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

「從衝突到共融」主禮人員名單

崇拜主禮：蘇成溢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

　　　　　潘玉娟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葉子良牧師（香港聖公會）

聖餐主禮、祝福及差遣：張振華監督（香港信義宗聯會會長、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葉亮星區牧（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朱永生總牧（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李立仁監督（港澳信義會）

　　　　　　　　　　　林崇智會長（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管浩鳴法政牧師（香港聖公會）

　　　　　　　　　　　蒲錦昌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

聖餐襄禮牧師團隊：（來自 7 個教會共 48 位牧師，按中文筆劃排序）

　　　　　　　　　方承方牧師　王玉慈牧師　王家輝牧師　王澤堂牧師　伍偉業牧師　何少玲牧師　

　　　　　　　　　何永恆牧師　何永強牧師　何慧儀牧師　余恩明牧師　吳潔忠牧師　呂恩霖牧師　

　　　　　　　　　李一帆牧師　李文東牧師　李祖耀牧師　李慧芝牧師　李熾麒牧師　周偉文牧師　

　　　　　　　　　周國昌牧師　明詩琪牧師　林玉英牧師　金少雲牧師　姚健偉牧師　張文樂牧師　

　　　　　　　　　張鎮英牧師　張耀輝牧師　梁遠耀牧師　梁麗娥牧師　陳玉萍牧師　陳希陸牧師　

　　　　　　　　　陳建基牧師　陳國強牧師　陳德昌牧師　麥美蓮牧師　黃志輝牧師　黃偉昌牧師　

　　　　　　　　　黃惠嫦牧師　楊文玉牧師　葉子良牧師　劉樹德牧師　劉麗詩牧師　潘正行牧師　

　　　　　　　　　鄧達榮牧師　鄭守定牧師　簡祺標牧師　譚偉德牧師　譚溢泉牧師　蘇慧敏牧師

聖餐呈獻：呂穎希教師　巫若燕教師　胡闖明教師　梁永康教師　許詩強教師　陳穎嫻教師

　　　　　鄭義森教師　鍾美儀教師

講　　道：戴浩輝博士（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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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詩篇》―趙慧德教師、陸堅智弟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書信》―梁凱朝執事（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福音》―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代　　禱：吳家偉執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林文標長老（港澳信義會）

　　　　　梁敏玲姊妹（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陳家強長老（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陳崇一醫生（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黃子偉弟兄（南亞路德會）

　　　　　馮少雄副會長（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鄒小岳律師（香港聖公會）

指　　揮：伍中恩教授（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曾宇軒弟兄（香港聖公會）

司　　琴：黃歷琛弟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風　　琴：唐展煌弟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朗讀《九十五條論綱》：余靄陶姊妹（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容顯聲弟兄（香港聖公會）

　　　　　　　　　　　徐振廸弟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陳嘉音姊妹（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黃婕琋姊妹（港澳信義會）

　　　　　　　　　　　歐展鵬弟兄（南亞路德會）

　　　　　　　　　　　簡樂衡姊妹（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羅曉虹姊妹（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持 十 架：吳子豪弟兄（香港聖公會）

持 聖 經：張清如宣教師（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傳　　譯：林　津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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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蒲錦昌牧師

序　樂 ........................................................................................................................................................坐

序　幕 ...........................................宣讀《九十五條論綱》（節錄） .............................................坐

領：	1517 年馬丁路德看到當時教會的腐敗，於是在 10 月 31 日發表《九十五條論

綱》，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教會改革運動。現在讓我們聆聽《九十五條論綱》的

部分條文：

第 1 條：我們的主及師傅耶穌基督說︰你們應當悔改，就是要信徒一生悔改。

第 3 條：「悔改」不僅指內心的悔改；真的，若不是在外面多方治死肉體，內

心的悔改是毫無價值的。

第 21 條：所以補贖券販賣者，宣講教宗的補贖券能使人免除各種懲罰，並且

得救，那就錯了。

第 27 條：他們說，錢幣掉進錢筒叮噹一響，靈魂立即就飛了出來。那是傳道

人的捏造。誠然，錢幣在錢筒中叮噹一響，怨聲和貪婪就增加起來；至於教會

的代禱，結果卻完全在乎上帝的定奪。

第 37 條：任何真正的基督徒，無論是活著或死了，都可以分享基督和教會的

一切好處；這是上帝所賜給的，即令沒有補贖券。

第 43 條：基督徒須知，賙濟窮人或借貸給患難者，要比買補贖券做得好。

第 62 條：而教會的真正寶藏卻是榮耀的至聖福音及上帝的恩典。

第 94、95 條：基督徒當聽勸告，要努力跟隨他們的元首基督，寧願經歷許多

艱難而進入天國，好過憑藉虛假的平安。

預備禮

進堂詩 ......................................... 神為其民堅固城牆（頌主 195） ..............................................立

