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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崇拜說明 

 

今天是聖餐崇拜。在聖餐裏，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很親切地來到我們當中，在餅與酒裏，賜給我們
祂真身體與真寶血，為了赦免我們的罪。為了領受
這寶貴的禮物，上帝的道叫我們要預先準備好：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
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
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書 11：
27-29）。  

 

我們不希望任何人「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或
「吃喝自己的罪」。並且，根據哥林多前書第 10-

11 章與其他的經文，我們理解一同領聖餐的人應該
有一致的信仰觀。我們在主裏關心你、看重你。因
此，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來路德會千甲佈道所，我
們請你暫時觀禮，不領聖餐。崇拜後，牧師會很樂
意跟你多談我們領聖餐的理解與做法。我們希望你
可以早日與我們一起領受這寶貴的禮物。  

 

白霈德牧師  

 

路德會千甲佈道所聖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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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聖詩：# 222   三一神與我同住 
 

宣召 
 

牧：奉父、子、聖靈的名。                                     (太二十八 19) 

眾：阿們。 

認罪與赦罪 
 

牧：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 

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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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壹 1:8-9) 

—  靜思上帝的話和自我省察  —  

牧：我們來向父上帝認罪。  

眾：最慈悲的上帝啊，我們承認自己按本性是有罪和不潔淨
的，在思想和言語上，在所做了的事和忽略的事上，得
罪了你。我們沒有全心愛你，也沒有愛鄰舍如同自己。
我們本應今生和永遠受你的刑罰。求你因你兒子耶穌基
督的緣故，憐憫我們、赦免我們、更新我們、引領我
們，使我們樂意順服你的旨意，行走你的道路，以榮耀
你的聖名，阿們。 

牧：全能的上帝出於慈悲，已賜下祂的兒子為你們而死，並
因祂的緣故赦免你們一切的罪。因此我作為受召而立的
基督的僕人，憑著祂的權柄，奉父、子、聖靈的名赦
免你們一切的罪。                                              (約 20:19-23)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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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壇詞 

 
 

牧: 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 
      用琴向我們的上帝︱歌頌。 
  
眾: 祂用雲遮天，為地︱降雨， 

      使草生長在︱山上。 

 
牧: 祂賜食給︱走獸， 
      和啼叫的小︱烏鴉。 
 

眾: 祂不喜悅馬的︱力大， 

      不喜愛人的︱腿快。  

 
牧: 耶和華喜愛︱敬畏祂， 
      和盼望祂慈︱愛的人。 
 

眾: 榮耀歸與聖父，歸與︱聖子， 

並歸與︱聖靈， 

      起初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如此， 

      世世無窮，︱阿們。 

 
牧: 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 
      用琴向我們的上帝︱歌頌。   
                                                      (詩 147: 8-11; 應答文: 詩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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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憐憫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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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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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歸主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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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詞和本主日共禱文 
 

 

 

 

 
 

 

                                   (提後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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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我們禱告： 

        全能、慈悲的上帝，是因著祢的恩典我們能當祢的子民

並給祢所喜悅的侍奉。求使我們憑信心行事、不是憑眼見， 

一直等到我們進入永生。奉靠耶穌基督，祢的兒子，我們的

主，祂與祢和聖靈同是一位上帝，活著掌權，從今時直到永

遠。 

 

眾：阿們。 
宣讀聖經 

 
牧：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的舊約經文記在創世記 15:1-6 

 
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 
   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 
2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什麼呢？ 
   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 
3 亞伯蘭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 
   我的後嗣。」  
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 
    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  
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 
   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牧：這是主的道。 

眾：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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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經文  
 

牧: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 
  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 

 
眾: 義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 詩 34:9, 19)  

 

牧：本主日的書信記在希伯來書 11:1-16 

 
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2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3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話造成的；這  
   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4  亞伯因著信獻祭於上帝，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  
   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上帝指他禮物作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5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上帝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  
   經得了上帝喜悅他的明證。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來  
   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7  挪亞因著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  
   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  
   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  
   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  
   去。  
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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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篷，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經營、所  
     建造的。  
11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  
     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  
12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  
     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  
     客旅，是寄居的。  
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上帝被稱為他們的上帝，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  
     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牧：這是主的道。 
眾：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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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本主日的聖福音記在路加福音 12:22-40 

 

 

 

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  

     憂慮吃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  

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24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上  

     帝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  

25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為什麼還憂慮其餘的  

     事呢？   

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  

     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  

     丟在爐裡，上帝還給它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呢！   

29 你們不要求吃什麼、喝什麼，也不要掛心。   

30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  

     的父是知道的。  

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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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  

