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聖餐崇拜 

宣召 
耶穌說：「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會愛他，並且我

們要到他那裏去。」(約翰福音 14:23)  

進堂詩     31    崇拜聖名歌 
1. 有膝都當跪下，崇拜耶穌名，有舌都當承認，他是榮耀君； 
他是太初真道，他是真光明，我們稱他主宰，乃父所歡欣。 

2. 奉了他的命令，萬物始造成，天使始現容顏，天軍始發聲， 
寶座始皆建立，羣星始流行，天空始成統系，萬緒始有倫。 

3. 暫時自己卑微，誕降罪人中，接受世間名字，亦如眾孩童， 
忠心守此名字，聖潔貫始終，最後戴此名字，勝死建奇功。 

4. 歡然舉此名字，藉著人的光，超過各級群靈，達到天中央； 
升上莊嚴寶座，來到父右方，充滿完全平安，天堂榮耀光。 

5. 心中設起寶座，歡迎主降臨，為我洗清污點，驅假留真誠； 
若遇試探攻擊，求主為將領，願依主的旨意，跟主向前行。 

6. 將來主必再臨，藉著父榮光，周圍天軍侍立，歡然同聲唱， 
萬國君王華冕，齊加主頭上，萬民同心承認，主是榮耀王。 
(阿們。)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主禱文 (眾跪) 

全：我等在天上之父。 
啟：願父名被尊為聖， 應：在地上如在天上。 
啟：願父國降臨， 應：在地上如在天上。 
啟：願父旨得成， 應：在地上如在天上。 
啟：我等日用之飲食， 應：今日賜給我等。 
啟：恕我等之罪， 應：如我等恕人之罪。 
啟：不使我等進入誘惑， 應：救我等脫離凶惡。 
啟：因為國度， 應：是父者； 
啟：權柄， 應：是父者； 
啟：榮耀， 應：是父者。 
全：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者，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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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潔心禱文（主禮） 

聖誡啟應文 

啟 請聽我主耶穌基督之言。耶穌曰：主我等之上帝，惟一而已，

爾等應當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爾等之上帝；其次則

愛鄰如己。一切律法及先知之教訓，總結於此二誡矣。 
應 求主憐恤我等，感動我等之心，令我等能守此誡。 

認罪文（主禮） 

列位親愛之兄弟姊妹，我等應在全能之上帝面前，謙恭認罪。 
 (牧師與會眾) 

全能之上帝，我主耶穌基督之父，創造萬物，審判萬人之主，我等向

來存心言語、行事，多有過犯，大得罪上帝，干犯主怒。現今我等悲

傷哀痛，承認自己所犯諸罪；我等因為此罪，懇切痛悔，心內憂傷，

思想我等之過犯，甚覺難堪，如負重擔，擔當不起。求最慈悲之父，

憐恤我等，憐恤我等，為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等從前之罪；

又賜恩與我等，自今以後，改過自新，遵主聖意，以服事主，將尊貴

榮耀，歸於主之聖名；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赦罪文（主禮） 

安慰詞（主禮） 

啟應文 

啟 ： 求主憐憫我等。          
應 ： 求基督憐憫我等。 
啟 ： 願主與爾等同在。       
應 ： 願主與爾之心靈同在， 

祝文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  

全能永生的上帝，求祢加增我們的信德、望德和愛德，使我

們愛慕祢所吩咐的，並且可以得祢所應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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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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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經課  (利未記 19:1-2, 15-18) 

19: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19:2 「你要吩咐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說：你們要成為聖，因為我
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神聖的。 

19:15 「你們審判的時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護貧窮人，也不可看
重有權勢人的臉，總要公平審判你的鄰舍。 

19:16 不可在百姓中到處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鄰舍的性命。我是耶和華。 

19: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承擔罪過。 

19: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你要愛鄰如己。我是耶和華。 

啟 這是上主的道。 
應 感謝上主。 

第二次經課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8) 