崇拜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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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立

主　禮：	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上帝，祢的愛充滿全地，祢呼召我們作祢子民，用恩手

引領我們，叫我們在祢裡面共融合一。

（頌新 109）		1	1				1		7 ｜ 6	3	3	｜	6	1	1	7｜6	3		- ｜2	2				2		1 ｜ 7	-	3	｜

會眾唱：	來吧！和						平之君，使我們					合一。		請來，主						耶		穌，

	 	6	6	6	1		7 ｜ 6		6		-	||

	 使祢子民						和	好。

主　禮：	永活的主耶穌基督，祢是世界的真光，祢光照教會，使她脫離黑暗與衝突，

肢體彼此相愛，和睦又合一。

													1	1				1		7 ｜ 6	3	3	｜	6	1	1	7｜6	3		- ｜2	2				2		1 ｜ 7	-	3	｜

會眾唱：	來吧！慈						愛上帝，使我們					合一。		請來，主						耶		穌，

	 	6	6	6	1		7 ｜ 6		6		-	||

	 使祢子民						和	好。

主　禮：	聖潔的保惠師聖靈，祢幫助我們關愛弱小，善待貧窮人，釋放被擄者，醫

治破碎的心靈，使萬國在基督裡更新和好。	

													1	1				1		7 ｜ 6	3	3	｜	6	1	1	7｜6	3		- ｜2	2				2		1 ｜ 7	-	3	｜

會眾唱：	來吧！釋						放我們，上帝我們		救主。		 請來，主						耶		穌，

	 	6	6	6	1		7 ｜ 6		6		-	||

	 使萬國能						和	好。

認　罪 ........................................................................................................................................................坐

主　禮：	各位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們聚集在一起記念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

年。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身為基督教會的我們曾因著不同的原因引致衝

突，甚至分裂。現在讓我們一同來承認我們的過犯：

　　　　（安靜片刻）

主　禮：	讓我們祈禱：

	 慈愛的主上帝，我們沒有遵照祢的教導，在過去曾借祢的名彼此為敵，發

動戰爭與衝突，迫害他人，使人痛苦。求主垂憐，寬恕我們。

．．			．																						．．																	．．			． ．

．．			．																						．．																	．．			． ．

．．			．																						．．																	．．			． ．

．

．

．

4



（頌主 551）		6	1	3	3 ｜ 3	2	1	2	3		- ｜	3	5	5	6	5	6 ｜ 2		1	2	-	｜ 6	1	3	2 ｜ 7	5	6	 -		||

會眾唱：	求主憐憫		我								們；			求基督憐		憫			我			們；		求主憐憫			我		們。

主　禮：	慈愛的主上帝，祢呼召我們，讓萬物與祢復和，但我們卻製造分裂，互相

指責，又濫用權力，破壞和諧，違背了祢的呼召，辜負了祢的恩典和憐憫。

求主垂憐，寬恕我們。

會眾唱：	求主憐憫我們；求基督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頌主	551）

主　禮：	慈愛的主上帝，祢吩咐我們要彼此相愛，但因我們的驕傲和自大，我們反

而憎恨異己和歧視他者，並對鄰人作出不真實的控訴，求上主憐憫，寬恕

我們。	

會眾唱：	求主憐憫我們；求基督憐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頌主	551）

宣　赦 ........................................................................................................................................................坐

主　禮：	慈愛的主上帝，祢是教會眾信徒的力量、磐石和保障。縱然我們軟弱跌倒，

祢仍必赦免我們一切的過犯，引領我們脫離邪惡與黑暗。讓我們順從聖靈，

在主內合而為一，忠勇向前，同心唱出凱旋得勝、合一的樂歌。

讚　美 ..................................................景仰眾聖徒（頌主 297） ...................................................立

問　安 ........................................................................................................................................................立

主　禮：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基督赦免了我們，賜我們平安。讓我們不論陌生或朋

友，男的或女的，年長的或年輕的，都能除去一切阻礙，在基督裡彼此連

合，共同分享祂所賜的美善和平安。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　眾：	也與你同在。（會眾與座位附近的肢體彼此握手，互祝平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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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禱文 ...................................................................................................................................................坐

