拿著拔出來的刀。
約書亞到他那裏，對他說：「你
是屬我們的，還是屬我們敵人的
呢？」14他說：「不，我現在來



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亞就臉伏於地下拜，說：
「我主有甚麼話，請吩咐僕人
吧！」15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
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
的。」約書亞就照著做了。



(希伯來書 10章11-25節)

11所有的祭司天天站著事奉上帝，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
永不能除罪。12但基督獻了一次
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就坐在上帝
的右邊，13從此等候他的仇敵
成為他的腳凳。



14因為他僅只一次獻祭，就使
那些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15聖靈也對我們作證，因為他說
過：16「主說：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他們所立的約是這樣的：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上，
又要寫在他們的心思裏。」



17並說：
「他們的罪惡和他們的過犯，
我絕不再記得。」
18這些罪過既已蒙赦免，就不用
再為罪獻祭了。
19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著
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0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
就是他的身體。21既然我們有
一位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22

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
心，同已蒙潔淨、無虧的良心，
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上
帝。



23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
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
是信實的。24我們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不可
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
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
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馬可福音13章1-8節)

1耶穌從聖殿裏出來的時候，有
一個門徒對他說：「老師，請看，
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石頭！多麼
了不起的建築！」2耶穌對他說：
「你看見這些宏偉的建築嗎？這
裏將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



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
3耶穌在橄欖山上，面向聖殿坐
着；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得烈
私下問他說：4「請告訴我們，
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這一切事
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5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



有人迷惑你們。6將有好些人冒

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

並且要迷惑許多人。7當你們

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

驚慌；這些事必須發生，但這

還不是終結。



8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地震、饑荒。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主如明亮晨星

長青詩班暨長青牧區職員



1.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

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稱為奇妙的救主，

捨棄天上榮華為我降生，



祂又為我被釘在十字架，

情願受苦洗淨我的罪，

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亞，

從今後永不會再絕望。



副歌：

祂仁慈善良的愛，

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

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2.救主耶穌基督被接升天，
祂去原為我預備地方，
就必再來接我到祂父家，
永遠與主同在到千萬年，



到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
只有甜美快樂的笑容，
眾聖徒同集在明亮聖城，
滿心歌頌讚美主大恩。



副歌：

祂仁慈善良的愛，

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

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陳德昌牧師

講道

生命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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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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贈敬老禮物



楊震社會服務處

深水埗護養院分享



零距離的關懷
敬老主日分享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疫情下的長者狀況

社交 情緒 身體

社交 情緒

身體

擔心自己/家人受到感染
惶恐不安

孤獨、疏離感倍增，甚
至出現抑鬱症狀

減少外出
與親友減少接觸

長期在家缺乏娛樂社交

活動能力下降
身體轉差



疫情下的服務



關懷長者行動建議

• 定期以電話慰問/探訪

• 與長者分享一碗熱騰騰的湯水

• 協助長者購買日常用品，減少他們外出的擔心

• 隨身帶備額外口罩，與忘記配戴口罩外出的長者分享

• …



會 務 報 告



祝福差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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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普頌357首）



















殿 樂

聖靈降臨後

第廿五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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