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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羅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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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聖詩：# 238   讓我們向聖靈禱告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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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民哪， 
你們都當︱聽這話。  

  
眾: 世上一切的居民，無論上流下流，富足︱貧窮， 

      都當︱留心聽。 
 
牧: 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 
      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上帝， 
 
眾: 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  

      只可永遠︱罷休。 

 
牧: 他們行的這道本為自己的︱愚昧，  
      但他們以後的人還佩服他們的︱話語！ 
 
眾: 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 

      死亡必做他們的︱牧者。 

 
牧: 只是上帝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 
      因祂必︱收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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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民哪， 
      你們都當︱聽這話。  
  
眾: 世上一切的居民，無論上流下流，富足︱貧窮，  

      都當︱留心聽。                          (詩 49:7-8,13-14a,15; 應答文: 詩 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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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憐憫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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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歸主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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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詞和本主日共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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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我們禱告： 

        主啊，求賜給我們祢的智慧認出祢在天上所給我們積存

的財寶，因此我們永不絕望，但隨時歡樂並感謝祢豐富的恩

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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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的舊約經文記在傳道書 1:2, 12-14; 2:18-26 

 

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12 我傳道者，在耶路撒冷做過以色列的王。 

13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 

     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14 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2:18 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 

         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 

19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勞碌所得 

      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空。  

20 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絕 

      望。 

21 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碌得來的，卻要留給 

      未曾勞碌的人為份。這也是虛空，也是大患。  

22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什麼 

      呢？  

23 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 

      安。這也是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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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上帝 

      的手。 

25 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 

26 上帝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唯有罪人，上 

      帝使他勞苦，叫他將所收聚的、所堆積的歸給上帝所喜 

      悅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牧：這是主的道。 

眾：感謝上帝。 

回應經文  
 

牧: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 

 

眾: 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  

      他們的言語傳到︱地極。 
                                                         ( 羅 10:15b, 18;賽 52:7b) 

 

牧：本主日的書信記在歌羅西書 3:1-11 

 

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  

事，那裡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    

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  

   帝裡面。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  

   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汙穢、  

   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6  因這些事，上帝的憤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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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憤怒、  

   惡毒、毀謗並口中汙穢的言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  

   為，  

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  

     主的形象。  

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  

     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  

     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牧：這是主的道。 

眾：感謝上帝 

 

 

 

 

 

 

 

 

 

 

牧：本主日的聖福音記在路加福音 1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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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  

     兄長和我分開家業。」  

14 耶穌說：「你這個人！誰立我做你們斷事的官，給  

     你們分家業呢？」  

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  

     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16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17 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  

     辦呢？』  

18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  

     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19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  

     存，可做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  

     吧！」』   

20 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  

     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21 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  

     樣。」  

 

牧：這是主的福音。 

  

 

 

本主日聖詩：# 234  耶穌賜我無限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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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證道題目：耶穌使我們富足 

證道經文：路加福音 12:13-21   

經文討論：                      

1. 你怎麼看待今生的財富？ 

2. 你如何得到天上的財富？ 

 

 

                                       認信 

 

牧：我們用使徒信經承認我們的信仰: 

 

眾：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
聖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
下遇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
獄。第三天從死人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
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
人、死人。 

        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一體、罪得赦 

        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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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奉獻與奉獻詩 

  

 
   

(詩 116:12-1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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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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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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太 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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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民 6:24-26) 

          

   

                
  

         聖詩：# 224   主愛何等長闊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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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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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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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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小問答 

第四部 基督徒問答 

                   馬丁路德博士為前往領受聖餐者所預備的 

在認信和教導十條誡、信經、主禱文、聖洗禮和聖餐禮之
後，牧師可以問，或基督徒可以自己問下面這些問題:  
 

最後要問：你為甚麼想要去領聖餐呢? 

答︱為要更堅定相信基督出於大愛，為我的罪而死；也從祂 

        學習去愛上帝和鄰舍。  

 

是什麼敦促和激勵基督徒常常領受聖餐呢? 

答︱首先是主基督的命令和應許。其次，是人自己迫切的需 

        要。因這緣故，基督的命令，鼓勵，和應許才賜給人。 

 

但你若未覺察這需要，又未渴慕聖餐，你當怎麼辦呢? 

答︱對這樣的人，沒有比這更好的忠告： 

        首先，他要摸摸自己的身體，看看他是否仍然有血有 

        肉。然後他要相信聖經在加拉太書 5 章，羅馬書 7 章中 

        論這事所說的話。 

        第二、他要環顧四周，看看他是否仍然在世界上，並記 

        得到處都是罪惡和煩惱，正如聖經在約翰福音 15-16 章 

        與約翰一書 2 章和 5 章所言。 

        第三、他必然有魔鬼環繞他，並日夜不停地用謊言和致 

        命的危機使他內外不安，正如聖經在約翰福音 8 章和 16 

        章；彼得前書 5 章；以弗所書 6 章；提摩太後書 2 章所 

        描述的境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