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丙年(路加年)
主日經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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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 2019 年/丙年（路加年）主日經課表
各牧者或堂會崇拜的同工：平安！
教會年底又告尾聲，這一年要在 2018 年 11 月 25 日基督為王主日後即結束，同
時 12 月 2 日的將臨期第一主日更展開了新的一年（丙年，亦稱為路加年）。隨
信附上來年（丙年）的主日經課表，請牧職會轉發各牧者及同工。今年除了主
日的三代經文（經課及其主題），啟應詩篇外，也附上了宣召與始禮文作為崇
拜開始（預備禮）時使用。此外，也附上了崇拜結束時（差遣禮）的祝禱文，
希望同工更加方便使用。由於 2018 年 12 月 2 日是新的一年（丙年），為同工
預備方便，在此也一併將主日經課資料列出。（日後若有可能，希望定期將新
的崇拜訊息寄上），願新的一年，我們都能有心意更新的崇拜。
主內 龐君華 敬上
目錄
說明
丙年（2018/12/2 將臨期到 2019/11/24 基督為王主日）
甲年主日經課表（2019/12/1—12/29…）
崇拜後的祝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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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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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白色必要時可用金色代替。顯現節後第二到第五主日又作常年期所以用綠色。
2. 日期前打*者，為非主日的節慶，若有崇拜可使用所列的經課。
3. 有（或）時，所列的經課是為提供牧者選擇。
4. 今年衛斯理主日訂於 5/19，依例要交換講台，需以本宗信仰課題為證道主題。
5. 個別若遇到堂慶，建議經課可採用以下經課：創 28:10-22 或代下 7:11-16，詩 84
或 22，弗 2:19-22 或彼前 2:1-5，太 12:1-8 或約 4:19-29
6. 2019 底（12/1）就進入甲年，相關的資料隨附於表後第 20 頁。
7. 宣召主要參《主日感恩祭典》（全）及《普天崇拜》，新《普天頌讚》等資料。
始禮文為筆者按節期、經課編寫。同工可選擇以下方式使用：
a. 開始崇拜時以宣召文作為開始，然後頌唱開會詩歌，在啟應始禮文。
b. 捨棄宣召，直接以始禮文開始，然後頌唱開會詩歌。
c. 以下列問安開作為開始，然後頌唱開會詩歌，在啟應始禮文。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願主也與你同在。
8. 今年多附上了會後（差遣禮）的祝禱文（或祝福文）於第 13 頁，供同工於不同
節期與場合使用。
9. 本表參考以下資料：
 修訂版通用經課（CCT: 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2）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的門徒事工委員會(The General Board of Discipleship )網站
資料
 UMC（美國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Book of Worship UMPH 1992.
 The Methodist Church of Great Britain （英國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Worship
Book. MCGB 1999.
衛理公會牧職會／衛理神學研究院宣教牧養中心宣教支援計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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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會年節

2018
12/2

將臨期
第 1 主日

始禮文

顏 宣召或
色 始禮經文
紫 詩 25：1-3

經課一(以舊約為主)
經課二(以書信為主)
啟應文（回應經課一） 福音經課（路加福音為主）
耶 33:14-16
帖前 3:9-13
大衛公義苗裔必長起來 心裡堅固成為聖潔
詩 25:1-10
路 21:25-36
我的心仰望你
警醒人子將要來到
啟：這是將臨期第一個主日，也是象徵「希望」的主日。

應：我們的希望在上主，以及祂愛子耶穌基督裡。
啟：上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祂應許要施行拯救，成全公義！

應：讓我們點燃第一支紫色的蠟燭，也重燃我們的盼望。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當你的國降臨，祢的話語今日臨到，請將我們

從罪惡的黑暗轉向聖潔的光明，讓我們準備好朝見我們的救
主耶穌基督。阿們。
2018
12/9

將臨期
第 2 主日

始禮文

瑪 3:1-4
腓 1:3-11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 結滿了仁義的果子
路 1:68-79
路 3:1-6
撒迦利亞之歌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啟：這是將臨期第二個主日，也是象徵「和平」的主日。

紫 賽 30：19, 30

應：我們的平安基於我們的上主，以及祂愛子基督耶穌。
啟：施洗約翰以及眾先知提醒我們，要預備好接受上主所賜的平安。

應：讓我們點燃象徵和平的燭光。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當祢的話語在我們當中傳頌時，請潔淨我們的心

靈，好讓祢的愛子耶穌基督再來時，我們已準備好讓祂成為我
們的主！我們的上帝！阿們。
2018
12/16

將臨期
第 3 主日

始禮文

番 3:14-20
腓 4:4-7
應當滿心歡喜快樂
你們要喜樂主已經近了
賽 12:2-6
路 3:7-18
以色列聖者乃為至大
能力比我大的那位要來
啟：這是將臨節期的第三個主日，也是象徵「喜樂」的主日。

紫 腓 4：4-5

應：我們的喜樂全因在上主，以及祂的愛子耶穌基督裡。
啟：喜樂是上主的禮物，我們期待上主的應許與行動。

應：讓我們點燃象徵喜樂的燭光。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我們所仰望等待的上主，祢差派施洗約翰來為祢的兒子預備

道路：當我們聆聽祢話語時，請祢也預備我們，使我們有勇氣說
出真理，渴望公義，並為正義的緣故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受苦，阿
們。
2018
12/23
始禮文

將臨期
第 4 主日

彌 5:2-5a
來 10:5-10
伯利恆必有一位掌權的 我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路 1:46b-55
路 1:39-45
求你使我們回轉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啟：這是將臨節期的第四個主日，也是象徵「愛」的主日。

紫 賽 45：8

應：耶穌將上主的慈愛活化在我們當中，祂也是人類大愛的典範。
啟：基督！我們信靠祢，願活在基督裡，也活在祢的聖愛中。

應：願全地都在上主的聖愛中欣欣向榮。
合：主啊！願祢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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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永恆的上主，當馬利亞和約瑟在等待祢兒子的降生時，我們

也在等待聆聽祢的道，引領我們一同見識這生產之苦，好經歷到
救主耶穌基督的降生，阿們。
2018
12/24

聖誕夜

始禮文

2018
12/25

聖誕節

2018
12/30

聖誕節後第
1 主日

始禮文

賽 9：2-7
多 2：11-14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上帝的恩典已經顯明
詩 96
路 2：1-20
讓全地歡喜快樂
上帝與我們同在
太初有道，道與上主同在，道就是上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
賽 52：7-10
來 1：1-4, (5-12)
白 賽 9：6
地極的人都看見救恩
在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
詩 98
我們
求你使我們回轉
約 1：1-14
道成肉身
路加福音
2:16
撒上 2:18-20, 26
西 3:12-17
白
撒母耳長大耶和華與人 存憐憫、恩慈、謙虛、
越發喜愛他
溫柔、忍耐的心
詩 148
路 2:41-52
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
喜愛他的心一齊增長
白 詩 2：7B

啟：等候上主應許的子民們，你們要歡喜快樂，因為上主已經開啟了祂救
恩的計畫與行動。

應 ：在大衛的城裏，已為我們誕下了救主基督，祂顯明了上主奇妙的愛，
祂揭示了上主行動的奧秘。
啟：祂要經歷我們所經歷的困境，承受我們所難當的。 並要將祂
的百姓從黑暗中救出來。

