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顯現後第一主日

受託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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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神賜喜樂歌
（普頌129首）



1. 願神賜君歡喜快樂，
無事使你頹喪，
莫忘基督我們救主，
在聖誕日下降；
當我走錯祂拯救我，
遠離撒但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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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平安快樂，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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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野地裡有牧羊人，
夜間看守群羊，
天父上帝差來天使，
大好信息傳揚；
那稱為上帝獨生子，
在伯利恆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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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平安快樂，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7



3. 那位天使對牧人說：
"你們不要驚慌，
有一童女今日生子，
祂是救世君王；
祂使那信靠祂的人，
脫離撒但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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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平安快樂，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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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天之下，萬國萬民，
同來讚美上主，
以誠以愛，互相攜手，
情誼深似手足；
神聖節令基督降生，
萬民蒙恩得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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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平安快樂，
好佳音賜平安快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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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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
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
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

(詩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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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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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因為
你邀請我們成為你的子民，領受
創造及拯救鴻恩。又揀選我們
成為你的僕人，賜給我們智慧
管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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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感謝上帝，使我們成為基督的
執事，作上帝家裏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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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我們既是上帝的管家，就要做
一個忠心的管家，在行事為人
無可指責、不自負、不暴躁、
不酗酒、不好鬥、不貪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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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我們立志成為上帝的好管家，
藉着我們生命的獻呈，為上帝家
作出美好的見證，讓人因見我們
的好行為，歸榮耀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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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因着上帝的聖靈恩膏臨格，主
耶穌藉着洗禮履行諸般的義，
又得聖靈所賜能力，努力宣揚
上主神聖仁愛之道。



20

會 眾 :

我們願意領受上帝的託付，靠着
聖靈，管理好上帝的家，更要
努力宣揚真道，使更多人得到
上帝的救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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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但願三一的真神，聖父、聖子、
聖靈賜恩成全，讓我們能忠於
所託，成為上帝家的忠心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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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誠心所願。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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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工作歌
（普頌323首）



1.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早晨清醒；

露珠耀彩花笑時，工作要辛勤；

陽光漸漸加明亮，我也加倍奮興；

趕快工作，夜來臨，夜臨工當成。



2.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白晝光明，

盡心、盡意、盡力量，

勉勵惜分陰；

光陰飛逝難留住，每分須留善行；

趕快工作，夜來臨，夜臨工將停。



3.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暮色未深，

紅霞籠罩群山頂，紅日正西沉；

一簣功成看此時，雖勞切莫暫停；

趕快工作，夜來臨，夜臨工便成。

阿們。



創世記 1章 1-5節 舊約 3 頁

使徒行傳 19章 1-7節 新約 209 頁

馬可福音 1章 4-11節 新約 53 頁



(創世記1章1-5節)

1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2地是
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
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3上帝說：
「要有光」，就有了光。4上帝看
光是好的，於是上帝就把光和暗
分開。



5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

「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

第一日。』



(使徒行傳19章1-7節)

1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
經過了內陸地區，來到以弗所，在
那裏他遇見幾個門徒，2問他們：
「你們信的時候領受了聖靈沒有？」
他們說：「沒有，我們連甚麼是
聖靈都沒有聽過。」



3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甚麼

洗呢？」他們說：「是受了約翰的

洗。」4保羅說：「約翰所施的是

悔改的洗禮，他告訴百姓當信那在

他以後要來的那位，就是耶穌。」



5他們聽見這話以後，就奉主耶穌

的名受洗。6保羅給他們按手，聖

靈就降在他們身上，他們開始說

方言和說預言。7他們約有十二個

人。



(馬可福音1章4-11節)

4照這話，施洗約翰來到曠野，
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5猶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
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
的罪，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



6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

吃的是蝗蟲和野蜜。7他宣講，說：

「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

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

不配。



8我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

靈給你們施洗。」9那時，耶穌從

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在約旦河裏

受了約翰的洗。10他從水裏一上來，

就看見天裂開了，」



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11又有

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

愛子，我喜愛你。」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耶穌是生命的光，也就是真光



東正教將這個混合猶太與希臘文化
色彩的節日定為「基督顯現日」



景星引領東方三博士 耶穌在迦拿婚宴行神蹟

耶穌接受洗禮後，接受上帝託付的使命，開始傳道工作



接受上主的託付

創世記1：1-5

使徒行傳19：1-7

馬可福音1：4-7



A.交託之人—主人，也就是授權的人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創1：1)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
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1:28)



