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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主日崇拜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四日早上十時正



序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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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詩

擁戴歌
（普頌42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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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擁戴我主為王，聖羔在寶座上 ;

聽啊 ! 好樂傳遍諸天，

和聲壓倒羣響，

醒啊 !我心同唱，頌祂救恩浩蕩，

歡呼為你受死之主，

千秋萬歲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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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擁戴我主為王，聖潔至尊神子，

跟祂的人快樂擁戴，

因祂亦是人子，

塵世千萬憂傷，一切經祂親嘗，

因祂決心擔負諸累，

羣生得享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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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擁戴我主為王，無對生命之王，

萬邦民族都蒙救渡，

因祂消滅死亡，

快來歌頌歡欣，謝祂特殊宏恩，

因祂一死戰勝萬死，

永生普及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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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擁戴我主為王，座陞諸天之上，

萬靈頌祂奇妙愛名，

萬世尊祂至上，

世界萬國之君，擁戴我主為王，

齊摘華冠，拋擲座前，

擁戴萬王之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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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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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訓

大能者上帝－耶和華已經發言

呼召天下，從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處。
(詩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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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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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上帝所造的全然美麗世界中，

他已經發光了；



12

會 眾 :

願上帝的光照亮大地和

我們的心靈，使我們得見

上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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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我們的上帝要來，有烈火和暴風
四圍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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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願上帝的光亮使我們醒覺，
在這大地上他是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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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上帝呼召上天下地，召集子民
到他那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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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願主引導我們朝向你的光，
回應你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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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上帝要審判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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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眾 :

求主引領我們尋求和追隨你的
光，在你那裏得生命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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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主的光如明亮晨星照耀全地
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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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誦:

光明的主，幫助我們緊緊
跟隨你，使我們的生命得以

更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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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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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純愛歌
（普頌363首）



1. 神聖純愛，超乎萬愛，
天上歡樂降人間！
懇求屈尊居我心中，
超過尋常恩萬般，
耶穌，主是萬愛結晶，
憐憫慈悲集大成 ;
求擕救恩惠然來臨，
進入顆顆戰慄心 。



2. 求將上主慈愛聖靈，
吹入每顆煩惱心 ;
主所應許甜蜜安息，
但願人人得繼承 ;
懇求去掉愛罪心懷，
成全我靈始與終，
信的結果，美如開端，
自由釋放我心衷。



3. 全能神啊！求來救拯，
容我接受主生命，
我心主殿，願主忽臨，
永不，永不離我心，
但願時常頌主事主，
猶如天上眾天軍，
祈禱讚揚，永無停止，
完全愛裏永歡欣。



4. 求主完成再造深恩，
使我清潔無瑕疵 ;
使我能見宏大救恩，
再得歸回主愛裏 ;
願從光榮再進光榮，
身列天班長供奉，
到時冕冠，拋擲主前，
忘形愛頌驚奇中。阿們。



列王紀下 2章 1-12節 舊約 510 頁

哥林多後書 4章 3-6節 新約 273 頁

馬可福音 9章 2-9節 新約 66 頁



(列王紀下2章1-12節)
1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
候，以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往前行。
2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
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留在這裏。」
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



你。」於是二人下到伯特利。3在

伯特利的先知的門徒出來，到以利

沙那裏，對他說：「耶和華今日要

接你的師父離開你，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4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
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留在這裏。」



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

你。」於是二人到了耶利哥。5在

耶利哥的先知的門徒來靠近以利沙，

對他說：「耶和華今日要接你的

師父離開你，你知不知道？」他說：



「我知道，你們不要作聲。」
6以利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
我往約旦河去，你可以留在這裏。」
以利沙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
又指著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離開
你。」於是二人一同往前行。7有五
十個先知的門徒同去，遠遠地站在



他們對面；他們二人在約旦河邊站

住。8以利亞捲起自己的外衣，用來

打水，水就左右分開，二人走乾地

過去。
9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被接去離開你以前，



你要我為你做甚麼，只管求。」

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雙倍

感動我。」10以利亞說：「你求的是

一件難事。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

你若看見我，就必得著；若不然，

就得不著了。」



11他們邊走邊說話的時候，看哪，有

火馬和火焰車出現，把二人隔開，

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12以利沙

看見，就呼叫說：「我父啊！我父

啊！以色列的戰車騎兵啊！」以利

沙不再看見他的時候，就把自己的

衣服撕為兩片。



(哥林多後書4章3-6節)

3即使我們的福音被遮蔽，那只是
對滅亡的人遮蔽。4這些不信的人
被這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使他
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基督
本是上帝的像。



5我們不是傳自己，而是傳耶穌基督

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

僕人。 6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

的上帝已經照在我們心裏，使我們

知道上帝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

臉上。



(馬可福音9章2-9節)

2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約翰，領他們悄悄地上了高山。
他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3衣服放
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人沒有
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4有以利亞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

且與耶穌說話。5彼得對耶穌說：

「拉比，我們在這裏真好！我們來

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亞。」6彼得不知道說

甚麼才好，因為他們很害怕。



7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又有

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

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他！」
8門徒連忙向周圍觀看，不再看見

任何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一起。



9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
「人子還沒有從死人中復活，你們
不要把所看到的告訴人。」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em that preach,
The gospel of peace ,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em that preach,
The gospel of peace.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em that preach,
The gospel of peace,          
And bring glad tidings,



And bring glad tidings,     
Glad tidings of good things,
And bring glad tidings,      
Glad tidings of good things,



And bring glad tidings,      
Glad tidings of good things,
Glad tidings of good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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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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主工歌
（普頌587首）



1. 懇求復興主工 !向眾門徒顯現，

用主大能喚起各心，使主子民聽見 !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降臨，賞賜我們恩典。



2. 懇求復興主工 !高舉寶貴聖名 !

但願主愛在人心中，如火熱烈光明。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降臨，賞賜我們恩典。



3. 懇求復興主工 !向眾啟示聖言 !

願主純正聖潔真理，讓信者能聽見。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降臨，賞賜我們恩典。



4. 懇求復興主工 !沛降聖靈恩霖 !

但願榮耀永歸與主，平安臨到世人。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 !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降臨，賞賜我們恩典。



殿 樂

新春主日崇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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