合 ： 基督已為我們降生，榮耀歸於以馬內利，與我們同在的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聖三一的上主， 聖愛中永恆的 連結：當祢的道被誦讀與宣講
時，萬族萬民將被連結成為一個大家庭；透過以馬內利的誕生，我
們也被呼喚 進入祢神聖的生命 。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
1/6

顯現節
立約主日

始禮文

賽 60:1-6
萬國都來朝見光
詩 72:1-7, 10-14
萬膝都要跪拜
啟：今年我們要緊跟著伯利恆的星光。

白 瑪 3:1

弗 3:1-12
福音給所有人的應許
太 2:1-12
基督向萬國顯現

應：長久以來我們走了許多冤枉的路，被錯誤的星光指引。
啟：今年我們要緊跟著和平、喜樂、仁愛的星光。

應：不再因好其而耽延在冷漠、慾望與擔憂的路上。
合：主啊！你就是那星光，伯利恆的光亮！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永恆的上主，你指引我們尋找你的亮光，亙古長照，雖似微弱，在
黑夜中卻分外清明，當你的話語展開，求你同時賜下力量，讓我們
下定決心緊緊跟隨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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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顯現節後第
一主日
主受洗日

始禮文

賽 43:1-7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
同在
詩 29:1-11
耶和華的聲音發在水上
啟:上主膏立基督要撫慰一切的痛苦；

白 詩 84：9-10

徒 8:14-17
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路 3:15-17,21-22
耶穌受洗

應:來！讓我們崇拜，主，我們的撫慰者。
啟: 上主膏立基督要解開一切的枷鎖；

應: 來！讓我們崇拜，主，我們的釋放者。。
啟: 上主膏立基督要纏裹一切的傷痛；

應: 來！讓我們崇拜，主，我們的醫治者。
啟: 上主膏立基督要拯救一切的困境；

應: 來！讓我們崇拜，主，我們的救贖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永恆的天父，祢在主耶穌受洗的時候與聖靈同證祂是祢的愛

子，藉由水和聖靈重生的我們，聽到祢的話語時，請助我們忠於祢
的呼召，活出祢的兒女的生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20

顯現節後第
2 主日

始禮文

賽 62:1-5
林前 12:1-11
上帝喜悅你如新郎喜悅 恩賜有分別，聖靈卻是
新婦
一位
詩 36:5-10
約 2:1-11
因你殿裡肥甘得以保足 迦拿娶親的筵席
啟:你正為人世間變幻無常的感情而困擾？
應:來！我們崇拜主，祂的愛是信實的。
啟:你正為人粗糙的論斷而困擾？
應: 來！我們崇拜主，祂的判斷是醫治的。
啟:你正為人們自以為義的驕傲而苦惱？
應: 來！我們崇拜主，祂是純然公義的。
合: 我們頌讚上主，祂的愛激發我們的信心，祂的審判使我們得以完全，

綠 詩 60：2

祂的公義使我們純潔。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在基督裡祢使萬事萬物都變成新的：在我們聆

聽祢的聖言時，祢豐盛的恩典轉化了我們的貧乏。因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1/27

顯現節後第
3 主日

始禮文

尼 8:1-3, 5-6, 8-10
眾民側耳而聽律法書的
宣讀
詩 19:1-14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
醒人心
啟：來！崇敬我們的主

綠 太 3：16-17

林前 12:12-31a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互
為肢體
路 4:14-21
耶穌在會堂讀先知以賽
亞的書給會眾聽

應：祂的律法甦醒我靈！
啟：來！崇敬我們的主

應：祂的告白引導我思
啟：來！崇敬我們的主

應：祂的命令喜樂我心！
啟：來！崇敬我們的主

應：我的上主，必賜福給祂的子民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憐憫的天父，在祢愛子裏，祢顯現了對窮人，被擄者，受壓制

者的關注：今日當我們聆聽祢的話語時，請用聖靈恩膏我們，使我
們在生活上顯現祢的旨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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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顯現節後第
4 主日

綠 詩 66：4-5

耶 1:4-10
耶利米受呼召成為先知
詩 71:1-6
求你作我常住的磐石

林前 13:1-13
若能說萬人的方言而沒
有愛卻沒用
路 4:21-30
耶穌不被家鄉接納

啟：不公義似乎已主宰這個世界

始禮文

應：我們的主！我們轉向祢，祢是受壓抑者的庇護
啟：恐懼似乎已宰治我們的心

應：我們的主！我們轉向祢，祢是受驚嚇者的庇護
啟：我們曾為自己鑿了不能蓄水的池子，

應：如今我們要轉向活水的泉源！
合：願主所賜的勇氣充滿我們的心，願主的公義覆蓋受創的大地。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啊，祢讓福音傳揚到地極，並差派祢的使者到萬國萬邦

傳遞好消息，今日當我們頌讀祢的話語時，願聖靈來轉變我們，
差我們到祢為我們所預備的方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2/10

顯現節後第
5 主日

始禮文

綠 詩 95:6-7

賽 6:1-8(9-13)

林前 15:1-11

請差遣我
我是使徒中最小的
詩 138
路 5:1-11
我要向祢的聖殿鞠躬
耶穌呼召使徒得人如魚
啟：這世界發出許多的聲音，要求我們隨之起舞。

應：但我們只聽那至聖者的召喚，只單單頌讚他－聖哉、聖哉、聖哉。
啟：我們只因基督的名聚集，因聖靈而與先賢使徒們同一方向。

合：主啊！因你的緣故，我們要將生命航向水深之處！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永恆的上主，當你的聖道誦讀時，請開我們眼睛，看到你的榮耀；
請開我們的耳朵，聽到你的差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2/17

顯現節後第
六主日

始禮文

綠 詩 25:1-2

耶 17:5-10

信靠主的人像樹
詩1
栽在溪水旁的樹
啟：你們要喜樂，上主的大能已顯現－。

林前 15:12-20
基督已復活
路 6:17-26
祝福窮人，詛咒富人

應：就是帶來生命蛻變的力量的應許，就是復活的大能。
啟：這力量應許貧窮者要得以無慮、飢餓得以飽足、哀傷者得受安慰、受
迫者得到接納…

合：我們要喜樂，上主生命蛻變的力量，就在基督裏，為我們而來到世
上的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生命的源頭，我們的上主，當你的聖道在誦讀與宣講時，請將你那
生命轉變的力量也在我們的生命裏發動，使我們能朝向如你般完全
的生命，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2/24

顯現節後第
七主日

綠 詩 46:1

創 45:3-11,15
約瑟原諒他的兄弟
詩 37:1-11, 39-40
謙虛的人要承受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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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35-38, 42-50
復活的奧秘
路 6:27-38
愛你的仇敵

啟：主啊！請將如你般能愛人的生命賜給我們。

始禮文

應：使我們沒有不能愛的鄰舍，甚至傷害過我們的仇敵。
啟：主啊！請你將饒恕的生命賜給我們。

應：如約瑟的兄弟般，我們也曾被被過你，但你依然饒恕我們。
合：主啊！你的一切旨意本是美好，乃為要保全許多的生命。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慈愛的上主，當你的話語在誦讀與宣講時，願你的聖靈使你的話語
成為我們愛的力量。這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的。
3/3

