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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靈，所以敬拜祂的必須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祂。 

 

God is spirit, and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which is truth 

 

πνεῦμα ὁ θεός, καὶ τοὺς προσκυνοῦντας αὐτὸ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καὶ ἀληθείᾳ δεῖ προσκυνεῖν 

約翰福音 4:24 

 

 





⽬目錄  

我們的敬拜禮儀－OUR LITURGY	  ....................................................................................	  1	  

敬拜禮儀－LITURGY 01	  .......................................................................................................	  3	  

敬拜禮儀－LITURGY 02	  .......................................................................................................	  6	  

敬拜禮儀－LITURGY 03	  .......................................................................................................	  9	  

敬拜禮儀－LITURGY 04	  .....................................................................................................	  12	  

敬拜禮儀－LITURGY 05	  .....................................................................................................	  14	  

敬拜禮儀－LITURGY 06	  .....................................................................................................	  16	  

敬拜禮儀－LITURGY 07	  .....................................................................................................	  19	  

敬拜禮儀－LITURGY 08	  .....................................................................................................	  22	  

敬拜禮儀－LITURGY 09	  .....................................................................................................	  25	  

敬拜禮儀－LITURGY 10	  .....................................................................................................	  28	  

敬拜規範原則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	  31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ASRPCI                                                     

	  

ALL	  SAINTS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1	  
 

我們的敬拜禮儀－OUR LITURGY	  

⾃自始基督徒就在主⽇日舉⾏行莊嚴和以神為中⼼心的敬拜。︒幾世紀以來，某些元素就成為

合宜的敬拜神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元素被法典化 (codify) 成為所謂的「敬拜禮儀」

(liturgy)。︒您在聖徒改⾰革者長⽼老會所經歷的，乃是 16 世紀改教運動者們所推⾏行，並

與早期教會相同的慣例。︒ 
 
「敬拜禮儀」幫助我們把焦點放在基督和祂的榮耀上︔；把豐富的聖經經⽂文放在敬拜

者的⾯面前，使他們的⼼心思離開⼈人。︒藉著這樣的「敬拜禮儀」，基督徒參與對神的敬

拜之中，在神的話中聽到神並且回應神，並非僅是⼀一個旁觀者︔；並且轉移我們對這

個世界的專注，使我們盼望來世。︒「敬拜禮儀」把新約和舊約的經⽂文連結在⼀一起，

把舊約中的應許和新約中的應驗在敬拜中展現出來。︒ 
 
「敬拜禮儀」使信徒得安慰： 

• 宣告神的律法，藉著基督的⼀一⽣生、︑被釘⼗〸十架和復活，已經被實現了。︒ 

• 宣告基督的義已經歸算給信徒了︔；並且 

• 每週都提醒信徒神恩典地赦免了我們的罪，以及罪⼈人被⽴立嗣成為神的兒女。︒ 

「敬拜禮儀」的這種安慰不是對所有⼈人的，只會使信徒得著安慰。︒非信徒則會發現

他們與神沒有對的關係，他們仍然受到律法的定罪，聖靈藉此使罪⼈人悔改。︒ 
 
借鑑於基督教教會歷史豐富的傳統，證明了改⾰革宗的敬拜具有下列的特質： 
 
     以神為中⼼心 

敬拜最重要的就是：以神為中⼼心。︒改⾰革宗敬拜的⽬目的是要把三⼀一神的榮耀和其為罪

⼈人所施⾏行的救贖之⼯工的偉⼤大放在敬拜的中央和優先的位置。︒ 
 
     具對話性的 

改⾰革宗的敬拜是神與其⼦子民之間奇妙的對話。︒改⾰革宗敬拜的過程開啟了⼀一個對談：

藉著誦讀律法和福⾳音，神向我們說話︔；我們⽤用讚美和感謝、︑悔改認罪和禱告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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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正式恭敬的  

以⾊色列的聖者，權能的神是威嚴和榮耀的，我們在祂的同在中的喜樂是帶著戰競的

。︒我們認為促進對神的這種認識，最好就是藉著⼀一種具恭謹的形式和莊嚴的喜樂。︒

當我們冒著有⼈人會認為「不夠活潑」，不能滿⾜足其味⼜⼝口的危險之時，我們相信每週

重複地這樣敬拜，會提升認識聖經中所啟⽰示的神的宏偉特質。︒ 
 
     具客觀性的 

因為敬拜主要的⽬目的是要歸榮耀給神，我們的敬拜就沒有把⼈人的需要、︑感覺，或⼼心

願放在主要位置。︒⼀一個通常犯的錯誤就是：純粹⽤用主觀的印象和感覺來評估敬拜。︒

因此，許多⼈人都認為只要是令⼈人感覺好的，就是好的敬拜。︒當然，不是要為主觀的

回應打折扣——我們的確要從主觀上進入敬拜——我們認為敬拜⾸首先和最主要的是

⼀一個活動，⽽而非是⼀一種情感。︒「你在做些什麼︖？」要比「你感覺到什麼︖？」還重要

得多。︒ 
	  
約翰。︒｡索泰爾	  牧師－Rev. John Sawtelle	  

轉譯⾃自: allsaintsreforme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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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1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信神，全能的⽗父，天地的創造者。︒ 

