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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聚 
 

宣  召 
列隊進堂前，司禱員應因應節期選讀列印於附頁內(18-22 頁)之經句，及可因應處境

需要多選讀一段合宜的經句。 

全體站立。 

 

聖  詩 
在進堂時可唱頌聖詩，或只彈奏進堂樂曲。 

 
悔罪及赦罪 
 

全體跪下。若不選擇跪下，則應站立。 
 

司  禱 現在讓我們承認對上帝和對友鄰的過錯。 
 

靜默片刻。 
 

會  眾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

得罪了祢，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

心愛祢，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求祢憐

憫我們，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使我們樂意遵

行祢的旨意，歸榮耀給祢的聖名。阿們。 
 

牧  師 全能的上帝憐憫你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饒恕你

們所犯的罪，增加你們行善的力量，並藉聖靈的大能，

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會  眾 阿們。 

 
如沒有牧師，會吏或司禱員可使用以下禱文： 
 

願全能慈悲的主赦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有機會改過， 

得蒙聖靈的恩典及安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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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請  
 

司  禱 主啊，開我們的口； 

會  眾 使我們能用口讚美主。 
 

司  禱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會  眾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將臨期各主日適用： 
 

司  禱 我們的王，我們的救主快將降臨。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 
 

聖誕日至顯現日適用： 
 

司  禱 哈利路亞！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哈利路亞！ 
 

顯現節期適用： 
 

司  禱 主已顯出祂的榮耀。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 
 

復活日至升天日前夕可加讀： 
 

司  禱 哈利路亞！主果然復活。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哈利路亞！ 
 

升天日至聖靈降臨日前夕適用： 
 

司  禱 哈利路亞！主基督已升天，進入榮耀的國度裏。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哈利路亞！ 
 

聖靈降臨日適用： 
 

司  禱 哈利路亞！主的靈充滿世界。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哈利路亞！ 
 

聖三一主日適用： 
 

司  禱 聖父、聖子、聖靈，惟一上帝。 

會  眾 來吧，我們崇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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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頌 
全體站立。 

如在復活期，則應誦讀或唱頌《主復活詩》。 

 
皆來頌  詩篇 95:1-7, 96:9, 13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祂，* 

  用詩歌向祂歡呼！ 
 

因耶和華為大神，* 

  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 
 

地的深處在祂手中；* 

  山的高 也屬祂。 
 

海洋屬祂，是祂造的；* 

  旱地也是祂手造成的。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因為祂是我們的上帝；* 

  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 
 

當以聖潔為妝飾敬拜耶和華；* 

  全地要在祂面前戰抖！ 
 

因為祂來了，祂來要審判全地。* 

  祂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祂的信實審判萬民。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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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詩  哥林多前書 5:7-8; 羅馬書 6:9-11; 哥林多前書 15:20-22 
(復活期適用) 
 

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 
 

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 

  只用誠實真正的無酵餅。哈利路亞！ 
 

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 
 

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上帝活着。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哈利路亞！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 

  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 

  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哈利路亞！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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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詩  篇 
 

全體站立。頌唱或誦讀指定詩篇。在每首詩篇後，應同唱或讀《榮耀頌》：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經課一 
 

經課前，讀經員說：第一次經課載在              (卷名和章節)。 

經課後，讀經員說：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同應：感謝上主。 
 

經課後，靜思片刻。 

 
聖  頌 
全體站立。 

可因應節期選讀或唱頌下列其中一首聖頌。 

或可選擇刪去聖頌，在第一次經課後靜默片刻，然後誦讀第二次經課。 
 

我主頌  我祖頌  次經．三童歌 29-34 
 

主我們祖宗的上帝，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榮耀的聖名，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在榮耀的聖殿中，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鑒察深淵的主，坐在基路伯上的主，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在國中坐座的主，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願在穹蒼之上的主，當受稱謝；* 

  讚美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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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頌  通用詩歌：人天同讚歌；主內喜樂歌；諸天敬拜歌 
 