2:1 使徒保羅說：「弟兄們，你們自己知道我們來到你們那裏並不

是徒然的。 

2:2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蒙難受辱，這是你們知道的，可是我們還是

靠著上帝給我們的勇氣，在強烈反對中把上帝的福音傳給你們。 

2: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也不是出於污穢，也不是用詭詐。 

2:4 但上帝既然認定我們經得起考驗，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著

傳講，不是要討人喜歡，而是要討那考驗我們的心的上帝喜歡。 

2:5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著

貪心，這是上帝可以作證的。 

2:6-7 我們作為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受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
人求榮耀，反而在你們當中心存溫柔，如同母親哺乳自己的孩子。 

2:8 既然我們這樣愛你們，不但樂意將上帝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

性命也樂意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啟 這是上主的道。 
應 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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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馬太福音 22:34-46) 

會眾同唱 願榮耀歸於上主。 

22:34 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在一起。 

22:35 其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 

22:36 「老師，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22: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22:38 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條誡命。 

22:39 第二條也如此，就是要愛鄰如己。 

22:40 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的總綱。」 

22:41 法利賽人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 

22:42 「論到基督，你們的意見如何？他是誰的後裔呢？」他們說：
「是大衛的。」 

22:43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麼還稱他為主，說： 

22:44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腳下？』 

22:45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後裔呢？」 

22:46 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句話，從那日以後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啟 這是上主的福音。       
會眾同唱 願讚頌歸於基督。 

講道 

尼吉亞信經 (主禮)    我等信獨一之神， 

(牧師與會眾) 

即全能之聖父，創造天地，及一切有形無形之萬物之主。 

我等信獨一之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之聖子，是聖父在萬世之先所生，

是從神所出之神，從光所出之光，從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

是與聖父同體，萬物皆藉聖子而造；聖子為要拯救我等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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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降臨，為聖靈感動之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成為人身，在

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等釘十字架，被害而葬，照聖經之言，

第三日復活，升天，坐在聖父之右；將來復必有榮耀而降臨，

審判生人死人，其國無窮無盡。  

我等信聖靈即是主，是賜生命者，是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

聖子，同是當拜，當稱頌者，眾先知說預言，皆是被聖靈感動；

我等信使徒所立之獨一聖而公之教會；我等信因為赦罪設立之

獨一洗禮；我等望死後之復活，又望來世之永生。阿們。  

獻禮文 (主禮) 

爾等之光，應照耀人前，令人見爾等之善行，榮耀爾等在天上之父。 

奉獻詩     291  神聖純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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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攜救恩  惠然來臨，進入顆顆戰慄心。 

2. 懇求主將  愛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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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潔清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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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免冠  主前拋擲，忘形愛頌驚奇中。阿們。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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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頌 (全體) 

萬物皆從主而來，我等將從主而來者獻與主。阿們。 

代禱 

主禮 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若盡心、盡性、盡意愛主，又愛鄰舍如同    
自己，我們的禱告必蒙垂聽，因為主看到人內心的真誠。 

啟 為每天受到戰爭恐懼威脅的人，特別為歐亞地區正在發生戰爭的  
阿塞拜彊和亞美利亞：求主平息國族間的鬥爭，叫人認識到和平共

處的寶貴，願意攜手合作，建立公義和平的國度。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為變化不斷的天氣，我們禱告上主：求主使大地有合宜的氣候，人

類有保育大自然的決心和毅力，好好治理和運用大地的資源，造福

世界，造福人類。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為國家的興旺，為人民的福祉，為澄明的政治，我們禱告上主：求

主賜中華大地生生不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廣闊的土地上，

栽種心靈，更讓福音得廣傳。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為未信主的人，我們禱告上主：求主൞൞我們的善牧，引領他們，使
他們得進主的羊欄，蒙主照料，在那裏得吃着青青的嫩草，得喝清

甜的溪水。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為貧窮的人和失去工作機會的人൞൞特別疫症當前，我們禱告上主：
求主使他們有工作的能力和機會，對未來有盼望，重視自己的存在，

