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顯現後第三主日

合一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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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大哉聖名歌
（普頌43首）



4

1. 大哉聖哉 耶穌之名，

天使均當俯伏，

天使均當俯伏，

奉獻冠冕尊貴光榮，

尊揚祂，尊祂，尊祂， 尊祂，

來尊祂萬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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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殉道聖徒，從主壇前。

向着萬眾招呼 !

向着萬眾招呼，

同來讚美“耶西之條”，

尊揚祂，尊祂，尊祂，

尊祂，來尊祂萬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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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來尊祂 大衛之孫；

大衛曾稱為主，

大衛曾稱為主，

上帝化身神性之人，

尊揚祂，尊祂，尊祂，

尊祂，來尊祂萬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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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普天之下，萬族萬民，

同來向主拜伏，

同來向主拜伏，

同來奉獻一切尊榮。

尊揚祂，尊祂，尊祂，

尊祂，來尊祂萬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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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啊，要時時倚靠他，

在他面前傾心吐意；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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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啟應文



11

主 席：

全能的上主，你派遣了你的聖子
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使世界與你
和好。我們讚美你，為着你所差
派的使者，藉聖靈向各民族宣揚
福音；為着世界各地皆有因祈禱



12

和事奉而聚集在一起，充滿愛的
信仰群體，並為你散居各處的
子民都呼喊你的聖名，我們感謝
你。願你的聖靈在我們中間喚起
在你裏面共融合一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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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上主，我們讚美你，

我們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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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奉耶穌之
名來到你跟前。我們雖曾藉聖靈
得獲更新，卻仍建造圍牆阻隔了
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合一。



15

每當我們以憎恨和蔑視的心對待
別人，願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尋求
上主的寬恕。讓我們真誠地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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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
寬恕得罪我們的人一樣。



17

主 席：

創造萬有的上主，你以你的形像
創造了我們，並藉着你的聖子
耶穌基督救贖了我們。求你以
憐憫垂顧所有的人；剔除影響
我們心靈的傲慢和仇恨；



18

拆除使我們分隔的牆；使我們在
愛內合一。即使我們軟弱，仍能
使我們完成你指派給我們的
使命，使你在各國各族的兒女，
都圍繞你天上的寶座，和諧地
事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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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上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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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賦予生命的聖靈，我們的受造是
為了在你的裏面成為完全，並將
這生命與弟兄姊妹分享。求你在
我們中間喚醒你的慈悲和眷愛，
並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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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在鄰舍中尋求公義，在
我們的家庭中締造和平，對患病
和彌留的人給予安慰，並向有
需要的人分享我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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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上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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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慈愛的上主，我們為教會祈禱。
求你讓教會充滿真理和生命。若
有腐化的，更新我們；若誤入
歧途的，指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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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捨棄宣揚福音的，糾正我們；
若為義作見證，鞏固我們；
若有缺乏，賜予我們；若有
分裂， 使我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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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上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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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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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裏合一歌
（普頌25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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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主垂聽僕人禱告呼聲，

來自天下萬邦萬族萬靈，

在主足前獻上摯愛虔敬，

獻上己身作為活祭犧牲，

我主耶穌是我唯一希望，

主裡合一敬拜在主座旁。
31



2.在昔之日蒙賜聖言真道，

此言此道已經四海傳揚，

福音訊息到處響應呼召，

讚美歌聲不停升達上方，

旭日東升以迄夕陽沉西，

宣揚教會在主裡合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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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主基督永活永恆真道，

星移物換我主卻永不變，

世上沒有更甜更美名號，

別無聲音能安慰我心田，

再次宣告釋放上主之民，

在主愛裡萬眾同德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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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求主教我同心來服事主，

同心盼望那榮耀即來臨，

同心宣揚真道和主話語，

同心獻呈仁愛神聖禮品，

同心堅持先賢信仰貞忠，

同心生活在主永遠愛中。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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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 3章 1-5,10節 舊約 1386 頁

哥林多前書 7章 29-31節 新約 256 頁

路加福音 5章 17-20節 新約 95 頁



(約拿書3章1-5, 10節)

1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說：
2「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把我
告訴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3約拿就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到
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一座極大的城，
約有三天的路程。



4約拿進城，走了一天，宣告說：

「再過四十天，尼尼微要傾覆了！」
5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宣告禁食，

從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
10上帝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

開惡道，上帝就改變心意，原先所

說要降與他們的災難，他不降了。



(哥林多前書7章29-31節)
29弟兄們，我是說：時候不多了。
從此以後，那有妻子的，要像沒有
一樣；30哀哭的，不像在哀哭；
快樂的，不像在快樂；購買的，像
一無所得；31享受這世界的，不像
在享受這世界；因為這世界的局面
將要過去了。



(路加福音5章17-20節)
17有一天，耶穌教導人，有法利賽
人和律法教師在旁邊坐著；他們是
從加利利各鄉村、猶太和耶路撒冷
來的。主的能力與耶穌同在，使他
能治好病人。



18這時，有些人用褥子抬著一個
癱子，要把他抬進去放在耶穌面前，
19卻因人多，找不出法子抬進去，
就上了房頂，從瓦間把他連褥子
縋到當中，在耶穌面前。20耶穌見
他們的信心，就說：「朋友，你的
罪赦了。」。

























你是哪一個？
路5:17-26



第一類人
法利賽人,教法師



17.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他們是從
加利利各鄉村和猶太並耶路撒冷來的…  

法利賽人 - 從不潔中分別出來
敬虔的生活,禱告和禁食
等待上帝的悅納和拯救
猶太社群中受尊重

教法師 - 抄寫,講解





嚴守律法

在旁邊坐著

自以為義

論斷審判



聖經≠審判

聖言=拯救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們饒恕人,就必蒙饒恕
路6:37



自義論斷



第二類人
房內的人



18.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要抬進去放在耶
穌面前,

19.卻因人多,尋不出法子抬進去…

人多：認識耶穌
曾被醫治
得到好處





喜歡聽道

只顧自己

阻礙別人

無法進入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133:1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
猶1:23



顧己礙人



第三類人
癱子之友



19.卻因人多,尋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
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在耶穌面前

迫切：無計可施
不言放棄
滿有信心

行動：創意事工





關愛別人

愛人靈魂

信心行動

連褥子縋下



愛人行動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提後4:2

門徒出去,到處傳揚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
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可16:20



你是哪一個？
路5:17-26



法利賽人-自義論斷
房內的人-顧己礙人

癱子之友-愛人行動



1994年-普立玆新聞攝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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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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務 報 告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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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耶穌普治歌
（普頌281首）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

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南北西東，主治普及，

千秋萬古，悠久無疆。



2. 無盡禱聲，向祂奉獻，

無量頌歌，成祂冠冕；

耶穌聖名，好比馨香，

隨同晨祭，上升於天。



3. 萬方，萬國，萬族，萬民，

不停頌讚妙愛奇恩；

嬰孩亦將同聲歌唱，

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4. 在主治下，人人多福，

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勞人獲得永恆安樂，

貧人獲得豐盈富足。



5. 受造羣生，皆當興起，
超特敬禮向主獻呈；

天使再來高聲歌唱，
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阿們。



殿 樂

顯現後第三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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