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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聖馬太堂 

早禱崇拜禮文 
 

日期：2020 年 10 月 18 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主日 
 

始禮聖詩   

讚美天上君王歌 (普天頌讚第 20 首) 

1.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俯伏主前獻心香︰ 

既蒙赦免，醫治，救拯，你當永遠常稱揚︰ 

阿勒盧亞！阿勒盧亞！高聲讚美永生王。 

2. 因主恩惠，你當頌主，救我列祖憂患中︰ 

現在頌主仍如往日，因主責薄賞賜豐︰ 

阿勒盧亞！阿勒盧亞！高聲稱頌主光榮。 

3. 主如慈父，痛惜我們，知我軟弱撫我躬； 

主手輕輕扶持我們，救我脫離敵手中︰ 

阿勒盧亞！阿勒盧亞！主恩依舊廣而宏。 

4. 天上天使大家拜主，常能目見主慈容 

得勝眾聖大家敬主，普世萬民頌聲同︰ 

阿勒盧亞！阿勒盧亞！偕我同頌主光榮。 
 

宣召 
主禮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勸眾文 

主禮  列位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應當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謙卑

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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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文 

全體  全能至慈悲的天父，我們離開聖道，錯行如失群的羊，我

們常任己意，常縱己慾，違背天父的聖法，當為者不為，

不當為者反為；我們實是軟弱，無力行善。求上帝按照我

主耶穌基督應許世人之恩，憐憫我們犯重罪的人；認罪者，

求主憐憫，悔改者，求主赦免。又求至慈悲的父，使我們

以後尊奉天父，公義待人，安分守己，榮耀天父的聖名。

阿們。 

 

赦罪文 

主禮  全能的上帝，我主耶穌基督的父，不願罪人陷於淪亡，但

願罪人悔改從善，得享永生。上帝曾以權柄賜與牧師，命

牧師向悔罪的子民宣諭，赦免他們的罪，上帝必赦免所有

誠心悔改，信奉福音的人；我們應當懇求上帝，賜我們有

真誠的悔改；並賜聖靈，使我們現今所行的事，蒙主喜悅，

以後為人純全聖潔，至終可得永遠的喜樂。藉賴我主耶穌

基督而求。 

全體  阿們。 
 

主禱文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

日賜給我們。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

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啟應文 

主禮    求主幫助我們開口; 

會眾    使我們能用口讚美主。 

主禮    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會眾    始初如此，現今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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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你們應當讚美主； 

會眾    願主的名得讚美。 
 

聖頌  皆來頌 (詩篇 95:1-7, 96:9,13) 

全體  
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2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用詩歌向他歡呼！  
  3  

因耶和華是偉大的上帝，是超越萬神的大君王。  
  4  

地的深處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屬他。  
  5  

海洋屬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6  

來啊，我們要俯伏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拜。  
7  

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草場的百姓，是他手中 

的羊。 
   8  

當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都要在他面前戰抖！  
9   

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  
10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信實審判萬民。  

但願榮耀歸與聖父、聖子、聖靈；始初如此，現今如此，

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們。 

 

詩篇  詩篇第 96:1-9  

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2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3
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4
因耶和華本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 

當受敬畏。 
5
因萬民的神明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6
有尊榮和威嚴在他面前，有能力與華美在他聖所。 

7
民中的萬族啊，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 

耶和華！ 
8
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拿供物來進入他的

院宇。 
9
當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全地都要在他面前戰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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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榮耀歸與聖父、聖子、聖靈；始初如此，現今如此， 

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們。 
 

經課 

第一次經課 

讀經員 第一次經課記載在以賽亞書 45:1-7  

讀經員 
1
耶和華對所膏的居魯士如此說，他的右手我曾攙扶，使列

國降服在他面前，列王的腰帶我曾鬆開，使城門在他面前

敞開，不得關閉：
2
「我要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

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3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藏的財富

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

上帝。
4
因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我提名召你；

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5
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