主　禮：	讓我們誠心禱告：全能慈悲的主上帝，祢是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願意相

信的人，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得蒙救贖，得稱為義。求主眷顧天下

教會能團結合一，熱心廣傳福音，叫世人都能得著福音的好處，邁向合一

的道路。奉耶穌的聖名禱告。

會　眾：	阿們。

聖道禮

詩班獻詩 ......................................求主保護我眾信徒（頌主 249） ............................................坐

1.	求主保護我眾信徒，在主道上穩立無憂；

黑暗權勢圖損主國，求主攔阻，施行拯救。

2.	求主耶穌顯大權能，惟有主是萬君之君，

懇求眷顧天下教會，使人永遠稱頌主名。

3.	大保惠師，至尊聖靈，求賜全地合一太平，

大限來臨求主扶持，導領我們出死入生。

讀　經 ....................................................... 詩篇 118：14 - 24 .........................................................坐

	 	3 ∣	2	1	6	∣	3		-	3	∣	2	3	4	∣	3		-	∥

會眾唱：	我　們要傳　揚　上　帝的作　為。

領　唱：	14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5 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16 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17 我不至於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

	 	3 ∣	2	1	6	∣	3		-	3	∣	2	3	4	∣	3		-	∥

會眾唱：	我　們要傳　揚　上　帝的作　為。

領　唱：	18 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

	 19 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20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3 ∣	2	1	6	∣	3		-	3	∣	2	3	4	∣	3		-	∥

會眾唱：	我　們要傳　揚　上　帝的作　為。

領　唱：	22 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23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3 ∣	2	1	6	∣	3		-	3	∣	2	3	4	∣	3		-	∥

會眾唱：	我　們要傳　揚　上　帝的作　為。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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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羅馬書 1：16 -17；3：22 - 28 ............................................坐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臘人。17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

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22 就是上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信的人。這並沒有分別，23 因為世人都犯

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24 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

白白地得稱為義。25-26 上帝設立耶穌作贖罪祭，是憑耶穌的血，藉著信，要顯明上

帝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使今時顯明他的義，讓人知道

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27 既是這樣，哪裏可誇口呢？沒有可誇的。是

藉甚麼法呢？功德嗎？不是！是藉信主之法。28 所以我們認定，人稱義是因著信，

不在於律法的行為。

詩班獻詩 ..........................................教會唯一的根基 ( 頌主 291) .................................................坐

1.	教會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以水與道所造成，乃主新的創作；

	 救主親身自天降，願為教會新郎，甘心捨命流寶血，為使教會繁昌。

2.	教會吸引萬國民，最大團體組成，同有救恩的憑証，一主、一洗、一信，

	 唯一聖名齊仰望，眾皆食一聖糧，同懷唯一的盼望，同蒙恩愛無量。

3.	教會雖常經苦難，被人逼迫侮慢，有時內部起分爭，或被異端擾亂，

	 但眾信徒常儆醒，時求免此苦境，轉眼黑夜之悲聲，化作黎明歡欣。

4.	教會今如在戰場，苦難艱辛備嘗，儆醒靜待末日至，享受安樂平康，

	 其時我等在錫安，得向主面觀瞻，痛苦爭戰已得勝，自有永遠平安。

5.	教會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亦與安息眾信徒，神祕甜蜜團契；

	 懇求主賜恩我們，能像快樂聖眾，同樣溫柔且謙虛，永在主前供奉。

福　音 ...................................................... 馬太福音 7：21 -29 ........................................................立

[ 宣讀福音前後會眾唱哈利路亞（頌新 140）第一、二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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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惟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進去。22 在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

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23 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給我走開！』」24「所以，凡聽了我這些話又去做的，好比一個

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25 風吹，雨打，水沖，撞擊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

為根基立在磐石上。26 凡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去做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

沙土上。27 風吹，雨打，水沖，撞擊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厲害。」
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對他的教導都感到驚奇，29 因為他教導他們正像有權柄

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講　道 ....................................................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坐

回應禮

回應詩 .........................................我們在主裡成為一體（頌新 115）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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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信 ...........................................................《尼西亞信經》.............................................................立 

主　禮：	讓我們同用《尼西亞信經》承認我們的信仰。

會　眾：	我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的。

	 我們信主耶穌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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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都藉着祂受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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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受尊敬，受榮耀；

祂曾藉着眾先知說話。我們信使徒所立的獨一聖而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

赦罪所立的獨一聖洗。我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們。

代　禱 ........................................................................................................................................................坐