我們讚美主為上帝，認為萬物的主；* 

  普天之下，都敬拜主－無始無終的父。 
 

天和天使，並天上一切掌權的，* 

  都高聲讚美主；* 
 

基路伯和撒拉弗，時常大聲稱頌主，* 

  高唱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軍的主。 
 

主的榮耀威嚴，充滿天地，* 

  有榮耀的眾使徒，都讚美主。  
 

有名望的眾先知，都讚美主，* 

  為道捨命，穿白衣的軍隊，都讚美主。 
 

普世聖教會都承認主－威嚴無量的聖父，* 

  至尊至真的獨一聖子，安慰人的聖靈。 
 

基督是有榮耀的君王，* 

  是聖父無始無終的聖子。 
 

主要成為人身，拯救世人， 

  甘心為童貞女所生。 
 

主既勝了死的苦，就為眾信徒開了天國的門，* 

  主坐於上帝的右邊，和聖父同榮。 
 

我們信主必再降臨，施行審判，* 

  所以求主拯救主的僕人，就是主用寶血所救贖的人。 
 

使我們列在聖徒中，* 

  同享無窮的榮耀。 
 

求主拯救主的百姓，賜福與主的選民，* 

  求主治理我們，扶助我們，直至永遠。 
 

我們天天頌主為大，* 

  我們尊奉主的聖名，永世無盡。 
 

求主保祐我們今天不犯罪，* 

  求主憐憫我們，憐憫我們。 
 

求主施憐恤與我們，因為我們依靠主，* 

  我惟依靠主，求主使我永不羞愧。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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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頌  次經．三童歌 35-66 

通用詩歌：一切美麗光明物歌；大地風光歌 
 

主所造的萬物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的使者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諸天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穹蒼上諸水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的萬軍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日月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天上諸星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雨露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諸天風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火和熱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冬夏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霜露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凍和冷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冰雪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晝夜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光暗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電雲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大地都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山岡都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地上的草木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諸井泉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河海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黥魚和一切水中游泳的生物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空中一切雀鳥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六畜野獸都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世人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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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的眾祭司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主的眾僕人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義人的靈魂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聖潔心謙的人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我們皆當稱謝主；* 歌頌主為至高，永世無盡。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憐憫頌  詩篇 67 
(將臨期及大齋期適用) 
 

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 

  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祢的道路，* 

  萬國得知祢的救恩。 
 

上帝啊，願列邦稱讚祢，* 

  願萬民都稱讚祢！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 

  因為祢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地已經出了土產，* 

  上帝就是我們的上帝，要賜福與我們。 
 

上帝要賜福與我們，* 

  地的四極都要敬畏祂。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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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主頌  路加福音 1:46-55  通用詩歌：我靈揚聲 

(將臨期第四主日適用)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祂顧念祂使女的卑微。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那有權能的，為我成就了大事，祂的名為聖。 
 

祂憐憫敬畏祂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祂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祂趕散了。 
 

祂叫有權柄的失位，* 

  叫卑賤的升高； 
 

叫饑餓的得飽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 

  為要記念亞伯拉罕和祂的後裔。 
 

施憐憫直到永遠，* 

  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說的話。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求主頌  西面頌  路加福音 2:29-32  通用詩歌：我靈之光歌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乃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以色列的榮耀。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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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課二 
 

經課前，讀經員說：第二次經課載在              (卷名和章節)。 

經課後，讀經員說：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同應：感謝上主。 
 

經課後，靜思片刻。 

 
聖  頌 
全體站立。 
 

歡呼頌  詩篇 100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 

  我們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 
 

我們是祂的民，* 

  也是祂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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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頌  撒迦利亞頌  路加福音 1:68-79 
通用詩歌：以馬內利來臨歌、約翰宣言歌、世界真光歌 

(將臨期及大齋期適用) 
 

 

主以色列的上帝是應當稱頌的，* 

  因祂眷顧祂的百姓，為祂們施行救贖。 
 

在祂僕人大衛家中，* 

  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正如主藉着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祂的聖約－* 
 

  就是祂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祂。 
 

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前面，預備祂的道路，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上帝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12 

 

講  道 
 

 

使徒信經 
 

全體站立。 
 

全  體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子， 

因聖靈的能力成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祂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至陰間； 

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祂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我信聖而公的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祈  禱 
 

祈  禱 
 

司  禱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  眾 願主也與你同在。 
 

司  禱 我們要禱告。 
 

會眾跪下(或站立)祈禱。 
 

全  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祢的名被尊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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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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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禱員可用以下其中一式啟應禱文領禱。 

 

(一) 