33「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  

     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  

     能蛀的地方。  

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哪裡。  

35 「你們腰裡要束上帶，燈也要點著，   

36 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來。他來  

     到叩門，就立刻給他開門。   

37 主人來了，看見僕人警醒，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  

     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  

     伺候他們。   

38 或是二更天來，或是三更天來，看見僕人這樣，那  

     僕人就有福了。   

39 家主若知道賊什麼時候來，就必警醒，不容賊挖透  

     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40 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  
     了。」  

牧：這是主的福音。 

  

 

 

本主日聖詩：# 226  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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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證道題目：天父樂意把祂的國賜給我們 

證道經文：路加福音 12:22-40                          

 

 

                                       認信 

 

牧：我們用尼西亞信經承認我們的信仰: 

眾：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 

之萬物的。 

 

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父
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
神而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
著祂受造；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
馬利亞成了肉身而為人；又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
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埋葬；照聖經的話第三天
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從威榮中降
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
受尊敬，受榮耀。祂曾藉著眾先知說話。我信使徒所
立的獨一聖基督教會。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聖
洗；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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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聖餐會友禮儀 

 

 

禱告 
 

牧：我們要為在耶穌基督裏的上帝子民，並為一切有需要的

人祈求。(提前二 1-4)  

 

 

— 每一段禱告後，說: — 

牧：求主憐憫， 

眾：垂聽我們禱告。 

 

— 結束時，說：— 

 

牧：主啊，我們信賴你的慈悲，將我們代禱的人交託在你手

裏，奉靠你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眾：阿們。 



15 - 

收奉獻與奉獻詩 

  

 
   

(詩 116:12-1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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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禱文與聖哉頌 
 

 

  
   (提後 4:22) 

 

 
 

 
                                                                                                       (西 3:1) 

 

 
                                                                                                           (詩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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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這是好的、是應當的、且是有益的我們隨時隨地，藉 

        著耶穌基督，我們的主揚聲感謝祢，聖潔的主，全能的 

        父，永在的上帝；因基督雖然創造萬有的，卻加上我們 

        的肉身，於童女馬利亞所生。祂為我們的緣故在十字架 

        上受死、復活，因此毀滅死亡、成全祢的旨意，為祢獲 

        得一個聖潔的子民。因此我們同著天使、天使長、天上 

        全群，歌頌尊崇祢榮耀的聖名，永遠讚美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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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3; 太 21:9) 

牧：天地的主啊，你是應得稱頌的，因你已憐憫你所創造

的人，並差遣你獨生愛子成為肉身、背負我們的罪、

作我們的救主。祂在十字架上捨了祂的身體和寶血。

我們以悔改與喜樂的心領受這全然有益的犧牲，所成

就的救恩。 

牧：主啊，我們奉耶穌的名聚集，並記念祂。懇求你，藉

著你的聖道和聖靈赦免、更新、並堅固我們。求使我

們照著祂新約中的邀請，誠心地領受祂的身體、寶

血。我們祈求你從四方招聚我們與所有忠心的聖徒，

一起在祂的國度裏慶祝那無盡的羔羊婚筵。求施恩聆

聽我們的禱告；拯救並保守我們。一切榮耀、尊貴、

和崇拜單歸於你聖父；你與聖子、聖靈是獨一真神，

從今時直到永遠。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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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主啊，求在你的國度裏記念我們，並教導我們禱告: 

眾：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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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我們的債，如同我

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遠，阿們。                                                           (太 6:9-13) 

 

牧：我主耶穌基督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

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吃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

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

們說：『你們拿著喝。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就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罪得赦。你們每逢喝

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太 26:26-28；可

14:22-24；路 22:19-20；林前 1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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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平安和羔羊頌 
 

 

                                                                                       (約 20:19) 

 
 

 
 

 

(約 1:29) 

- 上帝羔羊頌結束後，請弟兄姐妹們主動到聖壇前領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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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先領受耶穌的身體和寶血， 

     然後發給領餐者，如此說：— 

 

牧：拿著吃，這是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真身體，是為你的罪

而捨的。 

牧：拿著喝，這是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真寶血，是為了赦免

你的罪而流的。 

— 遣離領餐者時，牧師說： — 

 

牧：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堅固保守你的身體和靈魂，

直到永生。平安地去吧。 

領餐者：阿們。 

 

 

讓僕人離去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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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路 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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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我們禱告。 
 