我信耶穌基督，⽗父的獨⽣生⼦子，我們的主︔；祂⾃自聖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

丟彼拉多⼿手下受苦，被釘⼗〸十字架，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祂

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祂將要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和死⼈人。︒ 

我信聖靈、︑獨⼀一的⼤大公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身體復活，並且永⽣生。︒阿⾨門！

《使徒信經》 

§ 問安－Greeting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中必與我們同在。︒｡ 

（約貳 3）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都歸給耶和華！  

2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詩篇 29:1-2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 29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馬太福⾳音 5:33-48 (和合本) 
33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34 

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35 不可

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

的京城；36 ⼜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37 你們的

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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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39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

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40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

，連外⾐衣也由他拿去；41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 有求你的，就

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44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

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45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

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46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

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47 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

⾧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樣。︒｡」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主！我們的神，我們以你的兒⼦子們和僕⼈人們的身分來到你⾯面前，承認我們是⽣生在過

犯和罪惡之中的，並且還繼續犯罪。︒我們違背了你的誡命。︒我們都虧⽋欠了你的榮耀。︒

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你。︒我們沒有去愛我們的鄰舍如同愛我們⾃自

⼰己⼀一樣。︒我們承認⾃自⼰己的罪咎。︒我們正落在你的咒詛和審判之下。︒求你抹去我們的

過犯，洗淨我們的罪惡。︒赦免我們的罪，除盡我們所有的不義。︒主！求你憐憫我們。︒

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所有為了⾃自⼰己的救恩，這樣悔改並且轉向耶穌基督的⼈人，我按⽗父、︑⼦子和聖靈的名宣

告你們的罪被赦免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禱－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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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阿

⾨門！（帖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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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2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信獨⼀一的神，全能的⽗父，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創造者︔； 

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出於光之光，出於

真神之真神，從⽗父⽣生出⽽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祂為我們的救

恩之故，從天降臨，藉著聖靈成為⾁肉身，從童女⾺馬利出⽣生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

為我們被釘⼗〸十字架。︒祂受苦並被埋葬，照聖經第三天復活，並升上⾼高天，坐在⽗父的

右邊。︒祂將在榮耀中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信聖靈，祂是主和⽣生命的賜與者，從⽗父和⼦子⽽而發出，與⽗父和⼦子⼀一同受敬拜和榮耀，

祂曾藉眾先知說話︔；我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我們宣認為赦罪⽽而⽴立的⼀一次

洗禮︔；我望死⼈人復活，並來世⽣生命。︒阿⾨門！ 《尼西亞信經》  

§ 問安－Greeting 

各位蒙呼召，蒙⽗父所愛和蒙耶穌基督所保守的，願平安，憐憫和愛豐富的歸與你們。︒

阿⾨門！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詩篇 34:8-9）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 34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羅⾺馬書 12:9-21  

9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 愛弟兄，要相親相愛；恭敬⼈人，要

彼此推讓；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侍主。︒｡ 12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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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 聖徒有缺乏，要供給；異鄉客，要殷勤款待。︒｡ 14 要

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祝福，不可詛咒。︒｡ 15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17 不要以惡

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8 若是可⾏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9 各位親

愛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步，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 20 不但如此，「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

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21 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主！你是我們的神和創造者，我們在你⾯面前承認我們的罪，我們在許多地⽅方嚴重地

冒犯了你，不僅在外⾯面的⾏行為上，並且在內⼼心的盲⽬目、︑不信、︑懷疑、︑沮喪、︑不耐煩、︑

驕傲、︑貪婪、︑嫉妒、︑憎恨、︑怨恨，和其他罪惡的情緒上冒犯了你。︒ 你是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你也清楚地知道這些，我們深感厭恨。︒我們為這些事悔改，感到歉疚，

並為你愛⼦子耶穌基督之故，全⼼心祈求你的憐憫。︒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耶穌到世上來是要拯救罪⼈人」（提前 1:15） 

每⼀一位像使徒保羅⼀一樣，真實的承認和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按照基督的名，我宣告

你所有的罪被赦免了，並且你在地上，以及在天上和在永恆裡被釋放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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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平安、︑､慈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弟兄們。︒｡ 願所有恆⼼心愛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弗 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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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3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們跟隨教會的諸教⽗父，全體合⼀一贊同並教導我們的信仰︔；我們信獨⼀一的⼦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有完美的神性和⼈人性︔；真神和真⼈人，有⼀一個具理性的靈魂和身體︔；