登山變相主
日

始禮文

出 34:29-35
摩西的臉發光
詩 99:1-9
在他的聖山敬拜上帝
啟：我們的上主是聖潔的上主，

白 詩 96：1，6

林後 3:12-4:2
從主的靈而被轉變
路 9:28-43a
耶穌登山變相

應：我們要聖潔，因為祂是聖潔的。
啟：我們上主是正直的上主，

應：我們要正直，因為祂是正直的。
啟：我們的上主是公義的上主

應：我們要行事公義，因為祂是公義的。
啟：我們的上主是忌邪的上主

應：我們要崇拜獨一的上主，除祂以外再沒有其他的。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聖潔的天父，祢的愛子在榮光中顯現：求賜恩使我等得以親瞻

祂的榮耀；當我們聽見祢的話語時，就能活得更像基督。祂此刻祂
活著並與祢聖父和聖靈一同掌權，同為上主，直到永遠，阿們。
3/6

聖灰日*
(禮拜三)

3/10

大齋期
第 1 主日

始禮文

珥 2:1-2, 12-17
林後 5:20b-6:10
歸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或賽 58:1-12
太 6:1-6, 16-21
上帝選擇的禁食
真實的信仰
詩 51:1-17 祈求憐憫
申 26:1-11
羅 10:8b-13
紫 詩 95：6-7
從埃及被整救出來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詩 91:1-2, 9-16
路 4:1-13
上帝要在你行的一切道 耶穌受試探
路上保護你
啟：永恆的上主啊！願祢護佑我們免受試探；
紫 詩 106：47

應：當我們在曠野時，祢是我們唯一的依靠。
啟：永恆的上主啊！願祢顧念我們的飢渴；

應：當我靈性枯竭時，你的話是我們唯一的食糧。
啟：永恆的上主啊！願祢顧念我們的軟弱。

應：當我們迷失在人世的浮華時，讓我們轉向祢的榮耀。
合：我們單單敬拜祢，我們的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我們的救贖主，昔日祢曾帶領祢的百姓經過曠野到應許之

地；今日請祢引領祢的教會，經過今世的曠野，迎向那將要來臨的
榮耀之地。這都是靠祢—我們的父，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主，以及
聖靈—我們的的保惠師，三一之上主的名。阿們。
3/17

大齋期
第 2 主日

紫 太 17:2,5

創 15:1-12, 17-18
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
詩 27:1-14
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
7

腓 3:17-4:1
天上的國民等候救主
路 13:31-35
母雞聚集小雞在翅膀下

啟：上主的子民啊！我們要在此聚集；

始禮文

應：上主召聚我們在祂恩典的翅膀下！
啟：上主的子民啊！我們要在此等候；

應：上主應許要在我們的稱頌中再臨！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滿有憐憫的上主，請恩待我們，當我們偏離了祢的道路時，

願那些緊緊跟隨祢的人，以及祢的道帶領我們回到生命的路上，
使我們一生得以擁抱且不斷地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與祢聖
父並聖靈同掌權，是唯一的上主，直到永遠。阿們。
3/24

大齋期
第 3 主日

始禮文

賽 55:1-9
一切乾渴的當就近水來
詩 63:1-8 上
帝啊我要切切地尋求你
啟：上主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

紫 詩 103：1-3

林前 10:1-13
以色列在雲裡海裡受洗
路 13:1-9
無花果樹的比喻

應：我們俯伏在主前，全心全意順從祂
啟：上主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

應：我們安靜、忍耐、期盼祂的引導
啟：上主的形象非同我們的想像

應：我們期盼、渴望主在生命中顯現
合：上主是我們的挑戰，我們的依靠，我們一切盼望的盼望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悲的上主，當我們聽到祢的話語時，求賜下智慧使我們明

辨祢對我們的旨意，捨下對生命有損的事，專注尋求十字架的道
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3/31

大齋期
第 4 主日

始禮文

紫 詩 91：15~16

書 5:9-12
林後 5:16-21
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 藉著基督我們與他和好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
路 15:1-3; 11b-32
詩 32:1-11
父親原諒小兒子的比喻
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
快樂
啟：我們的主當受頌揚，我們聚集在此要高舉上主的名

應：在我們還不配成為兒女時，上主卻擁抱我們！
啟：我們的主當受頌揚，我們聚集在此要高舉上主的名

應：在我們還不知如何待鄰舍時，上主已為他們擺設了筵席
啟：我們的主當受頌揚，我們聚集在此要高舉上主的名

應：祂使驕傲的降卑，謙卑的升高；祂尋回迷途的人，召喚失落的孩子。
合：主啊！我們要因浪子成為上主的兒女而喜樂，因淪落的人歸鄉而歡
樂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悲的天父，當我們還是迷失，現在罪中的時候，祢就已經先

愛我們。請差遣祢的聖靈教導我們並照亮祢的話語，指引我們歸家
的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4/7

始禮文

大齋期
第 5 主日

紫 詩 27：8-9

賽 43:16-21
耶和華在沙漠開江河
詩 126:1-6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啟：我們不要耽於過去的事

應：也不要沉溺在往時的榮景！
啟：上主要成就一件新的事；
8

腓 3:4b-14
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
大能
約 12:1-8
馬利亞用香膏膏耶穌

應：在受造的世界是新的，在我們的生命中也是新的！
啟：所以我們要忘記背後，向竿而馳，

應：我們要獻上自己，如真哪噠的香膏；
啟：願那芬芳的氣息， 安慰我主的心；

應：就是撫慰那為我們受難的基督。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孕育我們靈性的上主，在祢的愛中有豐富的恩典，此刻請差遣

祈光禱文

祢的聖靈點亮祢的聖言，照亮我們嚮往光明的心。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4/14

棕樹主日

賽 50:4-9a 僕人順從受苦；
詩 31:9-16 我為我的靈魂發聲；
腓 2:5-11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路 22:14-23:56 或 23 :1-49 耶穌的受苦和受死
啟：今日上主要甦醒我們的耳朵，我們要聆聽從基督來的教導；

紫 詩 25：15

始禮文

應：上主以莊嚴的聲音，安慰絕望的心靈。
啟：今日上主要開啟我們的眼睛，我們要看見從基督來的異象；

應：上主以深廣的視域，振奮疲乏的心靈。
啟：今日上主要靈活我們的舌頭，我們要傳揚從基督來的教導；

應：上主以耐心的支持，鼓舞消沉的意志。
合：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我們必要在其中歡喜快樂！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真實與虛己的王，人群中的彌賽亞，今日當我們聆聽祢的道時，

祈光禱文

求祢賜下信心好讓我們認識及愛祢，並尋得緊跟隨祢步往十架的榮
耀之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來 9:11-15
靠著基督寶血贖回永生
約 12:1-11
伯大尼的馬利亞用香膏
膏耶穌
詩 43：1-2A
賽 49:1-7
林前 1:18-31
僕人將救贖帶到各地
基督的十架顯出上帝的
詩 71:1-14
大能與智慧
我從出母胎被你扶持
約 12:20-36
耶穌談到他的死
詩 22：27-28 賽 50:4-9a
來 12:1-3
上帝為僕人辯白
想到基督忍受了十字架
詩 70:1-5
的苦難
上帝啊，因你的拯救高 約 13:21-32
興歡喜
耶穌說他將被出賣
詩 36：5-6
出 12:1-14
林前 11:23-26
耶和華的逾越節
表明主的死
詩 116:1-2, 12-19
約 13:1-17, 31b-35
救恩的杯
基督的服事:洗腳與晚餐
詩 71：1-2
賽 52:13-53:12
來 10:16-25
受苦的僕人
通往上帝的路已開啟
詩 22:1-31
或來 4:14-16；5:7-9
為甚麼離棄我
約 18:1-19:42
耶穌的受難與死
啟：上主是世上的光，在祂裏頭毫無黑暗；

