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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聚會眾

• 主禮 : 願我主耶穌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團契

常與你們同在。

• 會眾 : 也與你同在。



心中的眼睛
曲：王建威 詞：梁冠豪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一花一草顯創造憑證，
曙光的初昇把主的愛反映；
幽幽山峰連綿地和應，
諸天都呼喊全是你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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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此刻的心跳聲，證實彼此生命，
夜半和白晝足夠供應。
沒有捨身的救拯，窄路如何豐盛，
從心深處巴不得去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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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懇請聖靈，於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
才懂得春風秋雨裡認定，
能力是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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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懇請聖靈，於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讓我看得清；
人生的高低給我去辨認，
詩篇般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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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主的恩典覆蓋這地上，
將感恩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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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的神
(國語)

曲、詞：
Joanne Leung 

(2011)



我一次一次想過放棄，
我一再懷疑埋怨了神，

走在幽谷中傷心難過，
行在曠野裡絕望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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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盼望的日子裡，
我漸漸看見神的恩典，

在我軟弱時祂揹起我，
患難漂泊裡我遇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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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的神愛我一生，
不論我是怎麼樣的人！

愛我的神愛我全人，
不論我是這麼的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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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耶穌牽我的手，
在我最痛苦流淚時刻，

我願獻上我的一生，
這是我最美好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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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獻上我的一生，
因為祂愛我毫無保留，

主的恩光中沒有黑暗，
主的慈愛裡盡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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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Your 
Blessings

Music: Edwin Othello Excell (1897)
Lyrics: Johnson Oatman, Jr. (1897)

© Baptist Hymnal, 1991



When upon life’s billows
you are tempest tossed,

When you are discouraged,
thinking all is lost,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And it will surprise you

what the Lord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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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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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ever burdened
with a load of care?

Does the cross seem heavy
you are called to bear?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every doubt will fly,

And you will keep singing
as the days go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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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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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mid the conflict,
whether great or small,
Do not be discouraged

God is over all;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angels will attend,

Help and comfort give you
to your journey’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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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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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9:1-41

1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2門徒問
耶穌：「拉比，這人生來失明，是誰犯了罪？是這人還是他
的父母呢？」3耶穌回答：「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
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4趁著白日，
我們必須做差我來的那位的工；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5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約翰福音9:1-41

6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盲
人的眼睛上，7對他說：「你到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
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於是他去，洗了，回來就看
見了。8他的鄰舍和素常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
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9有的說：「是他」；又有的說：
「不是，卻是像他。」他自己說：「是我。」10於是他們對
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



約翰福音9:1-41

11那人回答：「有一個名叫耶穌的，他和了泥抹我的眼睛，
對我說：『你到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見
了。」12他們對他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
知道。」
13他們把以前失明的那個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14耶穌和
泥開他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15法利賽人又問他是怎麼
得看見的。



約翰福音9:1-41

他對他們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見
了。」16於是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上帝來的，
因為他不守安息日。」另有的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
神蹟呢？」他們之間就產生了分裂。17於是他們又對那盲人
說：「他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他說：
「他是個先知。」 18猶太人不信他以前是失明，後來能看
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19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
子嗎？你們說他生來是失明的，現在怎麼看見了呢？」



約翰福音9:1-41

20他的父母就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生來就失明，這
是我們知道的。21至於他現在怎麼能看見，我們卻不知道；
是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他已經是成人，你們問
他吧，他自己會說。」22他父母說這些話，是怕猶太人，因
為猶太人已經商定，若有宣認耶穌是基督的，要把他趕出會
堂。23因此他父母說「他已經是成人，你們問他吧」。



約翰福音9:1-41

24於是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以前失明的人來，對他說：
「你要將榮耀歸給上帝，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25那人
就回答：「他是不是個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本來是失明的，現在我看見了。」26他們就問他：「他給
你做了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27他回答他們：「我
已經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聽，為甚麼又要聽呢？難道你們也
要作他的門徒嗎？」



約翰福音9:1-41

28他們就罵他：「你是他的門徒，而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29上帝對摩西說話是我們知道的，可是這個人，我們不知道
他從哪裏來。」 30那人回答，對他們說：「他開了我的眼
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這真是奇怪！31我們知道上
帝不聽罪人，惟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聽他。
32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開了生來就失明的人的眼睛。
33這人若不是從上帝來的，甚麼也不能做。」



約翰福音9:1-41

34他們回答他說：「你完全是生在罪中的，還要來教訓我
們嗎？」於是他們把他趕出去了。
35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就找到他，說：「你信人子

嗎？」36那人回答說：「主啊，人子是誰？告訴我，好讓我
信他。」37耶穌對他說：「你已經看見他，現在和你說話的
就是他。」38他說：「主啊，我信！」他就拜耶穌。39耶
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使不能看見的看見，能看見
的反而失明。」



約翰福音9:1-41

40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些話，就對他說：「難道
我們也失明了嗎？」41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是失明的，
就沒有罪了；但現在你們說『我們能看見』，你們的罪還
在。」