有與⽗父同本質的神性，有與我們同本質的⼈人性︔；祂的⼈人性與我們相同，但沒有罪︔；

在萬世之先，按照神格從⽗父⽣生出，並且在末後的⽇日⼦子裡，為我們和我們的救恩，按

照⼈人格藉著聖靈從童女瑪利亞⽽而⽣生︔；祂是獨⼀一、︑同⼀一的基督，神的獨⽣生⼦子，我們的

主，具有不可混合、︑不可改變、︑不可分割、︑不可分開的兩個本性︔；兩個本性的合⼀一

並不影響兩個本性上本質的區別，保持了各本性的特質，同存於⼀一位格和同⼀一存活，

不是分割開的兩個⼈人，⽽而是獨⼀一和同⼀一的⼦子，⽗父的獨⽣生⼦子，神的話，主耶穌基督︔；

正如眾先知論到祂⾃自始所宣講的，主耶穌基督⾃自⼰己所教訓我們的 ，諸聖教⽗父的信

經所傳給我們的。︒《迦克墩信經》 

§ 問安－Greeting 

願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與他寶座前的七靈，和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

⼈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啟 1:4，5）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6 你們要向神歌頌，歌頌！ 向我們的王歌頌，歌頌！  
7 因為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聖詩歌頌！（詩篇 47:6-7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47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出埃及記 20:3-17  
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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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

物。︒｡ 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

我的，我必懲罰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6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

向他們施慈愛，直到千代。︒｡  
7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9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

華─你的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奴僕、︑､婢⼥女、︑､牲畜，以及你城裏

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 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

萬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13 「不可殺⼈人。︒｡  
14 「不可姦淫。︒｡  
15 「不可偷盜。︒｡  
16 「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  
17 「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驢，以及他

⼀一切所有的。︒｡」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懺悔詩篇: 32:1-7  
1 過犯得赦免， 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  
2 耶和華不算為有罪， 內⼼心沒有詭詐的⼈人有福了！  
3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 因終⽇日呻吟⽽而⾻骨頭枯乾。︒｡  
4 ⿊黑夜⽩白⽇日，你的⼿手壓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細拉)  
5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惡。︒｡  

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惡。︒｡(細拉)  
6 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向你禱告； ⼤大⽔水氾濫的時候，必不臨

到他。︒｡  
7 你是我藏⾝身之處， 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 以得救的歡呼四⾯面環繞我。︒｡(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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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赦罪－Absolution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們許多⼈人厭惡⾃自⼰己的罪惡，並且相信藉著耶穌基督的義⾏行得到

赦免，決⼼心每天要遠離罪，以聖潔和公義事奉主。︒我按照神的命令宣告，藉著我們

主耶穌基督至⾼高聖潔的愛與死，你們所有的罪在天上都被釋放了。︒但若有⼈人繼續樂

意活在罪和羞辱中，違背⾃自⼰己的良⼼心繼續犯罪，我按照神的命令勸戒你們，除非認

罪悔改，否則神的憤怒和審判將會臨到你們，你們所有的罪都會被留在天上，最後

將無法從永遠的定罪中被釋放出來。︒阿⾨門！ 

§ 唱感謝詩篇－ 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禱－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恩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平安、︑､信⼼心、︑､愛⼼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並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人都蒙恩惠！阿⾨門！（弗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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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4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們宣告並確認獨⼀一的神，是唯⼀一必須依靠的，唯⼀一必須事奉的，唯⼀一必須敬拜的︔；

祂是唯⼀一的信靠︔；祂是永恆的、︑無限的、︑不可量度的、︑無法測度的、︑全能的、︑不可

⾒見的︔；具有同本體之三位不同的位格：⽗父、︑⼦子、︑聖靈。︒我們宣告並相信，天地萬物，

可⾒見的和不可⾒見的的受造物，他們的存有都受祂的保持，並受到祂莫測⾼高深之照管，

為祂永恆的智慧、︑良善和公義所指定，並為彰顯祂⾃自⼰己的榮耀。︒ 

§ 問安－Greeting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中必與我們同在。︒｡ 

（約貳 3）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 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2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他⾯面前， ⽤用詩歌向他歡呼！（詩篇 95:1-2）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95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以弗所書 4:25-32 (和合本) 
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為肢體。︒｡ 26 即

使⽣生氣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 偷竊的，不要再偷

；總要勤勞，親⼿手做正當的事，這樣才可以把⾃自⼰己有的，分給有缺乏的⼈人。︒｡ 29 ⼀一句

壞話也不可出⼝口，只要隨著需要說造就⼈人的好話，讓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要使神