*4/15

聖週一

紫 賽 66：10-11

*4/16

聖週二

紫

*4/17

聖週三

紫

*4/18

聖週四

紫

*4/19

受難日*
禮拜五

黑

始禮文

賽 42:1-9
僕人帶領公義往前
詩 36:5-11
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應：基督是世界的光，是那真光，要照亮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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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但世人卻不認識祂，也不接納祂。

應：凡接納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
兒女！
4/21

復活主日

始禮文

祈光禱文

白 詩 77：13-14

徒 10:34-43
林前 15:19-26
耶穌在第三日復活 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
或賽 65:17-25
或徒 10:34-43
詩 118:1-2, 14-24
約 20:1-18 見到基督的復活
在這一日，這是耶和 或路 24:1-12
華所做的
啟：來自對公義不敢期待，亟需憐憫的世間－
應：我們一同朝拜那使十字架轉變為皇冠的上主。
啟：帶著對死亡號角的恐懼；
應：我們一同敬拜已戰勝死亡的基督。
合：上主啊！我們感謝祢，透過基督祢已完全得勝。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榮耀的天父，藉著讓祢獨生愛子復活，祢打破了死亡和地獄

的枷鎖。請讓祢的教會充滿信心和復活的盼望，並差派祢的聖靈
來照亮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4/28

復活期
第 2 主日

始禮文

徒 5:27-32
我們祖先的上帝使耶穌
復活
詩 150:1-6
讓萬物都讚美主或詩
118:14-29 勝利之歌
啟：在主裡，我們為生命而慶賀；

白 詩 22：26-27

啟 1:4-8
耶穌基督是人中首生的
約 20:19-31
看復活基督的傷痕

應：就是起初上主所造的生命，按上主形象所造的生命！
啟：在主裡，我們為新的生命而慶祝；

應：就是由為我們而生，而死，然後復活的那位所賜的生命！
合：願榮耀歸於復活的主，願讚美歸於使基督復活的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復活的基督，沒有甚麼門能阻礙祢進入。請進入我們敞開的心

門，以祢的聖言向我們說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5/5

復活期
第 3 主日

始禮文

白 路 24：34A

徒 9:1-20
啟 5:11-14
保羅的悔改、受洗、宣 被造物獻給羔羊的詩歌
講福音
約 21:1-19
詩 30:1-12
耶穌向門徒顯現
你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
啟：與我們的主同行，使我們得見來自上天的榮光！

應：領我向高處前進，儘管那光芒使人目盲。
啟：與我們的主同行，使我們得聽來自天上的聲音！

應：領我向高處前進，儘管那聲波是我耳所不能承受。
啟：與我們的主同行，使我們學到生命的功課。

應：領我向高處前進，儘管這功課帶來一番番的試驗。
啟：我們要與主同行到錫安，那座落在佳美處的山城。

應：我們要與主前進到天上的錫安，那是天上榮耀的聖城。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復活的主耶穌，祢讓門徒充滿了勇氣與希望：請也讓我們剛強

壯膽去見證祢復活的生命，此刻請藉著祢的聖言對我們說話。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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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復活期
第 4 主日

始禮文

徒 9:36-43
彼得行神蹟讓大比大從
死裡活過來
詩 23:1-6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啟：見證環繞，上主的救贖之道！

白 彼前 2：2

啟 7:9-17
觀看羔羊前的許多異象
約 10:22-30
上帝應許賜他的羊永生

應：我們穿著潔淨的白袍，面見我們的主！
啟：見證齊聚，上主的救恩之道！

應：我們抹乾淚水，永遠與我們的主同在！
啟：傾倒的聖殿，要被永恆的聖城所取代；

應：失落的生命，要被復活的主所救贖！
合：我們頌讚、榮耀在寶座上的羔羊！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復活的主耶穌，天父羊群的忠實牧人：

當我們領受祢的聖言時，請教導我們分辨祢的聲音，遵循
祢的指引。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5/19

復活期
第 5 主日

始禮文

啟 21:1-6
新天新地
約 13:31-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叫你們彼此相愛
啟：來啊！要抹去我們的眼淚，要告別所有的哀傷，

白 林前 15：57

徒 11:1-18
上帝也賜恩給外邦人
詩 148:1-14
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應：要迎接新的天地，要成為被更新的子民！
啟：現在我們要預備那將要來臨的國，

應：我們要消弭一切的隔膜，要放下我們的成見；
啟：讓我們在上主的恩典中不分你我！

應：此刻我們要貫徹主的命令，就那條新的命令
啟：我們要以上主的愛做為典範，要以祂的關懷作為標準；

應：我們要學習，我們要實踐，我們要彼此相愛。
合：到那日，所有受造的，都要更新，都要讚美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復活的主耶穌，祢的傷痕展示了祢對世人的愛，以及奇妙的復

活生命，求祢此刻開我們的心，讓祢的聖言點燃我們心中的愛。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5/19

衛斯理主日

5/26

復活期
第 6 主日

始禮文

羅 5:1-11
靠基督的血稱義，與上
帝和好
路 12:1-12, 17-20
不要懼怕，你們比麻雀
貴重
徒
16:9-15
啟 21:10, 22-22:5
白 西 3：1
呂底亞與家人受洗信主 有羔羊為城的燈
詩 67:1-7
約 14:23-29 或約 5:1-9
願萬國都快樂歡呼
父因我的名要差聖靈來
啟：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白 林前 15：57

賽 12:1-6
在救恩泉源中歡然取水
詩 130
等候上帝的救贖

應：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祢的救恩
啟：上帝啊！願列邦稱讚祢，願萬民都稱讚祢！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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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上帝啊！願列邦稱讚祢，願萬民都稱讚祢！

應：地已經出了土產；上帝─就是我們的上帝要賜福與我們。
合：上帝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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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復活的主耶穌，請祢幫助教會順服祢的命令，明白祢心所關

懷的方向；今日當我們聆聽祢的聖言時，求讓我們渴慕祢熾熱的
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5/30

基督升天日

始禮文

白 來 9：24

徒 1:1-11
弗 1:15-23
耶穌差遣使徒
看見復活並升天的基督
詩 47
路 24:44-53
上帝在歡呼中升天
耶穌存在在所有時空中
或詩 93 讚美掌權的上帝
啟：主，萬能的上帝阿，祢的作為何等宏偉奇妙。

應：萬國的主啊！祢的道路多麼公正真實，
啟：主阿，誰敢不敬畏祢呢？誰不頌讚祢的名呢？只有祢是神聖的。

應：萬國都要在祢的面前敬拜，因為眾目都看見了祢公義的作為。
啟：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應：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 復活的基督，祢已將復活的身體，高舉到天上的寶座。今日當
我們聆聽祢的聖言，請助我們不斷尋求與事奉祢，直到我們也如祢
般被舉起到天父的身旁，也就是祢在聖靈的榮耀中掌權之處。阿們。
6/2

復活期第七
主日

始禮文

徒 16:16-34
禁卒受洗
詩 97
散布亮光是為義人
啟：所有乾渴的人請來－。

白 彼前 2:9-10

啟 22:12-14,16-17,20-21
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約 17:20-26
基督為門徒的祈禱