牧：全能的上帝啊，我們感謝你，因你用這聖禮更新我

們。我們懇求你開恩，用這聖禮堅固我們對你的信

心，也增加我們彼此相愛的心。奉靠耶穌基督，你

的兒子，我們的主，祂與你和聖靈是一位上帝，活

著掌權，從今時直到永遠， 
 

眾：阿們。 

 

                          祝福 
 

 
 

                             (民 6:24-26) 

          

   

                
  

         聖詩：# 240  基督我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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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福音題經文 

請大家在本週抽空於個人靈修、用餐前禱告或夜晚睡

前誦讀，將上帝的道熟記在心中，成為每日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 

                                 路加福音 12:49-56 

 

 

49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  

     我所願意的嗎？  

50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地迫切呢！   

51 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  

     是，乃是叫人紛爭。   

52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三個人和兩個人  

     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  

53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  

     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  

     婆相爭。」  

54 耶穌又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  

    『要下一陣雨』，果然就有。  

55 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   

56 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  

     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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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路德小問答 

第一部 十條誡 

家長應以簡明的方式教導全家人 

 
 
第一條誡是什麼？ 

答：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這是甚麼意思? 
答：我們應當敬畏、親愛、信靠上帝過於一切。  

 

 

第二條誡是什麼？ 

答：你不可妄稱你主上帝的名。 

 

這是甚麼意思? 

答：我們應當敬畏、親愛上帝，因此就不以祂的名咒詛、起 

        誓、行邪術、說謊、欺騙；但在一切患難中求告祂的 

        名，禱告、頌讚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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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聚會時間及服事表 

日期 時間 證道 主禮 司琴 招待 司獻 清潔 點燭 

8/7 

10:00-11:00 周鼎泰教師 白霈德牧師  魯祺 周教師 張玉絲 周教師 白牧師 

15:00-16:30 周鼎泰教師 胡璜瑛 NA 本週採線上聚會 

20:00-21:00 周鼎泰教師 白霈德牧師  魯祺 周教師 高金城 周教師 白牧師 

8/14 

10:00-11:00 陳昌隆教師 周鼎泰教師 白新晨 周教師 余婷華 周教師 周教師 

15:00-16:30  魯思豪牧師 胡璜瑛 NA 本週採線上聚會 

20:00-21:00 陳昌隆教師  周鼎泰教師  白新晨 周教師 高仁林 周教師  周教師 

8/21 

10:00-11:00 白霈德牧師 周鼎泰教師 白新晨 周教師 張玉絲 周教師 周教師 

15:00-16:30 周鼎泰教師 胡璜瑛 NA 本週採線上聚會 

20:00-21:00 白霈德牧師 周鼎泰教師  白新晨 周教師 高金城 周教師 周教師 

8/28 

10:00-11:00 周鼎泰教師 陳昌隆教師 白師母 周教師 余婷華 周教師 陳教師 

15:00-16:30  魯思豪牧師 胡璜瑛 NA 本週採線上聚會 

20:00-21:00 周鼎泰教師  陳昌隆教師  白師母 周教師 高仁林 周教師 陳教師 

                      固定聚會時間及內容 
日期 時間 內容 聚會情況 

主日學 09:00–09:50   成主(聖經綜覽)&兒主 教會  

主日崇拜 
早崇拜 10:00-11:30、午崇拜 14:00-15:30(中越

雙語)、 晚崇拜 20:00-21:30  
教會 

週一 20:00–21:00 探訪 / 關懷 會友和周圍社區 

週三 10:00–11:30 姊妹查經 網路 

週三 19:30–20:30 禱告會 教會 & 網路 

週五 10:00–11:30 親親寶貝小組 疫情期暫停 

週五 20:00–21:00 
弟兄團契(每月一次) 

伉儷團契(每月一次) 
聯繫中，預備恢復 

         週五   19:30-20:30 姊妹線上讀書會 網路  

週六 
10:00–11:30 

  18:00–20:00 

青少年團契 

香附子小組 

教會 (聯繫預備恢復) 

王克剛府(疫情暫停) 

教牧電話：    主責牧師：白霈德牧師  0975-959-112 

                        駐堂教師：周鼎泰教師  0965-005-856 

宣教部主任：魯思豪牧師  0972-104-524 

教會的證道與其它神學資源在白牧師的證道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ai-

zhengdao/home 與他的 YouTube 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ICjrffp0sSWOxOpQV0fm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ai-zhengdao/hom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bai-zhengdao/hom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ICjrffp0sSWOxOpQV0fm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