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救贖的⽇日⼦子來到。︒｡ 31 ⼀一切苦毒、︑､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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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恨、︑､嚷鬧、︑､毀謗，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 32 要仁慈相待，存憐憫

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全能和滿有憐憫的天⽗父，我們冒犯了你，像迷失的⽺羊⼀一樣離開了你的道路︔；我們冒

犯了你聖潔的律法︔；我們沒有去做我們應該要做的，我們卻做了我們不該做的事︔；

我們裡⾯面沒有良善。︒主！憐憫我們是律法的冒犯者，求你從此以後使我們過敬虔、︑

公義和清醒的⽣生活，好榮耀你的聖名。︒阿⾨門！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凡信靠主耶穌基督有赦罪權柄，以及信靠基督完全的義和永⽣生的⼈人，因為你們持守

這個信仰，按⽗父、︑⼦子和聖靈的名，你們所有的罪就被赦免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 

阿⾨門！（帖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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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5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神是什麼︖？ 

神是靈，祂的存有、︑榮耀、︑祝福，和完美是無限的︔；祂是全然⾃自⾜足、︑永恆、︑不改變、︑

無法測度、︑全在、︑全知、︑全智、︑全能、︑至⾼高聖潔、︑至⾼高公義、︑滿有憐憫和恩典、︑長

久受苦、︑有豐盛的良善和真理。︒ 

§ 問安－Greeting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中必與我們同在。︒｡ 

（約貳 3）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2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 
3 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4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詩篇 96:2-4）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96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馬太福⾳音 6:19-24 (和合本) 
19 「不要為⾃自⼰己在地上積蓄財寶；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洞來偷。︒｡ 20 要

在天上積蓄財寶；天上沒有蟲⼦子咬，不會銹壞，也沒有賊挖洞來偷。︒｡ 21 因為你的財

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 22 「眼睛是⾝身體的燈。︒｡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

明； 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 24 「⼀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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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服侍神，⼜又服侍瑪⾨門。︒｡」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天⽗父，永恆和全能的神，我們來到你的聖潔和威嚴⾯面前，承認我們是可憐的罪⼈人，

⽣生來就是在墮落和罪咎之中的。︒因為我們與⽣生俱來的罪性，我們⼀一直冒犯了你聖潔

的誡命。︒但是，主！我們⼼心裡深感悲傷，我們懺悔並且願意轉離我們的過犯。︒滿有

恩典的神，憐憫的⽗父，為你兒⼦子耶穌的緣故，求你憐憫我們。︒阿⾨門！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你若誠⼼心的為你的罪悔改，我以天⽗父的聖名，宣告和確認你的罪被赦免了，不僅在

地上⽽而且在天上。︒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林後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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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6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信神，全能的⽗父，天地的創造者。︒ 

我信耶穌基督，⽗父的獨⽣生⼦子，我們的主︔；祂⾃自聖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

丟彼拉多⼿手下受苦，被釘⼗〸十字架，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祂

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祂將要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和死⼈人。︒ 

我信聖靈、︑獨⼀一的⼤大公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身體復活，並且永⽣生。︒阿⾨門！

《使徒信經》 

§ 問安－Greeting  

願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與他寶座前的七靈，和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

⼈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 

阿⾨門！ （啟 1:4-5）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1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2 耶和華顯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國眼前顯出公義； （詩篇 98:1-2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98B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希伯來書 13:1-7, 9, 16 (和合本) 
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旅客，因為曾經有⼈人這樣做

，在無意中接待了天使。︒｡ 3 要記念受監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監禁；要記念受虐

待的⼈人，好像你們也親⾝身受虐待⼀一樣。︒｡ 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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穢，因為淫亂和通姦的⼈人，神必審判。︒｡ 5 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

因為神曾說：「我絕不撇下你，也絕不丟棄你。︒｡」 6 所以，我們可以勇敢地說： 「

主是我的幫助，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7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的道

給你們的⼈人，你們要記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回顧他們為⼈人的結局。︒｡ 
9 你們不要被種種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的⼼心靠恩典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

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用⼼心的，從來沒有得到益處。︒｡ 
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分享，因為這樣的祭物是神所喜悅的。︒｡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懺悔詩篇: 38:1-8  
1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 不要在烈怒中懲罰我！  
2 因為你的箭射⼊入我⾝身， 你的⼿手壓住我。︒｡  
3 因你的惱怒，我的⾁肉無⼀一完全； 因我的罪過，我的⾻骨頭也不安寧。︒｡  
4 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 如同重擔叫我擔當不起。︒｡  
5 因我的愚昧， 我的傷發臭流膿。︒｡  
6 我疼痛，⼤大⼤大蜷曲， 整⽇日哀痛。︒｡  
7 我滿腰灼熱， 我的⾁肉無⼀一完全。︒｡  
8 我被壓碎，⾝身⼼心虛弱； 因⼼心裏痛苦，我就呻吟。︒｡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所有為了救恩，這樣悔改並且轉向耶穌基督的⼈人，我以⽗父、︑⼦子和聖靈的名宣告他們