的了；除了我以外再沒有上帝。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

束腰。
6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沒有

別的。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的了。
7
我造光，又造暗；施

平安，又降災禍；做成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第二次經課  

讀經員 第二次經課記載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1:1-10 

讀經員 
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父上帝和主耶穌

基督裏的教會。願恩惠、平安歸給你們！ 
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

3

在我們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的工，

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堅忍。
4

上帝所愛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們是蒙揀選的；
5
因為我們的

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不僅在言語，也在能力，也在聖靈和

充足的確信。你們知道，我們在你們那裏，為你們的緣故

是怎樣為人。
6
你們成為效法我們，更效法主的人，因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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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激發的喜樂，在大患難中領受了真道，
7
從此你們作了馬

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8
因為主的道已經從你

們那裏傳播出去，你們向上帝的信心不只在馬其頓和亞該

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話。
9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傳講我們是怎樣進到你們那裏，你們是

怎樣離棄偶像，歸向上帝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
10

等

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上帝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那位救

我們脫離將來憤怒的耶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第三次經課   

讀經員 第三次經課記載在馬太福音 22:15-22 

讀經員 
15

於是，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找話柄來陷害耶穌，
16

就

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人去見耶穌，說：「老師，我們

知道你是誠實的，並且誠誠實實傳上帝的道，無論誰你都

一視同仁，因為你不看人的面子。
17

請告訴我們，你的意

見如何？納稅給凱撒合不合法？」
18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

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
19

拿一個納稅

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幣來給他。
20

耶穌問他們：

「這像和這名號是誰的？」
21

他們說：「是凱撒的。」於

是耶穌說：「這樣，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22

他們聽了十分驚訝，就離開他走了。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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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頌  尊主頌 (路加福音 1:46-55) 

全體  
1  
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2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  

3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4  
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 他的名是聖的。  

5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6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 他趕散心裏妄想的狂傲人。  

7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 叫卑賤的升高。  

8 
他叫飢餓的飽餐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9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不忘記施憐憫，  

10 
正如他對我們的列祖說過， 『憐憫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 

直到永遠。』  

     但願榮耀歸與聖父、聖子、聖靈； 

始初如此，現今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們。 

 

使徒信經 

全體  我信上帝，即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其獨生的聖子，我主耶穌基督； 

我信耶穌為受聖靈感動之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我信耶穌在

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十字架，死而埋葬，降至陰間，

第三日從死復活，升天，坐於全能的上帝聖父之右；後必

自彼處降臨，審判生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赦罪

之恩；我信身死後必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啟應禱文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願主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  我們要祈禱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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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求主施恩救我們。 

主禮  求主保祐一切執政者； 

會眾  求慈悲的主允准我們的祈禱。 

主禮  求主使主所立的聖品人常有善義； 

會眾  求主使主的子民常有喜樂。 

主禮  求主拯救主的子民； 

會眾  救我們脫離身心的危險。 

主禮  求主使現今的世界變為太平； 

會眾  惟有主能賜太平。 

主禮  求主潔淨我們的心； 

會眾  求主的聖靈常在我們之中。 
 

祈禱 

祝文 

主禮  全能永生的上帝，在基督裏，祢曾經在萬國中顯出祢的榮

光：求祢常施憐憫，使祢在世上的教會，能持守堅定的信

仰，承認祢的聖名；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

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阿們。 

 

求安禱文 

主禮  主賜人平安，喜悅人和睦；認識主，乃得永生；事奉主，

方可自由。求主引導我們，一生倚賴主的能力，戰勝世上

一切的艱難危險；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求恩禱文 

主禮  全能無始無終的天父上帝，已經使我們平安到今朝；求主

仍施大能，保祐我們，終日不陷於罪，常行主所歡喜的事；

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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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祈禱 

領禱員  我們要為教會和世界禱告。 

全能的上帝，懇求你使一切承認你聖名的人，都能在你

的真理中合而為一。在你的愛中生活在一起，並在世上

顯明你的榮耀。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領禱員  求你引導本地和所有國家的人，都遵循正義與和平的道

路；叫我們可以互相尊重，為公益服務。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領禱員  求你使我們對你親自創造的大地，都有一顆尊敬的心，

叫我們能夠正確地應用大地的資源去服務他人，將尊貴

榮耀歸與你。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領禱員  求你賜福給一切生活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人，叫我們可以

在他們當中服事基督，像基督愛我們一樣，彼此相愛。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領禱員  求你安慰及醫治身、心或靈性上受苦的人；在他們的困

