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堂

顯現後第二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七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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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唱 詩

信徒歡欣歌
（普頌126首）



1. 基督信徒，歡欣，以囗以心以靈，
請聽我們歡呼聲，
耶穌基督今降生。
牛與馬同來跪拜，
那馬槽中的小嬰孩。

今日主降生，今日主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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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信徒，歡欣，以口以心以靈，
你聽聞無窮大恩，
基督正為此降生！
祂來將天門打開，
讓世人永享主大愛。
主為此降生，主為此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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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信徒，歡欣，以口以心以靈，
再不怕陰間權能，
基督為救世降生；
聽祂召喚你與我，
同享永福近祂寶座。
為救世降生，為救世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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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

我心深知道的。
(詩1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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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啟應文



10

主 席：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因為
你誠然以公平待我們，又看
我們為尊貴，更是我們的力量。



11

會 眾 :

恩慈的主，我們願意以誠實來
回報你的深恩，更忠心事奉你。



12

主 席：

上主的羔羊，耶穌基督，我們
感謝你，因你施行大愛，藉着
你的寶血除去我們一切的罪孽，
重新潔白如雪。



13

會 眾 :

恩慈的主，我們以感恩為祭，
舉起救恩的杯來歌頌你。



14

主 席：

賜下平安，真理的聖靈，我們
感謝你﹐因你指導我們明白
真理。內心得着平安和光明
的確據。



15

會 眾 :

恩慈的主，我們願意接受聖靈
的內住，得着真自由。



16

主 席：

賜下各種恩惠的三一上主，
你使我們凡事富足，具有各種
知識和口才，使我們在恩賜上
一無所缺。



17

會 眾 :

恩慈的主，我們願意以心以誠，
忠心地事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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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主旨歌
（普頌59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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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全主旨意，唯命是遵！

我只是泥土，主是陶人。

隨意陶鑄我，出主匠心，

我唯有恭候，肅靜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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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全主旨意，唯命是遵！

鑒察試煉我，悉我心身，

滌除我污穢，皎白勝雪，

俯伏主腳前，晉竭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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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全主旨意，唯命是遵！

負創力竭時，助我振奮，

惟有主掌管一切權能，

撫摩醫治我，救主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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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全主旨意，唯命是遵！

凡我所言行，以主為本。

主靈充滿我，印記顯明，

使能從我身見主佳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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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3章 1-20節 舊約 377 頁

哥林多前書 6章 12-20節 新約 254 頁

約翰福音 1章 43-51節 新約 140 頁



(撒母耳記上3章1-20節)

1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
耶和華。在那些日子，耶和華的
言語稀少，不常有異象。2那時，
以利在自己的地方睡覺；他眼目
開始昏花，不能看見。3上帝的燈
還沒有熄滅，撒母耳睡在耶和華的



殿內，上帝的約櫃就在那裏。4   

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

「我在這裏！」5他跑到以利那裏，

說：「你叫我嗎？我在這裏。」

以利說：「我沒有叫你，回去睡

吧。」他就回去睡了。



6耶和華又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

來，到以利那裏，說：「你叫我嗎？

我在這裏。」以利說：「我兒，

我沒有叫你，回去睡吧。」7那時

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耶和華的

話也未曾向他啟示。



8耶和華第三次再呼喚撒母耳。
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
「你叫我嗎？我在這裏。」以利才
明白是耶和華呼喚這小孩。 9以利
對撒母耳說：「你回去睡吧。他若
再叫你，你就說：『耶和華啊，
請說，



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回去，仍
睡在原處。
10耶和華來站著，像前幾次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說：
「請說，僕人敬聽！」11耶和華對
撒母耳說：「看哪，我在以色列中
必行一件事，凡聽見的人都必雙耳



齊鳴。12我指著以利家所說的話，
到了時候，必從頭到尾應驗在以利
身上。13我曾告訴他，我必永遠懲
罰他的家，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兒子
作惡，褻瀆上帝，卻不禁止他們。
14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
的罪孽，就是獻祭物和供物，



也永不得贖。』」
15撒母耳睡到天亮，就開了耶和華
殿的門。撒母耳害怕，不敢將異象
告訴以利。16以利呼喚撒母耳說：
「我兒撒母耳！」撒母耳說：「我
在這裏！」17以利說：「他對你說
了甚麼話，你不要向我隱瞞。



你若將他對你所說的話向我隱瞞
一句，願上帝重重懲罰你。」
18撒母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以利，
並沒有隱瞞。以利說：「他是
耶和華，願他照他看為好的去做。」



19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
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20從
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
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



(哥林多前書6章12-20節)
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
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轄制。
13「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
物」；但上帝要使這兩樣都毀壞。
身體不是為淫亂，而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體。14上帝已經使主
復活，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們
復活。15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
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把基督的
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絕對
不可！16你們豈不知道與娼妓苟合
的，



就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主說：
「二人要成為一體。」17但與主
聯合的，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18你們要遠避淫行。人所犯的，
無論甚麼罪，都在身體以外；惟有
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體。



19你們豈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靈
的殿嗎？這聖靈是從上帝而來，
住在你們裏面的。而且你們不是
屬自己的人，20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體上
榮耀上帝。



(約翰福音1章43-51節)
43又過了一天，耶穌想要往加利利
去。他找到腓力，就對他說：「來
跟從我！」44這腓力是伯賽大人，
是安得烈和彼得的同鄉。45腓力找
到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律法
書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



那一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
兒子拿撒勒人耶穌。」46拿但業對
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
嗎？」腓力說：「你來看。」
47耶穌看見拿但業向他走來，就論
到他說：「看哪，這真是個以色列
人！他心裏是沒有詭詐的。」；



48拿但業對耶穌說：「你從哪裏
認識我的？」耶穌回答他說：
「腓力還沒有呼喚你，你在無花果
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49拿但
業回答他：「拉比！你是上帝的
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50耶穌回答他說：「因為我說在
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嗎？
你將看見比這些更大的事呢！」51

他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上帝的使者
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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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詩

我主我神歌
（普頌54首）



1. 耶穌基督，我主，我神，

是我所有整個人生：
我今求主，求主垂聽，

從主居處，沛賜宏恩。
耶穌，我主，我獻寸心，

求主教我愛主更深 !



2. 我來尋主，已覺太遲，
怎樣愛主，纔盡我心？
怎樣宣揚 至高聲譽？
怎樣頌讚 美妙榮名？
耶穌，我主，我獻寸心，
求主教我愛主更深 !

。



3. 自問我生有何可取，
乃蒙主愛這樣溫柔？
我主所賜無邊歡喜，
超過一切所望所求 !
耶穌，我主，我獻寸心，
求主教我愛主更深 !



4. 耶穌為我永遠的歌，
我生一切全歸主有：
我將心靈奉獻耶穌，
主永屬我，我更何求？
耶穌，我主，我獻寸心，
求主教我愛主更深 ! 阿們。

﹗



祝 福 差 遣

同唱「阿們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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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樂

顯現後第二主日崇拜結束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