的罪被赦免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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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愛，和聖靈的感動與你們同在。︒｡（林後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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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7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信獨⼀一的神，全能的⽗父，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創造者︔； 

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神的獨⽣生⼦子，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出於光之光，出於

真神之真神，從⽗父⽣生出⽽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祂為我們的救

恩之故，從天降臨，藉著聖靈成為⾁肉身，從童女⾺馬利出⽣生為⼈人，在本丟彼拉多⼿手下，

為我們被釘⼗〸十字架。︒祂受苦並被埋葬，照聖經第三天復活，並升上⾼高天，坐在⽗父的

右邊。︒祂將在榮耀中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信聖靈，祂是主和⽣生命的賜與者，從⽗父和⼦子⽽而發出，與⽗父和⼦子⼀一同受敬拜和榮耀，

祂曾藉眾先知說話︔；我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我們宣認為赦罪⽽而⽴立的⼀一次

洗禮︔；我望死⼈人復活，並來世⽣生命。︒阿⾨門！ 《尼西亞信經》  

§ 問安－Greeting 

為神所愛、︑､蒙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阿⾨門！（羅 1:7）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歡唱來到他⾯面前！ (詩篇 100:1-2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 100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利未記 19:1-18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2 「你要吩咐以⾊色列全會眾，對他們說：你們要成為聖，因

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神聖的。︒｡ 3 你們各⼈人都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4 你們不可轉向虛無的神明，也不可為⾃自⼰己鑄造神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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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5 「你們宰殺祭牲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得使你們可蒙悅納。︒｡ 6 這祭物要

在獻的當天或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要⽤用⽕火焚燒。︒｡ 7 第三天若再吃，這

祭物是不潔淨的，必不蒙悅納。︒｡ 8 吃的⼈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因為他褻瀆了耶和華

的聖物，這⼈人必從百姓中剪除。︒｡  
9 「你們在⾃自⼰己的地收割莊稼時，不可割盡⽥田的⾓角落，也不可拾取莊稼所掉落的。︒｡ 
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園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們留給窮⼈人和

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12 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

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偷盜。︒｡雇⼯工的⼯工錢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 
14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盲⼈人⾯面前。︒｡你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15 「你們審判的時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護貧窮⼈人，也不可看重有權勢⼈人的臉，

總要公平審判你的鄰舍。︒｡ 16 不可在百姓中到處搬弄是⾮非，不可陷害鄰舍的性命。︒｡我

是耶和華。︒｡  
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承擔罪過。︒｡ 18 不可報仇，也

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你要愛鄰如⼰己。︒｡我是耶和華。︒｡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主，你是我們的神和創造者，我們在你⾯面前承認我們的罪，我們在許多地⽅方嚴重地

冒犯了你，不僅在外⾯面的⾏行為上，並且在內⼼心的盲⽬目、︑不信、︑懷疑、︑沮喪、︑不耐煩、︑

驕傲、︑貪婪、︑嫉妒、︑憎恨、︑怨恨，和其他罪惡的情緒上冒犯了你。︒ 你是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你也清楚的知道這些，我們深感厭恨。︒我們為這些事悔改，感到歉疚，

並為你愛⼦子耶穌基督之故，全⼼心祈求你的憐憫。︒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耶穌到世上來是要拯救罪⼈人」（提前 1:15） 

每⼀一位像使徒保羅⼀一樣，真實的承認和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按照基督的名，我宣告

你所有的罪被赦免了，並且你在地上，在天上，和在永恆裡都被釋放了。︒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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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 

阿⾨門！（帖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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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8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們跟隨聖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認同⼀一位⼦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性完全，

⼈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神，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身體︔；按神性說，

他與⽗父同體，按⼈人性說，他與我們同體，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按神

性說，在萬世之先，為⽗父所⽣生，按⼈人性說，在挽近時⽇日，為求拯救我們，由神之母

，童女⾺馬利亞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獨⽣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亂、︑

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散︔；⼆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點反得以

保存，會合於⼀一個性格，⼀一個實質之內，⽽而並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卻是同⼀一位⼦子

，獨⽣生的，道神，主耶穌基督︔；正如眾先知論到他⾃自始所宣講的，主耶穌基督⾃自⼰己

所教訓我們的，諸聖教⽗父的信經所傳給我們的。︒《迦克墩信經》 

§ 問安－Greeting 

願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與他寶座前的七靈，和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