主　禮：	請為世界、香港、教會和有需要的人祈禱。

代禱一：	為教會改革帶來的更新感恩

	 上主我們同心感謝祢，祢憐憫教會的軟弱，興起馬丁路德及列位教會改革

的先聖先賢，為教會帶來了更新。祢是教會的頭，求不斷更新堅固我們，

讓我們在地上能夠榮耀祢的聖名。

　　　　3．4		5	-	∣ 1	 2		3		4		3	∣ 2	．1		1		-	∥（頌恩 109）

會眾唱：上	主	！					求你				俯	聽			我						們。	

代禱二：	為教會

	 救贖的主，在十架上祢成就了和平，又差遣我們作和平的使者，向世人宣

揚和好的福音。求賜褔祢的教會，使她成為明亮的燈臺，在仇恨中播種愛

心，在憂愁中送上喜樂，引領人到祢跟前來得新生命。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三：	為世界和平

	 今天到處出現戰爭、恐襲和迫害，無辜者的血正在淌流，難民流離失所。

和平的主，求你平息紛爭，彰顯公義，求祢差遣教會參與救援的工作，在

黑暗中帶來光明，在苦難中帶來盼望。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四：	為世人能愛護大地

	 上主祢曾吩咐我們要好好治理大地，更要珍惜地球上的資源和生物。今天

大自然正遭受破壞，求主赦免我們；並幫助我們作大地忠心的管家，為未

來的世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美麗淨土。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五：	為香港

	 求主幫助我們的政府能以仁愛、公義和誠信施政，有效解決貧富懸殊和民

生問題，並推動政制向前發展。又求賜下和平，修補多年來因政見不同而

累積的裂痕，為社會加添信心、愛心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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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六：	為教育

	 我們為默默耕耘的老師們感謝主，願他們能謙卑地與學生同行，以愛心引

導學生開啟智慧的寶庫。求主引領教育當局推行真正有利學校發展的政策，

與前線教育者同心攜手，培育學生全人成長。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七：	為貧困有病的人

	 仁慈的上主，求祢幫助貧困的人能夠過着有尊嚴的生活，基本的需要不致

缺乏。患病的人，特別是長期病患者，求主幫助他們得到適當的照顧及治

療，讓他們能夠感受關懷與愛，內心享有真正的平安。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代禱八：	為家庭

	 求主在我們的家庭中栽種愛，無論在任何境況中，家人的愛仍然能夠緊緊

地擁抱着我們。願我們的家庭尊主為大，在聖道上彼此建立，成為馨香的

祭壇，榮耀主名。

會眾唱：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

主　禮：	全能永生的上帝，求祢施憐憫，悅納祢兒女的懇求，增加我們遵行祢旨意

的力量。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會　眾：	阿們。

奉　獻 ........................................................................................................................................................坐

主　禮：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上帝，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因為這樣的祭是上

帝所喜悅的。

	 （禮賢會手鈴隊獻奏）

	 （收奉獻後）

主　禮：	主上帝，一切豐盛、權能、榮耀、尊貴，都是屬祢的。

會　眾：	萬物都是從祢而來，我們把從祢而得的獻給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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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禮

呈獻餅酒 .......................................... 仁慈萬有的主（頌恩 222） .................................................坐

主　禮：	宇宙的主上帝，我們讚美祢，祢賜下這麵餅，是大地的出產和人類勞動的

成果，求使它成為生命之糧。

會　眾：	願讚美歸於上帝，從今時直到永遠！

主　禮：	宇宙的主上帝，我們讚美祢，祢賜下這葡萄酒，是葡萄樹的果子和人類勞

動的成果，求使它成為永恆天國筵席之酒。

會　眾：	願讚美歸於上帝，從今時直到永遠！

獻心頌 ........................................................................................................................................................立

主　禮：主與你們同在，　　　　　會　眾：也與你同在。

　　　　大家獻心於主，　　　　　　　　　我們獻心於主。

　　　　我們感謝主上帝，　　　　　　　　感謝主上帝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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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謝文）

主　禮：聖潔、全能、永在的父上帝，我們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當樂意感

謝讚美祢。祢差遣基督耶穌降世，叫我們因祂的死，罪得赦免，因祂無私

的愛，使我們能共融合一，因祂的復活，使我們得享永生。

　　　　因此，我們與天上的眾天使，並與天上和地上的眾信徒，一同讚美祢榮耀

的聖名，一起唱出那永不止息的樂歌：

聖哉頌 ........................................................聖哉頌 ( 頌主 582) .........................................................立