境中，賜給他們勇氣和盼望，並將你救恩的喜樂帶給他

們。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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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禱員  我們將一切已經去世的人託付給你，求你憐憫他們，願

你對他們的旨意得以成全；我們亦求你叫我們和你所有

的聖徒，都一同有份於你永遠的國。 
靜默 

領禱員  主啊，求你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總結禱文 

主禮  主啊，求你垂聽你子民的禱告；凡我們誠心祈求的，叫我

們都能實在得著，歸榮耀與你的名；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而求。阿們。 
 

感謝文 

全體  全能的主，萬恩的父，將恩惠慈愛賜給我們，以及萬民；

我們無用之僕，特此恭敬虔誠向主感謝。我們稱謝主：創

造我們，保全我們，撫養我們。又特別稱謝主，因為主施

無窮的仁愛，託我主耶穌基督救贖世人，賜我們以受恩的

聖法，使我們可以指望將來的榮耀。復賴我主耶穌基督祈

求主，賜我們以感恩的心，可以真誠感謝主，不但口中讚

美，亦在行事顯明，將自己獻與主，在主面前作工，一生

聖潔公義。但願尊貴榮耀歸與聖父、聖子、聖靈，永無窮

盡。阿們。 
 

求允禱文 

主禮  全能的上帝已經施恩，使我們同心一致祈禱；主曾應許，

若有兩三人奉主的名聚集祈禱，主必應允。現今我們心所

願，口所求，若對我們有益，則求主成全；願主使我們今

世通曉真道，來世得享永生。阿們。 
 

聖保羅祝文 

主禮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在

我們眾人之中。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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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 
 

聖詩     

聽訓歌 (普天頌讚第 289 首) 

1. 親愛的主，人羣的父，饒恕吾眾愚妄， 

正直心腸，再賜一副，清潔之中，尋求服務， 

深深崇拜頌揚。 

2. 從前在敍利亞海濱，漁人聽聞主聲， 

毫無猶豫，毅然應命；求主賜我同樣信心， 

聞召迅速起身。 

3. 當年安息加利利濱，羣山何等安靜！ 

基督向父，屈膝仰覲，與父同嘗靜默永恆， 

用愛解釋分明。 

4. 求主今賜靜默恩露，息我心中萬累， 

將我困苦完全消除，一塵不染，心來陳訴， 

上主平安真美。 

5. 在我火熱的慾念中，被主平安涼澈； 

忘我形骸，潛心供奉，要從地震，烈火，狂風， 

聽主微聲訓敕。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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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聖詩    

永屬上主歌 (普天頌讚第 315 首) 

1. 永屬上主！愛之神，垂聽我眾祈禱聲； 

我願永遠屬於主，從今一直到永生。 

2. 永屬上主！救世君，仰賴主者褔無垠。 

主啊，我眾天上友，護衛我眾不變更。 

3. 永屬上主！生命神，助我戰爭勝敵人。 

道路，真理，與生命，引導我眾登樂境。 

4. 永屬上主！好牧人，保護懦怯眾小羊， 

使之安處庇蔭下，上主慈恩共分享。 

5. 永屬上主！我南針，主之恩澤廣且深， 

供我需求赦我罪，導我前往登天庭。 
 

祝福 

主禮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

直至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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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禮聖詩   

愛傳福音歌 (普天頌讚第 478 首) 

1. 我愛傳揚主福音，講說天上事情， 

講說耶穌的妙愛，講說耶穌光榮。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知福音真實， 

福音滿足我希望，福音加添我力。【副歌】 

2. 我愛傳揚主福音︰看為無上奇珍， 

勝過一切黃金夢，一切新奇事情。 

我愛傳揚主福音︰福音有益我靈， 

如今我來傳給你，便是為這原因。【副歌】 

3. 我愛傳揚主福音︰真有十分興味， 

每次從頭說一回，便覺更加甜蜜。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有多少的人， 

未聞上帝的真道，慈悲救世佳音。【副歌】 

4. 我愛傳揚主福音︰深知福音的人， 

仍舊如饑如渴的，喜歡與人同聽。 

將來眼見主光榮，我必歌唱新聲， 

新聲依舊是當初，我心所愛福音。【副歌】 

【副歌】我愛傳揚主福音，講說耶穌的妙愛， 

講說耶穌的事情，真是非常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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