⼈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啟 1:4，5）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詩篇 107:1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 107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2-22  (和合本) 
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敬重那些在你們中間勞苦的，就是在主裏⾯面督導你們、︑､勸

戒你們的⼈人。︒｡13 ⼜又因他們所做的⼯工作，要以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14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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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眾⼈人要有耐⼼心。︒｡15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眾⼈人都要

追求做好事。︒｡  
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地禱告，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

定的旨意。︒｡19 不要熄滅聖靈；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21 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事

要持守，22 各樣惡事要禁戒。︒｡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全能和滿有憐憫的天⽗父，我們冒犯了你，像迷失的⽺羊⼀一樣離開了你的道路。︒我們冒

犯了你聖潔的律法。︒我們沒有去做我們應該要做的，我們卻做了我們不該做的事︔；

我們裡⾯面沒有良善。︒主！憐憫我們是律法的冒犯者，求你從此以後使我們過敬虔、︑

公義和清醒的⽣生活，好榮耀你的聖名。︒阿⾨門！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們許多⼈人厭惡⾃自⼰己的罪惡，並且相信藉著耶穌基督的義⾏行得到

赦免，決⼼心每天要與罪遠離，以聖潔和公義事奉主。︒我按照神的命令宣告，藉著我

們主耶穌基督至⾼高聖潔的愛與死亡，你們所有的罪在天上都被釋放了。︒但是，如果

有⼈人繼續樂意活在罪和羞辱中，違背⾃自⼰己的良⼼心繼續犯罪，我按照神的命令勸戒你

們，除非你認罪悔改，否則神的憤怒和審判將會臨到你們，你們所有的罪都會被留

在天上，最後你將無法從永遠的定罪中被釋放出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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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

（帖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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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09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我們宣告並確認獨⼀一的神，是唯⼀一必須依靠的，唯⼀一必須事奉的，唯⼀一必須敬拜的︔；

祂是唯⼀一的信靠︔；祂是永恆的、︑無限的、︑不可度量的、︑無法測度的、︑全能的、︑不可

⾒見的︔；具有同本體的三位不同的位格：⽗父、︑⼦子、︑聖靈。︒我們宣告並相信，天地萬物，

可⾒見的和不可⾒見的的受造物，他們的存有都受祂的保持，並受到祂莫測⾼高深之照管，

為祂永恆的智慧、︑良善和公義所指定，為彰顯祂⾃自⼰己的榮耀。︒ 

§ 問安－Greeting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中必與我們同在。︒｡ 

（約貳 3）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2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3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詩篇 113:1-3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 113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雅各書 5:7-16 (和合本) 
7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等候著地裏寶貴的出產，耐⼼心

地等到它得了秋霖春⾬雨。︒｡ 8 你們也要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口了。︒｡ 10 弟兄

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11 看哪，那些

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看⾒見主給他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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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主是充滿憐憫和慈悲的。︒｡  
12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任何

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13 你們中間若有⼈人受苦，他該禱告；有⼈人喜樂，他該歌頌。︒｡ 14 你們中間若有⼈人病了

，他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禱告，奉主的名為他抹油。︒｡ 15 出於信⼼心的祈禱必能救

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

相代求，使你們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 認罪－Confession of Sin 

懺悔詩篇: 51:1-9 (和合本)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 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2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 潔除我的罪！  
3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的時候顯為清⽩白。︒｡  
5 看哪，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6 你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求你在我隱密處使我得智慧。︒｡  
7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8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9 求你轉臉不看我的罪， 塗去我⼀一切的罪孽。︒｡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凡信靠主耶穌基督有赦罪權柄，以及信靠基督完全的義和永⽣生的⼈人，因為你們持守

這個信仰，按⽗父、︑⼦子和聖靈的名，你們所有的罪被赦免了。︒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禱－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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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完全成聖！願你們的靈、︑､魂、︑､體得蒙保守，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與你們眾⼈人同在！阿

⾨門！（帖後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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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禮儀－LITURGY 10	  

§ 宣告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 

神是什麼︖？ 

神是靈，祂的存有、︑榮耀、︑祝福，和完美是無限的︔；祂是全然⾃自⾜足、︑永恆、︑不改變、︑

無法測度、︑全在、︑全知、︑全智、︑全能、︑至⾼高聖潔、︑至⾼高公義、︑滿有憐憫和恩典、︑長

久受苦、︑有豐盛的良善和真理。︒ 

§ 問安－Greeting 

為神所愛、︑､蒙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 （羅 1:7） 

§ 呼召敬拜－Call to Worship 

1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3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詩篇 145:1-3 ） 