誰才是宇宙的主人？





B.託付之人—僕人，也就是受託的人



耶穌履行上帝託付的工作





C.忠於所託
1. 過聖潔生活 (創39:1-23)

「在這家裏沒有人比我更大，除你以外，他也沒
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
能行這麼大的惡，得罪上帝呢？」



C.忠於所託

2. 要盡忠職守 (路12:41-48)



今日，上帝同樣將管理教會的責任
託付給我們，更要求我們每一個
信徒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上都
能持守信仰，並且以我們的生命
見證基督，幫助我們身邊的人都
認識耶穌，得着救恩。



最後，我衷心祝福每一位堂區領袖，
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盼望我們
都能接受上主的託付，不但在信仰
上敬虔愛主，熱心奉獻，以愛待人，
追求過聖潔生活，並且盡忠職守，
成為上主家裏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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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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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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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領袖就職禮：

請本年度堂區領袖站立



68

宣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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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站立的
列位堂區領袖，都是由本堂會眾
所推選出來的，靠賴上帝恩典，
擔任二零二一年度本堂堂區
領袖。一直以來，教會都有
委任信徒分擔不同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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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領導全體會眾完成主所託負的
使命。本堂堂區領袖就是負有
促進教友靈性生活， 傳揚
福音、興旺教會，倡導教友
積極 參與教會，服侍社群的
神聖職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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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將教會教導、宣教服務、領導
信徒成長的責任託付他們，
差遣他們， 並為他們舉行
「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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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領袖受職啟應願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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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接受洗禮
時承諾，要藉着你的祈禱、奉獻、
傳道、服務、見證、促進教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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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們已經被推選擔任本堂
二零二一年度堂區領袖，你們
相信你們是被上帝所呼召，
服事他的教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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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

我們真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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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你們是與主同工的，你們願意在
這職份上盡忠，努力裝備自己
合乎主用，又勤奮盡忠地委身
付出，以生命作眾信徒榜樣嗎？



77

領 袖 :

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們願意

與主同工，作出有生命見證

殷勤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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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你們的職份是與教會使命更新，
信徒成長復興，有著重要的關係。
因此，這是極為神聖的職責。
你們應當時常緊記你們在這職分
上所作的，是會影響著教會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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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帝的國作出貢獻。深信你們
會因做主的受託僕人而喜樂，
知道你們是為主的教會，奉獻
你們的金錢、時間與才幹的。
你們願意與眾信徒同工，成就
這一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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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袖 :

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們應許殷勤
盡責，在一切善德美事上與弟兄

姊妹同心協力，成就主所託付的
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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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回應詞：



82

牧 師：
各位弟兄姊妹，你們是否應許
支持他們，擔任本堂二零二一年
度堂區領袖，在他們所擔任的
職分和一切為上帝的國作出的
貢獻的工作上擁護他們，以禱告
和行動支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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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靠着上帝的幫助，我們應許如此。
我們願意竭盡所能與他們同心
興旺本堂，也願意在他們領導下，
努力委身，事奉主和他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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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主，我們的上帝，你自己設立
教會，支持護祐教會。我們感謝
你呼召你兒女們，分擔你國度的
工作。求主賜給他們恩典，完全
將自己獻上，盡上他們的責任，
為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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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師：
求主賜給他們專誠的心，以主
耶穌作為他們的榜樣，不求自己
的益處。讓他們作眾信徒榜樣，
在分擔上帝的工作時，獻上自己，
好得以進入他的喜樂；



86

牧 師：
在為你教會的工作上，引導他們，
使他們所承担的工作興旺。求你
報答他們的忠心，使用他們，
完成你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裏的
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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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這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

阿們。



會 務 報 告



唱 詩

奉獻全生歌
（普頌405首）



1. 虔誠奉獻我全生，
靜候主命謹遵行；
虔誠奉獻我光陰，
讚美歌聲永不停。



2. 虔誠奉獻我雙手，
主愛驅使勤工作；
虔誠奉獻我雙足，

奉命奔跑美又速。



3. 虔誠奉獻我歌喉，

祇有歌詠君王恩；
虔誠奉獻我舌頭，

時時傳達主聲音。



4. 虔誠奉獻我金銀，
不為私已留分文；
虔誠奉獻我知識，
聽主選擇盡全心。



5. 虔誠奉獻我志願，
不再堅持我私意；
虔誠奉獻我的心，
屬主堪為主寶位。



6. 虔誠奉獻我的愛，
從此傾心愛我主；
虔誠奉獻我自己，
願我萬事都為主。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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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受託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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