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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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was when
Music: Donald J. Wyrtzen
Words: John F. Walvoord
@1970, Singspiration



Love was when
God became a man,
Locked in time and space
without rank o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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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God
born of Jewish kin;
Just a carpenter
with some fishe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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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when
Jesus walked in history;
Lovingly He brought
A new life that'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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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God
nailed to bleed and die,
To reach and love one 
such a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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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when
God became a man,
Down where I could see, 
Love that reached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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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God
dying for my sin;
And so trapped was I,
my whole world cav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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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when
Jesus met me now it’s real.
Lovingly He came,
I can feel He’s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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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as God,
only He would try
To reach and love one 
such a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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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愛
曲、詞：亞薩

@2006, Music 2000



這樣的愛，這樣高深的愛，
遠至亙古不變直到未來，
降生人世內，彰顯神的愛，
接近人群抹去病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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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愛，甘願犧牲的愛，
這愛傾出寶血贖我回來，
捨身除障礙，血盡流的愛，
世上無人如同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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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恩深比海更深，
這份愛解我心中罪困，
淒清中伴我同行，
孤單中伴我前行，
這份情仍是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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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恩高比天更高，
這份愛今我竟可遇到，
漆黑中沒有迷途，
幽谷中是我路途，
這份情難以盡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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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愛，這份一生的愛，
這愛永測不透但很精彩，
你竟住我內，空虛已不再，
晝夜同行從來沒有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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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愛，傾盡一生的愛，
縱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
世間無替代，這情和這愛，
傾出一生報答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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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恩典
曲、詞：鍾曼姿
@2014，基恩敬拜



上帝的恩典
是何等寶貴，
祂賜下了光，
賜下了寬恕，
賜下了獨生的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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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祢的愛中
我沒甚麼的懼怕，
那眼未見的，
耳未聽的，
心也未想到的，
已經一一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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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祢是配得那尊貴，
大愛似海般深，
恩典夠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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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我是如此的寶貴，
我願意用我這生榮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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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3：1-17

•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猶太人的官。這人夜裏來見

耶穌，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裏來作老師的；因

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耶穌回答他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尼哥

德慕對他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

來嗎？」耶穌回答：「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

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約翰福音3：1-17

•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我說『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驚訝。風隨着意思吹，你聽見風的聲音，卻不知道是從哪

裏來，往哪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問他：

「怎麼能有這些事呢？」耶穌回答，對他說：「你是以色列人的

老師，還不明白這些事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

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

見證。



約翰福音3：1-17

•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對你們說天上的事，如

何能信呢？除了從天降下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

怎樣舉蛇，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

生。「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

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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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要填上你的
資料



為獻禮祝禱

•智慧的上帝，願永生之道, 我救主耶穌基督的真光，

引導我們進入主的榮光中，奉主名而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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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實的上帝，在這聖糧中，祢增強我們的信、

望、和愛。求祢引導我們走基督的道路，就是

生命之道，奉主名而求。阿們。



餐後禱文

• 主禮 : 榮耀歸與上帝 ¸ 

• 全體 : 創造天地之主，我們感謝主賜奧妙的聖禮，使

我們現在得嘗那將臨的永生，這都是靠賴我主

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宣佈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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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後歡迎留下：
咖啡和交流



祝福



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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