應：請喝這生命的活水。
啟：所有飢餓的人請來－

應：請享用這生命的食糧。
啟：主啊！你就是生命的食糧與活水，白白賜給我們，

合：讓我們歡喜地領受你豐盛的賞賜，也為你的緣故，成為世上的食糧。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賜生命的主，當我們聚集在此，請用你的道餵養我們，使我們的生
命成為你的見證。這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的。
6/9

始禮文

聖靈降臨節
(五旬節)

徒 2:1-21
羅 8:14-17
被聖靈充滿
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
或創 11:1-9
是上帝的兒子
上帝摧毀巴別塔
或徒 2:1-21 被聖靈充滿
詩 104:24-34, 35b
約 14:8-17(25-27)
發出你的靈
真理的聖靈
啟：主所造的萬物，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紅 徒 1：11

應：天上的星宿，都當讚美主；太陽和月亮，都當讚美主；
白日和黑夜，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啟：風雲和雨露，都當讚美主，雷電和冰雪，都當讚美主，寒冬
和嚴夏，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應：海洋和陸地，都當讚美主，山岳和江河，都當讚美主，樹木
和花草，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啟：飛鳥和魚蝦，都當讚美主，野獸和牲畜，都當讚美主，男子
和婦女，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應：上帝子民，都當讚美主，主的眾僕人，都當讚美主，
12

義人的靈魂，都當讚美主，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窮盡。
合：我們都當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頌揚主，尊主為大，永無
窮盡。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聖父所差遣的聖靈啊！請向我們展示祢的聖言，並以祢聖潔

的火點燃我們的熱情；願祢賜下信仰的力量給祢的兒女，以愛的
氣息使祢的教會滿有活力，並更新大地的景象。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6/16

聖三一主日

始禮文

羅 5:1-5
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
我們心裡
約 16:12-15
聖靈要引導進入真理
啟：智慧的上主啊！祢的訓示指向正直。

白 徒 1：8

箴 8:1-4; 22-31
智慧喜悅上帝的創造
詩 8:1-8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應：聖靈的上主啊！祢的指引導向真理。
啟：智慧在呼喊：輕忽的人啊！你要謹慎！頑固的人哪！你要留
心！

應：聖靈在工作，使我們為義、為罪，責備自己！
啟：主啊！祢的教導勝過白銀，祢的知識勝過黃金。

應：三一的上主啊！祢的榮耀勝過一切。
啟：我們敬畏祢，祢是一切智慧的開始。

應：我們順服迎接祢，祢一切生命的根基。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 全能永恆的上主，祢啟示自己為聖父、聖子、聖靈，在完美

的聖愛中居住並掌權。請來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6/23

聖靈降靈節
後第 2 主日

始禮文

加 3:23-29
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
戴基督
路 8:26-39
耶穌趕出汙鬼使被鬼附
的人得救
啟：上主的兒女們啊！你們在這裡做甚麼？

綠 詩 28：8-9

王上 19:1-15a
以利亞聽見上主的聲音
詩 42
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
實

應：我們曾為祢大發熱心，我們曾與世上的疏離對抗，如今我們疲
倦，我們孤單。
啟：起來吧！回到你該行的路上吧！世上還未合一，處處仍有藩籬；

應：可是我的心在我裡面煩躁憂悶；
啟：要仰望你的上主，要稱頌祂，以祂為榮。

合：上主啊！願祢的臉光照我，祢是我們的上主，我們的心切切
渴慕祢。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永恆的上主，傷心之人的安慰者，心碎之人的療癒者，請差

派祢的聖靈來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6/30

始禮文

聖靈降靈節
後第 3 主日

王下 2:1-2,6-14
加 5:1,13-25
以利亞被接升天
律法包含在「愛人如己」
詩 77:1-2,11-20
路 9:51-62
你的膀臂贖了你的民
耶穌說來跟從我
啟：為了自由，在聖靈裡基督釋放了我們；

綠 詩 47：1-2

應：為了拯救，在十架上基督救贖了我們；
啟：為了事奉，基督在我們的心中叩門，

應：讓我們負祢的軛，到這世界有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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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就是需要自由、拯救與福音的地方。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請以聖靈的豐富賜給祢的教會，以聖言光照我

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7/7

聖靈降靈節
後第 4 主日

始禮文

王下 5:1-14
加 6:(1-6), 7-16
以利沙醫治乃縵大痲瘋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詩 30
路 10:1-11,16-20
上帝啊我呼求你幫助我 耶穌差遣 70 個人
啟：鄰舍們啊！遠遠地是否聽見，上主的國近了？

綠 詩 48：9-10

應：聖靈所撒的芥菜種籽，已散佈在我們的四週。
啟：來啊！讓我們細心的栽培、澆灌，並且除去雜草；

應：來啊！讓我們歌唱等候，因為種籽必定發芽生長，飛鳥將要在
枝上築巢。
合：因此，我們在信心中歌唱與工作，等候種籽長成大樹，仰望
上主的國完全實現。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創造的主，祢用祢的形象創造我們，願我們在所見的事物及

所聽的聖言上都能思想祢的作為。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7/14

聖靈降靈節
後第 5 主日

始禮文

摩 7:7-17
我要吊起準繩在我民以
色列中
詩 82:1-8
神啊求你起來審判世界
因為你要得萬邦為業
啟：弟兄姊妹們，你們真愛鄰舍嗎？

綠 詩 17：15

西 1:1-14
福音的果實
路 10:25-37
鄰舍撒馬利亞人的比喻

應：你會為負傷者停下腳步，或是從他們身旁走過呢？
合：上主知曉我們為受傷者所流的眼淚。
啟：弟兄姊妹們，你們真的愛上主麼？

應：你曾為祂的喜樂而喜樂，為祂的心痛而痛心麼？
合：上主知曉我們為祂的國所作的禱告。
啟：來啊！我們親近上主，一同學習如何去愛。

應：來啊！我們親近上主，一同學習如何付出自己。
合：上主啊！求祢教導我們如何盡心、盡力、盡意地愛你。我們
的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信實的主，祢的話語永不落空，請差遣祢的聖靈，啟明祢的聖

言。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7/21

始禮文

聖靈降靈節
後第 6 主日

摩 8:1-12
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
因無水
詩 52:1-9
像上帝殿中的青橄欖樹
啟：來！我們要一起崇敬我們的上主；

綠 詩 54：6

西 1:15-28
對基督的讚美
路 10:38-42
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應：祂是我的主，我們是祂的子民；
起：我們用專注的聆聽等候我們的主，

應：我們必然聽到上主的聲音，是起初創世時的真言。
啟：我們用專注的凝視等候我們的主。

應：我們必然看到上主在歷史中的行動
啟：我們用專注的默想等候我們的主

應：我們必然明白上主的救恩何等真實
啟：我要將我的軟弱帶到主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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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祂必醫治、拯救專心等候祂的子民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愛的天父，請讓我們在恩典中學習坐在祢愛子的腳邊，祢的

聖靈在我們心裏點亮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7/28

聖靈降靈節
後第 7 主日

始禮文

何 1:2-10
西 2:6-15(16-19)
上主要何西阿娶淫婦
受洗與他同葬同復活
詩 85:1-13
路 11:1-13
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耶穌教導祈禱
啟：來！我們來到約旦河前洗滌與潔淨。

