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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馬太堂 

早禱崇拜禮文 
 

 

日期：2021 年 1 月 24 日 

顯現期第三主日 

 

序樂     
 

宣召經句 

主禮   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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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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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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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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    你們應當讚美主； 

會眾    願主的名得讚美。 
 

 

 

 

 

 

 

 

 

 

 



3 

 

聖頌  皆來頌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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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榮耀於聖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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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2 
全體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因為我的盼望是

從他而來。 
6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庇護所，我必

 不動搖。 
7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於上帝；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

難所都在於上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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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真是虛空，人真是虛假；放在天平裡就必浮起，他們

 一共比空氣還輕。 
10

不要仗勢欺人，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若財寶加增，不

要放在心上。 
11

上帝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了，就是能力屬乎上帝。 
12

主啊，慈愛也是屬乎你，因為你照著各人所做的報應他。 

但願榮耀於聖父、聖子、聖靈；始初如此，現今如此， 

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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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課 

第一次經課  約拿書 3:1-5，10 

讀經員 
1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約拿，說：

2「
起來，到尼尼微大城

去，把我告訴你的資訊向其中的居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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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第二次經課  哥林多前書 7:29-31  

讀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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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第三次經課  馬可福音 1:14-20 

讀經員 
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講上帝的福音，
15

說：

「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
16

耶穌沿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弟弟安得烈

在海上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17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

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18

他們立刻捨了網，

跟從他。
19

耶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的

弟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20

耶穌隨即呼召他們，他們就把父

親西庇太和雇工留在船上，跟從了耶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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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頌  歡呼頌（詩篇 100 篇） 

全體  
1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2
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3
當認識耶和華是上帝！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 

我們是他的民，是他草場的羊。 
4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 

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 
5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 

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但願榮耀於聖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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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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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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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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祢施恩，使我們欣然接受救主耶穌基督的呼召，

去向萬民傳揚祂拯救的好消息，使我們和全世界都能看見

祂所行的奇事的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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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祈禱 

領禱員  天父啊，我們為你聖而公的教會禱告； 

會眾    叫我們可以合而為一。 

領禱員  求你使教會的每一份子都能真心謙卑服事你； 

會眾    叫一切人都能歸榮耀與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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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禱員  我們為一切主教、牧師和會吏禱告； 

會眾    叫他們可以成為你聖道和聖事的忠心執事。 

領禱員  我們為世上萬國一切執政掌權的人禱告； 

會眾    叫人間可以有正義與和平。 

領禱員  求你施恩，教我們大家在所從事的工作中，都能遵行你 

的旨意； 

會眾    使我們的工作能夠在你面前蒙悅納。 

領禱員  求你憐憫被各樣憂傷或困苦所纏繞的人； 

會眾    叫他們可以由他們的苦惱中得拯救。 

◇領禱員 求你賜給離世者永恆的安息； 

◇會眾   叫光明永遠照耀他們。 

領禱員  我們為已經進入喜樂的眾聖徒讚美你； 

會眾    叫我們也有份在你的天國。 

領禱員  我們為自己及別人的需要禱告。 
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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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的面前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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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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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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佈 
 

聖詩     願做主囚歌（普頌 312 首） 

1. 但願做主的囚，因此真得自由； 

但願放下手中的劍，因此戰功能收； 

當我自仗英豪，一生常聞警報； 

當我被囚於主臂間，反得康強安樂。 

2. 未曾尋見救主，我心貧窮軟弱； 

隨風顛倒，逐水飄流，舉動不能沉著； 

未經主繩束縛，不能自由行止； 

既入主愛被縛為囚，纔能永生永治。 

3. 未曾服事救主，我力渺小低微， 

缺乏所需神光，靈火，春風所帶生機； 

未經主力轉移，不能轉移世界， 

未經主氣吹拂，呼噓，旌旗不能展開。 

4. 志願若未屬主，不能為我志願， 

如欲身登寶座為王，必須推辭冠冕； 

如欲穩立不移，抵擋危險戰爭， 

必須緊靠我主懷中，從主尋求生命。 
 

講道 
 



9 

 

奉獻聖詩   剛毅信徒歌 (普頌 359(2)首) 

1. 願眾患難不移，剛毅之信徒， 

一意跟從我主，堅決如當初。 

前行決無阻礙，能使膽怯灰心， 

信徒堅持初志，行主之路程。 

2. 雖或有人迷惑，欲信徒驚恐， 

他們徒自紛紜，信徒更奮勇。 

雖遇強人偉敵，信徒依然戰勝， 

善用主賜權能，行主之路程。 

3. 惟因主賜聖靈，保護眾門人， 

我知行畢世程，必能得生命。 

願我驅除妄想，不因人言驚心， 

朝夕盡力主工，行主之路程。 
 

獻禮頌 

全體  萬物皆從主而來，我們將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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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樂 
聖壇事奉人員及主禮在奏樂聲中列隊退堂。 

 

 

 

 

 

 

 

 

 

《聖經》經文引自《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聖詩選自《普天頌讚》- 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准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