啟 求主向我們顯出慈悲。 

應 也施恩拯救我們。 
 

啟 求祢使作主工的僕人行為正直。 

應 使祢子民歡樂歌唱。 
 

啟 求祢使天下太平。 

應 只有在祢裏面纔能平安度日。 
 

啟 求祢看顧我們的國家。 

應 引導我們走真理和正義的道路。 
 

啟 求祢使世人都明白祢的聖道。 

應 使萬國都認識祢的救恩。 
 

啟 求祢使我們不忘記有需要的人。 

應 求祢使貧苦人常存着希望。 
 

啟 求祢潔淨我們的心。 

應 並以聖靈支持我們。 

 
 
(二) 

啟 求主拯救祢的百姓，賜福給祢的兒女； 

應 治理他們，扶持他們，從現在直到永遠。 
 

啟 我們天天稱頌祢， 

應 我們永遠讚美祢的名。 
 

啟 求祢保佑我們今天不犯罪。 

應 求祢憐憫我們，憐憫我們。 
 

啟 求祢向我們顯出慈愛和憐憫； 

應 因為我們信靠祢。 
 

啟 主啊，祢是我們的盼望； 

應 我們的盼望就永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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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禱員這時可選讀下列一至多篇祝文，也可使用其他合宜的禱文代禱。 

 

本日祝文 
 

 
 
求平安禱文 

至聖的上帝，一切潔淨的心願，正直的意念，公正的行為，都是從

祢而來：求祢將世上不能給的平安，賞賜我們，使我們能專心奉行

祢的旨意，並且因倚靠祢，不怕仇敵，可以安居樂業，這都是靠着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阿們。 

 
求恩佑禱文 

全能永生的天父，祢已經帶領我們平安到這新的一天；求祢保佑我

們今天不犯罪，也不被困難所壓倒；引導我們，使我們所做的一切

能完成祢的旨意。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求保護禱文 

上帝，祢是平安的根源，並且喜悅人和睦；認識祢就是永生，侍奉

祢就是自由。求祢在仇敵攻擊的時候，保護我們，使我們倚靠祢就

不怕敵人的勢力。這都是靠着為我們死而復生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阿們。 

 

求引領禱文 

天父啊，我們生活、工作，和存在，都在乎主：我們謙卑求主，以

聖靈引導和治理我們，使我們在生活的憂慮和煩惱中，也不會忘記

祢，常常謹記，我們行事為人，主都監察。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而求。阿們。 

 

生活更新禱文 

上帝啊，求祢驅除我們一切不正當的慾望，感動我們的心遵守祢的

法度，引導我們走上平安的道路；這樣，我們在白天樂意遵行祢的

旨意，在夜裏也能歡然感謝主。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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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使命禱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以聖靈治理一切信徒，並將他們分別為聖，求

祢接納我們為全會眾所獻的禱告，使他們在工作和事奉中，都能真

誠服侍祢。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教會使命禱文 
 

永生的上帝，祢曾差遣祢的愛子來到人間，宣告上帝憐愛世人和天

國來臨的好消息。求祢幫助我們，一方面為基督作見證，引人跟隨

祂進入祢的國；一方面也致力改善社會，使祢的國早日完全實現。

阿們。 

 

教會更新禱文 

最慈悲的天父，我們為了祢聖而公的教會祈求：求祢使她充滿真理

與和平。那裏有腐化，求祢潔淨；那裏有過失，求祢更正；那裏有

錯誤，求祢改革；那裏有正義，求祢鞏固；那裏有缺乏，求祢供給：

那裏有分隔，求祢聯合。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為牧區/傳道區禱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治理天地萬物的主，俯聽我們為這所牧區/傳道區

(名稱：  )所獻的禱告。求祢鞏固忠誠的信徒，激發冷淡的教

友，接納悔過的人。求祢賞賜我們這所牧區/傳道區生活所需的一

切﹔也使我們能同心合意傳揚主愛，促進祢的國度。這都是靠着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禱告結束前，可安靜片刻，讓會眾有一段寧靜的時間為自己及其他人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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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謝文 
 

全  體 全能的上帝，賜萬恩的父，為了祢對我們和對萬人的良善

慈愛，我們誠心感謝祢。我們讚美祢，因為祢創造我們，

保護我們，並將今世各樣的福賜給我們。我們特別讚美祢

無比的愛，藉着耶穌拯救世人，並賜給我們受恩的方法，

和榮耀的盼望。求祢使我們認識祢的恩惠，能真誠讚美祢，

不但在口頭上，也在生活上，奉獻自己為祢服務，一生行

聖潔正義的事。這都是靠我們的救主耶穌，但願尊貴、榮

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永世無盡。阿們。 

 
求允禱文 
(聖基所登禱文) 
 