講道
梁少珍牧師



靜默片刻
容讓上帝的話語在心裏沉澱





代禱



認罪

• 主禮： 主內親愛的朋友 ¸ 

上帝的愛是信實 ¸ 衪的憐憫是無窮盡的。

衪歡迎罪人並邀請他們與衪坐席。

讓我們在上帝的饒恕中承認我們的罪過。



認罪

• 主禮 : 最慈悲的上帝，

• 全體： 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袮。應

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 我們沒有盡心愛袮，也

沒有愛人如己。 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懇求袮施憐憫，

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好叫我們樂意遵行袮的

旨意，蒙袮悅納而歸榮耀給袮的聖名。阿們。



赦罪

• 主禮： 全能的上帝施恩給你們，

赦免與釋放你們的罪，

增強與堅定你們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奉獻

是崇拜的一部分

是一個見證我們信靠上帝的行動

是一件給我們信仰的禮物

是一種參與我們教會（和我們工作）
的方式



關於奉獻的注意事項

https://our360c.ca/支持我們/

The Parish of St Alban’s (Richmond)

the St. Alban’s Chinese Ministry Fund

如需要退稅單（$20或以上），記得要填上你的資
料



為獻禮祝禱

•满有真光的上帝，主的道帶給我們主榮光的遠象。

接納我們讚美和感恩的奉獻，這都是靠賴我主耶穌

基督。阿們。



聖餐禮文

• 主禮 : 願主與你們同在。

• 會眾 : 願主也與你同在。

• 主禮 : 你們心裡當仰望主。

• 會眾 : 我們心裡仰望主。

• 主禮 : 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 會眾 : 感謝我主上帝是理所當然的。



聖餐禮文

• 主禮: 全能的上帝，藉著袮的愛子耶穌基督 ¸ 

我們稱謝讚美袮，

衪是我們的救主和救贖者，

是袮永活之道，

萬物都是藉著衪而造的。



聖餐禮文

• 主禮: 藉著聖靈的大能基督從童貞女馬利亞, 

降世為人, 與我們共享人性, 經歷生與死 ¸ 

使我們能與袮天父上帝復和。

為成全袮的旨意 ¸ 

衪伸出雙手受苦 ¸ 使所有仰望袮的人得釋放 ¸ 

為袮贏得了聖潔的子民。



聖餐禮文

• 主禮: 祂選擇了背負我們的憂患 ¸ 

犧牲了生命在十架上 ¸ 

衪粉碎了罪惡和死亡的捆鎖 ¸ 

驅逐了罪惡和絕望的黑暗。

藉著復活 ¸ 衪領我們進入袮臨在的光明中。



聖餐禮文

• 主禮: 現今我們與受造萬物同聲稱頌主榮耀的聖名。

• 全體 : 聖哉 ¸ 聖哉 ¸ 聖哉 ¸ 天地萬軍的主上帝 ¸ 

你的榮光充滿天地 ¸ 在至高之處稱頌主 ! 

奉主名而來的 ¸ 當受讚美 ! 

在至高之處 ¸ 亦當稱頌主 ! 



聖餐禮文

• 主禮:

神聖恩慈的上帝，接受我們的讚美，藉著袮聖

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 

在被賣受苦受死的那夜，衪拿起餅來祝謝，

擘開說 :『你們拿這個吃，這是我的身體為你

們犧牲的。』



聖餐禮文

• 主禮:

衪照樣拿起杯來，說 :『 這是

我的血為你們流的。

你們當這樣行來紀念我。』



聖餐禮文

• 主禮： 我們紀念基督的死和復活 ¸ 

獻上這餅和這酒 ¸ 

我們感謝袮 ¸ 

因為袮使我們堪配在袮面前服侍袮。



聖餐禮文

• 主禮： 我們請求袮差遣聖靈降臨在這教會的獻禮中。

使我們得以分享這神聖的奧秘而合而為一 ¸ 

使聖靈充滿了我們 ¸ 

用真理堅定我們的信仰 ¸ 

以至我們能讚美袮榮耀袮 ¸ 

這都是靠賴袮的僕人耶穌基督。



聖餐禮文

• 主禮： 惟願一切尊貴榮耀歸與袮 ¸ 

聖父、聖子、聖靈 ¸ 

在神聖的教會中 ¸ 從今直到永遠。

• 會眾: 阿們。



主禱文

• 主禮 : 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同聲禱告
說 : 

• 全體 :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袮的名被尊為聖，願袮的
國降臨，願袮的旨意行在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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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都是袮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
們。



擘餅

主禮 :  我們
擘開這餅，
分享基督的
身體。

全體 :  我們
雖眾仍屬一
體，因為我
們分享這餅。



虔領聖餐

• 主禮：這是上帝賜給衪
子民的聖物。

• 會眾：感謝上主



餐後禱文

• 主禮 : 慈悲寬恕的上帝啊，求主使我們同領這聖餐的

人能在合一與平安中一起生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阿們。



餐後禱文

• 主禮 : 榮耀歸與上帝 ¸ 

• 全體 : 父啊，因為主的良善，我們從主道和聖禮中接

受了聖子。願我們常常對主耶穌基督有信心。

阿們。



宣佈
歡迎 多謝梁牧師的證道

邀請參與我們各項
工作

預約牧師面談、咨
詢和輔導

逢周三上午十時至
十一時三十分歡迎
來莫牧師二樓咖啡

室

參加我們三月二十
五日下午聚會活動

聖周參與主堂的聚
會

崇拜後歡迎留下：
咖啡和交流



祝福

•主禮：
基督賜恩給你們在聖
潔的生命上長進，能
捨棄自己，背起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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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門。



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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