綠 詩 68：34-35

應：用水給我們施洗吧！天上將為我們而開；
啟：來！我們來到約旦河前用感謝的心讚美上主！

應：用水給我們施洗吧！聖靈將為我們而降；
啟：祂彷彿疾風中降下的鴿子，振翅的聲響迴盪在上主的殿中。

應：尋求上主，向祂叩門的人啊！也迴響在你們的心裡！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祢派聖靈使祢的教會充滿生命與光明，此刻請

來光照祢的聖言，點亮我等生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8/4

聖靈降靈節
後第 8 主日

始禮文

西 3:1-11
穿上新人在知識上漸漸
更新如造他主的形像
路 12:13-21
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
前卻不富足
啟：來啊！我們站在素來保護我們的盾牌前；

綠 詩 70：1，5

何 11:1-11
上帝愛以色列如同母親
詩 107:1-9,43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應：我們一同經歷上主的保守！
啟：來啊！我們站在素來所倚靠的磐石上；

應：我們一同經歷上主的堅固！
啟：來啊！我們站在素來牧養我們的大牧者身旁；

應：我們一同經歷上主的關愛！
合：形塑我們如上主形象的聖靈啊！求祢使我們能夠像我們的
主，保護無助者，支持軟弱者，關懷被棄者。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我們生命之旅朝聖的對象，祢定意將憐憫之門向信靠

祢的人敞開，此刻請祢的聖靈光照祢的聖言，照亮我們前方的路
途。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8/11

聖靈降靈節
後第 9 主日

始禮文

來 11:1-3,8-16
賽 1:1, 10-20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 亞伯拉罕的信心
路 12:32-40
受欺壓的
在天上的財寶
詩 50:1-8, 22-23
上帝的救恩
啟：「你們來！」，我們在此聚集，正是回應上主這個召聚；

綠 詩 74：20-21

應：上主呼喚我們來，要使我們如朱紅般的罪，能白如雪。
啟：讓我們聽從上主的教導，學習行善，尋求和平！

應：讓我們帶著公義，朝見我們的主
啟：因著信，我們看清一切事物終極的真象；

應：因著信，我們看到未來要實現的應許！
合：我們要以感謝獻上為祭，我們要讚美永遠長存，永遠是善的
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榮耀的上主，我們一生的終點就是我們信心所企盼那更美的家

鄉，求祢幫助我們專注尋求祢國度，並差遣祢的聖靈光照祢的聖
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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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來 11:29-12:2
希伯來人的信心
路 12:49-56
我來乃是叫人起紛爭
啟：來啊！向上主歌唱，向我們的主發出頌讚！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84：9-10
後第 10 主日

始禮文

賽 5:1-7 葡萄園被毀壞
詩 80:1-2, 8-19 上帝啊
眷顧這葡萄樹

應：痛苦我們不能遺忘，軟弱我們不能忘懷！
啟：來啊！向上主歌唱，向我們的主發出頌讚！

應：順服我們不能打折，信心我們不能放棄！
啟：煙在風中散去，蠟在火中溶解；

應：邪惡要在上主面前消失，受苦的人要在上主的面前被提升。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愛的上主，為了拯救我們，祢差遣祢的愛子到世上；祢的恩

典常與我們同在，時刻喚醒我們行在祢的良善的旨意中；此刻請祢
賜下聖靈好將祢的聖言點燃在我們的心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8/25

來 12:18-29
耶 1:4-10
耶利米被呼召成為先知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
生上帝的城邑
詩 71:1-6
路 13:10-17
耶和華是我所倚靠的
耶穌在安息日行醫治
啟：我們要安息在上主的聖台前
應：嬰孩安靜在母親的懷裡，我們也安靜在主的和平與公義中。
啟：我們要活生生的在上主的居所中
應：百合花在燦爛中綻放，青青芳草滿山兀自成長。
合：上主使依靠祂的人意外地平安！使祂在聖所裡的福份滿滿。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感謝祢尋找我們並認識我們，請向我們顯現祢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86：1-3
後第 11 主日

始禮文

祈光禱文

對我們生命的旨意。此刻，請差派祢的聖靈來光照祢的聖言。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9/1

來 13:1-8,15-16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
路 14:1, 7-14
擺設筵席請貧窮的、殘
廢的、瘸腿的、瞎眼的
啟：上主的國已近！如今正在邀請與會的筵席；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86：3-5
後第 12 主日

始禮文

耶 2:4-13
以色列離棄上帝
詩 81:1,10-16
上帝以磐石出的蜂蜜讓
他們飽足

應：求主使我的心回轉，預備赴羔羊的筵席；
啟：上主的國已近！祂為窮乏者預備了公義的筵席。

應：求主使我的心回轉，以謙卑的心赴宴。
啟：上主的國已近！祂為一切受造的預備了和平

應：求主使我的心回轉，以平安的靈迎接上主的國。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啊！祢是真理和愛的根源。讓我們以單純與喜樂的心靈裏

合一的敬拜祢，此刻，請求祢差派祢的聖靈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9/8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119:137,124 耶 18:1-11
上帝要形塑以色列
後第 13 主日
詩 139:1-6, 13-18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
認識我

16

門 1-21
保羅請同工腓利門接納
阿尼西謀
路 14:25 -33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
不能作我的門徒

啟：曾經，我們是奴隸，然而上主的道臨到我；

始禮文

應：如今，我在主裡為自由人。
啟：曾經，我有完全的自由，然而上主的道充滿我；

應：如今，我與主緊緊相繫
啟：世界不能再束縛我們

應：在我們在與主的相繫之中，我們喜樂！
啟：為我們付出重價的主，也是我們的陶匠

應：那釘痕的手，召喚我們要重塑我們
合：我們若不撇下所有的來跟隨祂，就不能成為祂的門徒。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仁的上主，此刻請差派聖靈在教會中光在照祢的聖言，點燃

我們的熱情，陶造我們成為祢亦步亦趨的跟隨者。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9/15

耶 4:11-12,22-28
提前 1:12-17
對耶路撒冷的審判
耶穌基督為罪人而來
詩 14:1-7
路 15:1-10
有尋求上帝的？
迷失的羊和失落的錢幣
啟：讚美上主！何等奇異恩典！
應：我曾在迷失，今卻被尋回。
啟：讚美上主！何等慈愛恩典！
應：我曾在背逆，今卻被接納。
啟：讚美上主！何等浩大恩典！
應：我曾陷污穢絕境，今卻安然在避難所！
啟：讚美上主！何等安慰信息！
應：祢仍在尋找、背負、引領在失喪中的人們。
合：如今天上傳歡喜之聲，讓我們與被尋回者一同歡喜。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創造的主，祢的榮耀已圍繞著受造的世界，也顯明在我們的心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51：16-17
後第 14 主日

始禮文

祈光禱文

裏。此刻請差派聖靈在教會中光照祢的聖言，讓我們對活在當下有
新的盼望、想像與動力。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9/22

耶 8:18-9:1
提前 2:1 -7
耶利米為猶大悲哀
一個上帝、一個中保
詩 79:1-9
路 16:1-13
拯救及原諒我們的罪
服事上帝或財富
啟：上主的子民，不要懼怕！上主必從艱頓中救贖我們！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113：1-3
後第 15 主日