司  禱 全能的上帝，祢賜恩使我們在這時同心禱告。祢曾藉着祢

的愛子耶穌基督應許說，若有兩三個人奉祂的名集合禱

告，祢必在他們中間。現在我們心所願、口所求的，若是

對我們有益，求祢成全，使我們明白祢的真道，得享永生。 

會  眾 阿們。 
 

在主復活日至聖靈降臨日期間，可加上：哈利路亞！。 

司  禱 (哈利路亞！) 我們要頌揚主。 

會  眾 感謝上主。(哈利路亞！) 

 
聖保羅祝文 
 

全  體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團契， 

常與我們眾人同在。阿們。 (哥林多後書 13:14) 
 

聖保羅祝文後可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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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序文 
全體站立。 

司禱員可選讀以下其中一段序文。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6) 
 

凡事感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不可忘記行善的事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的祭是上帝所喜悅的。(希伯來書 13:16) 

 
聖  詩 
全體站立。收集奉獻後，同讀獻禮文： 
 

牧  師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 

會  眾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 

 
祝  福 
 

牧  師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你們，保護你們，直到永遠。 

會  眾 阿們。 
 

如沒有牧師在場，會吏或司禱員誦讀時，則應以「我們」代替「你們」。 

 
宣  佈 

 
聖  詩 
退堂時可唱頌聖詩，或只彈奏退堂樂曲。 

全體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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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頁 

 

宣召經句 
司禱員應因應節期選讀合適的經句，及可因應處境需要多選讀一段合宜的經句。 
 
 

願恩惠、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腓立比書 1:2)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

祢面前蒙悅納。(詩篇 19:14) 
 

求祢發出祢的亮光和真實，好引導我，帶我到祢的聖山，到祢的居所！
(詩篇 43:3)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詩篇 122:1)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求告祂。(以賽亞書 55:6) 

 

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

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

甦醒。(以賽亞書 57:15) 

 

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 
(哈巴谷書 2:20) 
 

上帝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翰福音 4:24)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

意念。(腓立比書 4:6-7))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祢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詩篇 67: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詩篇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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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太福音 3:2) 
 

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

雞叫，或早晨；恐怕祂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着了。(馬可福音 13:35-36) 
 

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

道。(以賽亞書 40:3)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

口說的。(以賽亞書 40:5) 
 
 

聖  誕 
 

不要懼伯！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

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 2:10-1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

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上帝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啟示錄 21:3) 
 

 
 

顯現期 
 

耶和華啊！萬國要來就祢的光；君王要來就祢發現的光輝。 
(以賽亞書 60:3) 
 

我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以賽亞書 49:6b) 
 

萬軍的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

大。在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

中必尊為大。(瑪拉基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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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期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看。(詩篇 51:17)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因為祂

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

的災。(約珥書 2:13) 

 

主－我們的上帝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祂，也沒有聽從耶

和華－我們上帝的話，沒有遵行祂藉僕人眾先知向我們所陳明的律

法。(但以利書 9:9-10)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就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 6:8)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可福音 8:34)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

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 
(路加福音 15:18-19)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

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8-9) 

 
 

聖 週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

祂身上。。(以賽亞書 53:6) 

 
 

受難日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

顯明了。(羅馬書 5:8)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以弗所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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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前夕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祂；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

心裏所求的賜給你。(詩篇 37:7, 4) 

 
 

復活期 
 

主已經復活了；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馬可福音 16:6；路加福音 24:3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篇 118:24) 

 

感謝上帝，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 15:57)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上

帝的右邊。(歌羅西書 3:1)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

穌，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 4:14,16)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着

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 1:3) 
 
 

基督升天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9-20) 

 
 

聖靈降臨日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懇求聖靈降臨，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馬書 5:8) 

 
 

三一主日 
 

聖哉！聖哉！聖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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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期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拉太書 5:25)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上帝在基督裏，就是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

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哥林多後書 5:19)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詩篇 124:8)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20) 

 
 

諸聖日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上帝的眾僕人哪，凡敬畏祂的，無論大小，

都要讚美我們的上帝！(啟示錄 19:5) 
 
 

聖徒日 
 

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歌羅西書 1:12) 
 

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裏的人了。 
(以弗所書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