§ 唱崇拜詩篇－Psalm of Adoration 

《敬拜詩篇》145 A 

§ 宣召禱告－Prayer of Invocation 

§ 誦讀律法－Reading of the Law 

哥林多前書 13:1-8 (和合本) 
1 我若能說⼈人間的⽅方⾔言，甚⾄至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為鳴的鑼、︑､響的鈸⼀一

般。︒｡ 2 我若有先知講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齊備的信

⼼心，使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了甚麼。︒｡ 3 我若將所有的財產救濟窮⼈人，

⼜又犧牲⾃自⼰己的⾝身體讓⼈人誇讚，卻沒有愛，仍然對我無益。︒｡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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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

歸於無有。︒｡ 

§ 宣告赦罪－Absolution 

你若誠⼼心的為你的罪悔改，我以天⽗父的聖名，宣告和確認你的罪被赦免了，不僅在

地上⽽而且在天上。︒阿⾨門！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Thanksgiving 

§ 牧者代導－Prayer of Intercession 

§ 唱預備詩篇－Psalm of Preparation 

§ 誦讀經⽂文－Reading of Scripture 

§ 禱告求光照－Prayer for Illumination 

§ 傳講信息－Sermon 

§ 唱哀傷詩篇－Psalm of Lament 

§ 領主餐－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 唱感謝詩篇－Psalm of Gratitude 

§ 祝福－Benediction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林後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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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規範原則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西敏斯特信仰宣⾔言 

第⼆二⼗〸十⼀一章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Chapter 21 
 

I.  ⼈人本性之光顯⽰示有⼀一位在萬有之上的主宰，又有至上的主權，本爲善，又向萬⼈人⾏行善的

神，因此⼈人當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敬畏、︑愛慕、︑贊美、︑求告、︑信靠、︑事奉祂[1]。︒但蒙悅

納之敬拜真神的形式，乃是祂⾃自⼰己所設⽴立的，又受祂⾃自⼰己所啓⽰示的旨意之限制，我們不可

按⼈人的想象和⽅方法，或撒但的提議，以任何可⾒見的表象，或其他非聖經所規定的⽅方式來敬

拜神[2]。︒ 

 

II.  惟獨爲⽗父、︑⼦子、︑聖靈的神當受宗教的敬拜[3]，天使、︑聖徒，或任何其他受造物都不當受

敬拜[4]。︒⼈人類墮落後的敬拜並不是沒有中保的，也不是憑著任何其他別的中介，乃惟獨以基

督爲中保[5]。︒ 

 

III.  感謝的祈禱既爲宗教禮拜的主要部份[6]，所以神吩咐萬⼈人祈禱[7]，爲求祈禱蒙垂聽，就

必得奉聖⼦子的名[8]，憑聖靈的幫助[9]，遵神的旨意[10]，以悟性、︑謙卑、︑熱⼼心、︑信⼼心、︑和恒⼼心

去求[11]︔；出聲祈禱時，就當⽤用⼈人所明⽩白的⾔言語[12]。︒ 

 

IV.  當爲合理的事祈禱[13]，並爲現存的，或將要⽣生存的各等⼈人祈禱[14]︔；但不可爲死⼈人祈禱[15]

，也不可爲那些明知犯必死之罪的⼈人祈禱[16]。︒ 

 

V.  以虔誠敬畏之⼼心來誦讀聖經[17]︔；純正的講道[18]，以理解、︑信⼼心，和敬虔來正當聽神的話

⽽而順服神[19]，⼼心被恩感歌唱詩篇[20]。︒正當執⾏行或按理領受基督所設⽴立的聖禮，均爲⼀一般敬

拜神的部份[21]︔；此外，如宗教的宣誓[22]、︑誓願[23]、︑嚴肅的禁食[24]，以及特殊時節的感恩等[25]

，都當按時期與季節，以聖潔和敬虔的⽅方式舉⾏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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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宗教禮拜中的祈禱以及其他任何部份，現今在福⾳音時代，既不受限于任何地域或任何

⽅方向，亦不因地域與⽅方向⽽而更蒙悅納[27]︔；乃要隨地[28]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神[29]，每⽇日[30]在個

⼈人家中[31]，獨⾃自在隱密處[32]︔；且更加嚴肅地在公共聚會中敬拜神。︒當神以其聖⾔言或護理召

聚公共聚會時，就不可漠不關⼼心或故意忽略或放棄[33]。︒ 

 

VII.  ⼀一般⽽而⾔言，要把⼀一段適當的時間分別出來來敬拜神，乃屬⼤大⾃自然律法︔；所以神在聖經

中以積極的、︑道德的，和永久命令，特別指定七⽇日中的⼀一⽇日爲安息，吩咐各世各代的萬⼈人

向他遵守此⽇日爲聖⽇日[34]。︒這聖⽇日從世界之始到基督複活之前爲⼀一周的末⼀一⽇日，⾃自從基督複

活之後，這⽇日改爲⼀一周的頭⼀一⽇日[35]，這在聖經中稱爲主⽇日[36]，⽽而且要繼續下去，此爲基督

教的安息⽇日，直到世界之末[37]。︒ 

 