始禮文

應：我們是嘴唇不潔的民，但主卻要救我脫離試探的暴風圈。
啟：上主的子民，不要懼怕！上主必從艱頓中救贖我們！

應：我們在愁苦的重擔下曠時已久，但主卻要使我在信心中堅立。
啟：上主的子民，不要懼怕！上主必從艱頓中救贖我們！

應：我們多次放任自己在危險之地，但主卻要領我到可安歇之地。
啟：上主的子民，不要懼怕！上主必從艱頓中救贖我們！

應：我們長年在瑪門與上主間搖擺，但主卻要求我專注事奉！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仁的上主，透過基督祢應許賜下生命，並且叫我們活得更豐

盛。求祢憐憫信得不足的信心。此刻請差派聖靈在崇拜中光照祢的
聖言，讓我們分辨祢的良善旨意，有抉擇的智慧與行動的力量。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9/29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32：1-2
後第 16 主日

耶 32:1-3a,6-15
耶利米買了便雅憫境
內、亞拿突的那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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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6:6-19
追求公義、敬虔、信心、
愛心、忍耐、溫柔

詩 91:1-6,14-16
路 16:19-31
上帝是我的避難所
拉撒路與財主
啟：你們要接近那人所不能接近的，就近榮光中的榮光；

始禮文

應：我們要學習彼此相愛，愛人的人就是活在光明之中。
啟：你們要進到永恆中，在榮光裡，成為光明之子；

應：我們愛我們的主，愛祂的就是活在光中，在那裡毫無黑暗！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神聖的上主，祢是我們的審判與救贖。我們向祢的真理敞開，

接受袮的教導，並堅信祢的愛。此刻請來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10/6

哀 1:1-6
耶路撒冷變為淒涼
詩 137:1-9
巴比倫的河邊追想錫安
啟：來啊！唱出忠誠與公義的歌；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95：1-2
後第 17 主日

始禮文

提後 1:1-14
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路 17:5-10
像一粒芥菜種的信心

應：上主啊！對祢，我們將唱出我們的歌謠！
啟：來啊！說出信心與慈愛的故事；

應：上主啊！為祢，我們將訴說我們的故事！
啟：歌中有父母的慈愛，孩童的眼神；

應：故事中有先知信息的跫音，智慧的傳奇！
啟：有祢，我們的上主，有祢的公義與慈愛，

應：有我，有我們的一生與經歷
合：有感動，有不解；有眼淚，有笑容；上主啊！有對祢聖名的
讚美、歌頌！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信實的上主，祢永恆的愛永不止息，祢的憐憫永無窮盡，請來

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0/13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130：3-4
後第 18 主日

耶 29:1,4-7
上帝對被擄者說話
詩 66:1-12
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

提後 2:8-15
與基督同死必與他同活
路 17:11-19
一個大麻瘋被醫治者回
來歸榮耀與上帝

啟：全地當向上主歡呼，

始禮文

應：我們一起來看祂的作為！
啟：痛苦的人，被綑綁受困人，請聽：

應：苦難的聲音已遠去，
啟：我們要揚聲，為上主的憐憫發聲；

應：到上主的面前來，我們再次成為一個群體，一個感恩的群體
合：為了祢的同在，為祢所賜的信心，我們同唱感恩的詩歌。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愛的天父，請藉由祢的聖言來光照我們的生命，讓我們可以

在祢的創造物裡看到祢的良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0/20

始禮文

耶 31:27-34
提後 3:14-4:5
與以色列所立的約
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
詩 119:97-104
基督耶穌面前
你的話語比蜜更甜
路 18:1-8 寡婦求伸冤
啟：上主傳遞祂的信息，要傳到我們的耳裡。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17：6-8
後第 19 主日

應：主啊！我們單單聽從祢的聲音！
啟：上主傳遞祂的道，要活在現在這苦難的世界中。

應：主啊！我們單單仰望祢，道成肉身的主！
啟：上主要傳遞祂的律法，要刻在我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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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上主啊！我們單單成為祢的子民，活出律法的子民
合：上主啊！我們晝夜呼籲，我們引頸企盼，祢的國快快來臨！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上主，在祢那裏有完全的自由：請將祢的真理指示我們，

此刻，請差派祢的聖靈將祢的聖言烙印在我們的心裏。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10/27

珥 2:23-32
上帝應許恢復以色列
詩 65:1-13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啟：上主大可畏的日子將要展開，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105：1-4
後第 20 主日

始禮文

提後 4:6-8,16-1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路 18:9-14
法利賽人與稅吏的禱告

應：主啊！我們求告祢的名，仰望祢的救恩！
啟：上主的憐憫已經臨到，

應：主啊！求祢憐憫我們！
啟：上主公義的冠冕已經預備，

應：主啊！我等已跑在當跑的路上，正守著祢託付的道。
合：上主啊！願全地都讚美祢，讚美祢直到那日子！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慈憐的上主，請教導我們在變動和不確定的景況中依然忠誠如

祢，此刻，請差派聖靈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弗 1:11-23
上帝使基督為萬有之首
路 6:20-31
論祝福和詛咒
帖後 1:1-4, 11-12
11/3
聖靈降靈節 綠 弗 2:19
在一切逼迫患難中仍存
後第 21 主日
忍耐和信心
路 19:1-10
撒該爬上桑樹要看耶穌
啟：來到主前，讓我們滌淨我們的心靈。
始禮文
*11/1

諸聖節

白 詩 38：21-22

但 7:1-3, 15-18
至高者的聖者
詩 149:1-9 讚
美上帝的良善
哈 1:1-4;2:1-4
義人因信得生
詩 119:137-144
求你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應：來到主前，讓我們潔淨我們的意念。
啟：來！讓我們向上主獻上自己。

應：來！讓我們謙卑在主前。
啟：我們以詩歌、頌讚尋求上主的面。從偏行的己路中轉回。

合：上主必寬恕我們的罪，必醫治受傷的世界。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真理的上主，請差派聖靈光照祢的聖言，當我們聽到祢的話語

被宣講時，向我們揭示祢所賜生命的真理，滋養我們的信心。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11/10

該 1:15b-2:9
帖後 2:1-5,13-17
應許恢復猶大
耶穌基督的再來
詩 145:1-5, 17-21
路 20:27-38
耶和華本為大
撒都該人談復活
啟：讓我們高聲讚美主，讓歌聲直達我主的心─

聖靈降靈節 綠 詩 88：1-2
後第 22 主日

始禮文

應：就是那值得受讚美的上主。
啟：讓我們擊掌讚美主，讓旋律顫動我主的腳蹬。

應：就是那值得信靠的上主
合：上主是永活的主，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主。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聖潔的主，祢的榮耀在每個世代被傳誦。每個世代都因祢的盼
19

望而喜悅，請來光照祢的聖言，啟發我們對盼望的想像。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11/17

賽 65:17-25
帖後 3:6-13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
行善不可喪志
賽 12:1-6
路 21:5 -19
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 因耶穌而受苦
者乃為至大
啟：讓我們高聲讚美主，祂創造新天新地。

聖靈降靈節 綠 耶 29：11-13
後第 23 主日

始禮文

應：沒有眼淚也不再有傷痛。
啟：公義的陽光將永遠照亮。

應：沒有戰爭也無須武器。
合：上主是永恆的主，讓我們讚美祂創造的新天新地。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榮耀的上主，祢以聖靈拂過我們的心間，使受造的我們，發