雖面對各樣困難，仍會看到生命的尊嚴和可貴。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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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為心靈和肉體軟弱的人，特別為(陳彩鳳，蕭惠紋，包文光，     
達韻華，盧佩琼，孫汝欣，卓浩揚，梁春禮夫婦，鄭國輝夫人，

鄭陸夫婦，朱兆平，陳玉燕，關周淑楥，趙美華），我們
禱告上主：求主使他們有堅定的信念，深知主必與他們同在。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為所有在主懷裏安息的人，特別為顏張敬仁女士，我們禱告上主：

求主使他們永恆活在主的國度裏，得着完備的喜樂。 
主啊，求祢憐憫， 

應  垂聽我們的禱告。 

總結禱文 

主禮 主啊，我們因認識和相信聖子耶穌基督，得蒙救贖，求祢賜恩，悅納

我們謙卑的禱告，並開啟我們的心，使我們能真誠服侍祢，做祢託付

給我們的使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應  阿們。 

啟應文 

啟 ： 願主與爾等同在。  
應 ： 願主與爾之心靈同在。 

啟 ： 爾等應當心中仰望主。  
應 ： 我等心中仰望主。 

啟 ： 我等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應 ： 我等感謝上帝，乃理所當然。 
 
（主禮）   

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主聖父，全能永生之上帝，此乃理所當然， 
亦是我等本分所當作。 

所以，我等與天使，并天使長及眾天軍，同聲稱頌主有榮耀之聖

名。常讚美主曰： 

  



13 

三聖哉頌 (全體) 

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軍之主上帝，主之榮光，充滿天地，

願榮耀歸於至上之主。阿們。 

祝聖餅酒禮文（主禮） 

（會眾） 

我等現將自己之身體靈魂獻與主，作合理潔淨之活祭，懇求

主使我等同領聖餐之人，皆蒙主之恩寵天福。我等罪惡甚重，

原不配獻祭於主，但我等現今所行乃份內之事，懇求主歡喜

收納，勿計我等之行為，惟因我主耶穌基督饒恕我等之過犯；

皆賴我主耶穌基督祈求；主耶穌與聖父、聖靈，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世世無盡。阿們。  

羔羊頌 (同唱) 

上帝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等； 
上帝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等； 
上帝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賜我等平安。 

虔受聖餐 

感謝文 (全體) 

全能永生之上帝，我等誠心感謝，因主將聖子我等救主耶穌基

督之聖體寶血，賜與我等領聖餐之人，作我等之靈糧，使我

等確知主喜悅我等，愛惜我等，並承認我等為聯合於聖子奧妙

身體中之肢體，蓋基督之身體即是眾信徒之聖教會；亦使我等深

信，我等藉賴愛子為我等受難遇害之功勞，而得有旨望成為上帝

永遠國度之後嗣。伏求天父施恩，扶助我等，使我等常能居於

聖會中，而遵行主所準備我等當為之善事。但願尊貴，榮耀歸

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之主，世世無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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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歸主頌 (全體) 

但願在天上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主所喜悅之人。我等

讚美主，稱頌主，敬拜主，榮耀主，為主之大榮耀，感謝主上帝，

天上之王，全能之上帝聖父。 

主獨生聖子耶穌基督；主上帝，上帝之羔羊，聖父之聖子，除去

世人罪之主，憐恤我等；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等。除去世人

罪之主，應允我等之祈禱。坐於上帝聖父右之聖子，憐恤我等。 

惟基督獨一為聖，基督獨一為主，惟基督與聖靈，同在聖父榮耀中，

同為至上。阿們。 

祝福 (主禮) 

退堂詩     483  復興主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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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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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懇求復興主工！向衆啟示聖言！ 
願主清潔聖明真理，信心都能看見。(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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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懇求復興主工！我眾拜跪主前； 
懇求恩主此刻便臨，賞賜我們恩典。阿們。 

「歌詞取自《普天頌讚》。承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准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