VIII.  所以當向主守此安息⽇日爲聖，⼈人⼈人要適當准備⾃自⼰己的⼼心，事先整頓⽇日常⽤用務，非但整

⽇日停⽌止⾃自⼰己的⼯工作、︑⾔言談、︑思想、︑屬世的職務和消遣[38]，保守聖潔的安息︔；也要⽤用全部時

間舉⾏行公私禮拜，並履⾏行必須的與憐憫的義務[39]。︒ 

 
1. 羅⼀一 20，⼗〸十 12︔；徒⼗〸十七 24︔；詩⼀一⼀一九 68，〺卅⼀一 23，⼗〸十八 3，六⼆二 8︔；耶⼗〸十 7︔；書廿四 14︔；可⼗〸十

⼆二 33。︒ 

2. 申⼗〸十⼆二 32︔；太⼗〸十五 9，四 9-10︔；徒⼗〸十七 25︔；出⼆二⼗〸十 4-6︔；西⼆二 23。︒ 

3. 太四 10︔；約五 23︔；林後⼗〸十三 14︔；啓五 11-13。︒ 

4. 西⼆二 18︔；啓⼗〸十九 10︔；羅⼀一 25。︒ 

5. 約⼗〸十四 6︔；提前⼆二 5︔；弗⼆二 18︔；西三 17。︒ 

6. 腓四 6。︒ 

7. 詩六⼗〸十五 2。︒ 

8. 約⼗〸十四 13-14︔；彼前⼆二 5。︒ 

9. 羅八 26。︒ 

10．約壹五 14。︒ 

11．詩四⼗〸十七 7︔；傳五 1-2︔；來⼗〸十⼆二 28︔；創⼗〸十八 27︔；雅五 16，⼀一 6-7︔；可⼗〸十⼀一 24︔；太六 12、︑14-15︔；

西四 2︔；弗六 18。︒ 

12. 林前⼗〸十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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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約壹五 14。︒ 

14. 提前⼆二 1-2︔；約⼗〸十七 20︔；撒下七 29︔；得四 12。︒ 

15. 撒下⼗〸十⼆二 21-23︔；路⼗〸十六 25-26︔；啓⼗〸十四 13。︒ 

16. 約壹五 16。︒ 

17. 徒⼗〸十五 21︔；啓⼀一 3。︒ 

18. 提後四 2。︒ 

19. 雅⼀一 22︔；徒⼗〸十 33︔；太⼗〸十三 19︔；來四 2︔；賽六⼗〸十六 2。︒ 

20. 西三 16︔；弗五 19︔；雅五 13。︒ 

21. 太廿八 19︔；林前⼗〸十⼀一 23-29︔；徒⼆二 42。︒ 

22. 申六 13︔；尼⼗〸十 29。︒ 

23. 賽⼗〸十九 21︔；傳五 4-5︔；徒⼗〸十八 18。︒ 

24. 珥⼆二 12︔；斯四 16︔；太九 15︔；林前七 5。︒ 

25. 詩⼀一 O 七 1-43︔；斯九 22。︒ 

26. 來⼗〸十⼆二 28。︒ 

27. 約四 21。︒ 

28. 瑪⼀一 11︔；提前⼆二 8。︒ 

29. 約四 23-24。︒ 

30. 耶⼗〸十 25︔；申六 6-7︔；伯⼀一 5︔；撒下六 18、︑20︔；彼前三 7︔；徒⼗〸十 2。︒ 

31. 太六 11︔；書廿四 15。︒ 

32. 太六 6︔；弗六 18。︒ 

33. 賽五⼗〸十六 6-7︔；來⼗〸十 25︔；箴⼀一 20-21、︑24，八 34︔；徒⼗〸十三 42，⼆二 43︔；路四 16。︒ 

34. 出⼆二⼗〸十 8、︑10-11︔；賽五⼗〸十六 2、︑4、︑6-7。︒ 

35. 創⼆二 2-3︔；林前⼗〸十六 1-2︔；徒⼆二⼗〸十 7。︒ 

36. 啓⼀一 10。︒ 

37. 出⼆二⼗〸十 8、︑10︔；太五 17-18。︒ 

38. 出⼆二⼗〸十 8，⼗〸十六 23、︑25-26，29-30，〺卅⼀一 15-17︔；賽五⼗〸十八 13︔；尼⼗〸十三 15-19、︑21-22。︒ 

39. 賽五⼗〸十八 13︔；太⼗〸十⼆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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