自內心的喜悅並歌頌祢，此刻請來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11/24

基督為王
主日

始禮文

白 啟 5：12

耶 23:1-6
牧人將要來臨
路 1:68-79
上帝興起全能的拯救者

西 1:11-20
愛子是首生的在一切被
造的以先
路 23:33-43
同釘在十架的兩個犯人

啟：在基督的形象裡，我們被造

應：在基督的靈裡，我們一同崇拜
啟：在基督的身體裡，我們得以重生

應：在基督的愛裡，我們得以復合
啟：來吧！讓我們向上主唱和散那

應：歡迎基督居我生命首位
合：期待普世同享基督神聖的愛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願祢的子民滿懷熱誠服事祢，因祢的愛子彰顯了新的君

王新的典範，此刻請來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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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年)主日經課表(至 2019 年底)
12/1

將臨期
第一主日

詩 25:1-3

紫

賽 2:1-5

羅 13:11-14

戰爭轉變為和平

救贖已近, 要趁早睡醒

詩 122:1-9

太 24:36-44

在上帝殿中的歡喜
救贖突然臨到
啟：我們的主基督將要來臨了！祂必快來到！

始禮文

應：那找不到出路的人將要尋得盼望！。
啟：那背負重擔的人要尋得平安！

應：那被冷落的人要尋得愛！。
啟：那憂傷的人要尋得喜樂！

應：基督再臨的時候將到，現在就是──
合：我們等候，我們定睛觀看，我們驚奇，主啊！願祢快來！
祈光禱文

12/8

將臨期
第二主日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的聖靈啊，請臨在祢的聖言中，也內住在我們的心

賽 30：18

始禮文

祈光禱文

彼此同心

太 3:1-12

義人要發旺
預備主的道路
啟：這是一個紀念生命的季節！
應：當我們憶起為我們而誕生的那一位；我們要讚美！
啟：這是一切重新開始的季節！
應：當我們重新專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我們要頌揚！。
啟：這是我們殷切期待的季節！
應：讓我們期待那位展現聖愛者的呼召；我們要宣揚！
啟：這是我們喜樂慶祝的季節！
合：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願祢快來！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啊，我們祈求祢興起祢平安的力量，當祢揭露聖言

祈光禱文

將臨期
第三主日

帶來公義與和平的統治者

詩 72:1-7, 18-19

始禮文

12/15

靈裏。願聖靈如風將真理吹進我們的心裏，吹散其中一切
的虛妄。使那照亮普世的愛充滿在祢的群體中。聖靈啊，
請來。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羅 15:4-13
紫 賽 11:1-10

腓 4：4-5

的真理時，來到我們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雅 5:7-10
紫 賽 35:1-10
沙漠開花繁盛

耐心等待直到主的來臨

詩 146:5-10

太 11:2-11

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
基督的先導
啟：來啊！我們一同來崇敬祂！
應：祂就是那位過去先知所多方預告的那一位！
啟：來啊！我們一同來崇敬祂！
應：祂就是天使宣告好消息的內容！
啟：來啊！我們一同來崇敬祂！
應：祂就是牧羊人在曠野聽到頌讚的對象！
合：來啊！我們一同來崇敬祂，我們的主基督！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上主我們的救贖主，祢預備馬利亞當祢獨生愛子的母

親，請預備我們的心並光照祢的聖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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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將臨期
第四主日

賽 45：8

祈光禱文

聖誕節夜

詩 2：7B

始禮文

羅 1:1-7

以馬內利的記號

保羅問候在羅馬的教會

詩 80:1-7, 17-19

太 1:18-25

此刻請以祢的聖靈光照我們的生活，活化祢的聖道。這是
一切惟靠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多 2:11-14
白 賽 9:2-7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上帝的恩典已經顯明

詩 96:1-13

路 2:1-20

讓全地歡喜快樂

上帝與我們同在

啟：太出有道，道與上主同在，道就是上主。

12/25

聖誕節

賽 9：6

12/29

聖誕節後第一主
日

路加福音
2:16

始禮文

賽 7:10-16

使你的臉發光
上帝與我們同在
啟：我們一路行向伯利恆！
應：一路思量著先知早先的預言！
啟：我們一路行向伯利恆！
應：應合著天使頌讚的歌聲！
啟：我們一路行向伯利恆！
應：迎接將要將臨這世上的救主！
合：來！我們一起來崇拜，那要降世的新生王！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聚集於此，期待著祢的愛子來臨，

始禮文

*12/24

紫

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來 1:1-4(5-12) 在這末
白 賽 52:7-10 宣告上帝的救恩
詩 98:1-9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 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
約 1:1-14 道成了肉身
樂
白 賽 63:7-9
來 2:10-18
上主親臨拯救以色列
詩 148
上主的榮耀覆蓋天地
啟：上主的應許已實現。

基督使人自由
太 2:13-23
無辜嬰孩受害

應：新的盼望已賜下。
啟：上主之子已降生。

合：讓我們讚美與敬拜上主的智慧與作為，等候他繼續行奇妙得
大事。

祈光禱文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應：永恆的的上主，我們喜樂地聚集在此，願你的道開啟我們的
心靈，得以親嘗你救恩的喜樂。這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的。

差遣禮（崇拜結束）的祝禱文
教會節期用祝福文


將臨節

基督正義的陽光照亮你們，又把你們路前的黑暗驅散，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
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們。


聖誕節

基督，上帝聖子，以天國的福音使你們滿心歡樂，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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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們。


顯現節

願藉著道成肉身使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歸於一的主，也以祂的榮光、喜樂與
平安充滿你們，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
阿們。


大齋期

基督賜恩給你們在聖潔的生活上長進，能捨棄自己，揹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隨基
督，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們。


受難期

受釘十架的基督吸引你們歸向他，使你們在他裡面找到立場堅定的信仰，穩固可
靠的盼望，赦免罪過的確據，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
直到永遠，阿們。


復活期

賞賜平安的上帝，已經使我們的主耶穌，就是那群羊的大牧人，從死裡復活；也
使你們在各樣善工上，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們。


升天節

基督我們的主，使你們已忠心又堅強遵行他的旨意，這樣你們就可與他在榮耀裡
一起統治。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們。


五旬節─聖靈降臨節

真理的聖靈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真理，又賜恩給你們，承認耶穌基督是主；並且宣
揚上帝的聖道和作為。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
永遠，阿們。


三一主日

聖三位一體的上帝，使你們在信心和愛心上堅強起來，在各方面保衛你們，又在
真理和平安裡引領你們。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
到永遠，阿們。


基督為王主日

願你們忠心、坦然無懼地跟隨我們的主基督，因為天父已將天上地上所有權柄的
都賜給祂了。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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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合一

基督是好牧人，他為群羊捨命，使你們和一切聽從他的呼喚的人，都成為一群，
歸入一欄(圈)。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直到永遠，
阿們。
一般祝福文
願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使你們曉得敬愛上帝和他的
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
直到永遠，阿們。
聖保羅祝福文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臨後 13:14）
願上帝，那希望的泉源，因著你們對他的信心，使你們充滿喜樂、平安，也使你
們的希望，藉著聖靈的能力，不斷地增加。（羅 15:13）
願上帝永遠得到榮耀！他能以運行在我們心裡的能力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願他藉著耶穌基督，在教會中得到讚頌，世世無盡！阿們。
（弗 3:20-21）
當崇拜無牧師在場時的祝福
（傳道或會友領袖）啟：願上主賜福給你，保護你。
（全體會眾）

應：願上主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合：願上主向你仰臉，賜你平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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