主　禮：	聖潔的上帝，祢大能的手時常環抱我們，猶如母親溫柔地呵護她的兒女。

縱使我們有時走迷方向，甚至叛逆祢的旨意，偏行己路，但祢對我們的愛

從未變易。

	 祢獨一的兒子，我們的救主，被高舉的耶穌基督，祂是世人的贖罪羔羊，

眾生的生命泉源。因祂的大能和仁愛，戰勝了死亡，祂在十字架上的雙臂，

築成上帝與人之間的橋樑。

	 祂在被出賣的那個晚上，與門徒共享筵席。祂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

他們到底；與他們共吃晚餐的時候，

	 祂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我

立新約的血，為你們流出來的，使罪得赦；每逢喝的時間，你們當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主　禮：	因此，我們記念耶穌基督的受死、復活和升天，我們等候祂在榮耀中再臨。

主上帝，求差遣祢聖靈來到我們當中。　　

　　　　		6	7	1	3∣4	-	-	- ∣4	5	4	2∣3	-	-	- ∣ 3	2	7	1∣6	-	-	- ∥	

會　眾：	聖靈請降臨，						聖靈請降臨，						聖靈請降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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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禮：	讓我們和所有同享這餅和酒的人，在聖靈的感動中合而為一，使我們可以

進入天國的豐盛裡，並在榮光中與祢的眾聖徒同得基業。一切尊貴榮耀藉

著基督，偕同基督，且在基督內，都是祢的，全能的聖父，合一的聖靈，

從今時直到永遠。

會　眾：	阿們。

主　禮：	讓我們一同手牽手用主耶穌基督教導的禱告回應上帝的大愛：

會　眾：	（全會眾請一同手牽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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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頌 ........................................................羔羊頌 ( 頌主 566) .........................................................立

分　派 ........................................................................................................................................................坐

主　禮：	主耶穌基督的聖體和寶血，乃是生命之糧。

	 （教牧同工會為大家分派聖餐【一個小杯，上層為餅，下層為葡萄汁】，

請大家拿著聖餐，待全體會眾皆獲派聖餐，台上主禮會帶領全體一同領受

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與寶血。）

	 （另在分派聖餐時，請會眾唱詩：頌主新詩 60	首《田間的麥穗》、

	 	 	 	 頌主新詩 64《何處有仁》、

	 頌主新詩 65	首《生命糧》、

	 頌主聖詩 261《合一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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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的麥穗（頌新 60）

14



何處有仁（頌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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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糧（頌新 65）

3.	 彼此相愛效法主基督，祂捨身叫世人得生命，

	 一同前來領受生命糧，使你不再飢餓不乾渴。（副歌）

4.	 藏身主裡，主也在你心，常愛慕賜生命的真道。

	 惟獨基督是聖潔上帝，信從你所聽見的真理。（副歌）

5.	 同飲這杯，宣揚主的死，同吃這餅，相信主復活。

	 祂必再來，要全心歌頌，讚美主使你得生命。（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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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聖餐（頌主 261）

祢是聖潔（頌新 68）

主　禮：		請大家拿起手中的餅。這是主耶穌基督的身體，為你們而捨的。

	 （會眾請一同吃聖餐餅）

主　禮：	請大家拿起手中的杯。這是主耶穌基督的寶血，為你們而流的。

	 （會眾請一同喝葡萄汁）

主　禮：	我們拿甚麼報答上主向我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

主的名。願你們平安！

會　眾：	《祢是聖潔》頌主新詩 6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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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謝 ........................................................................................................................................................立

主　禮：	全能的主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祢藉著聖洗，使我們與基督合而為一；又

藉著聖餐，使我們領受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靈命得著餵養。求賜下聖

靈的能力，引領我們邁向教會可見的合一，叫世人看見我們彼此相愛，就

知道祢是愛，將榮耀頌讚歸給祢。

會　眾：	阿們。

差遣禮

祝　福 ........................................................................................................................................................立

主禮一：請領受祝福。惟願上帝賜福保守你們，讓你們在憎恨之處，播下上帝的愛

和寬恕。

（頌恩 173）	 5	6	1	∣	1	2	3	∣	2		6	∣1		-	∥

會　眾：	阿		們！	阿　們！阿		-			 們！

主禮二：	惟願上帝賜福保守你們，讓你們在紛爭、結黨之處，播下復和與諒解。

會　眾：	阿們！阿們！阿們！

主禮三：	惟願上帝賜福保守你們，讓你們在幽暗與懷疑之處，播下亮光與信心。

會　眾：	阿們！阿們！阿們！

主禮四：	惟願上帝賜福保守你們，讓你們在衝突和分裂之處，播下共融合一的精神。

會　眾：	阿們！阿們！阿們！

差　遣 ........................................................................................................................................................立

主禮一：	請接受差遣，你們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勇往直前，在世界和教會中締造和

平。

（頌主 596）	 1	1	6∣5		-		3 ∣ 1	1	3 ∣	2	-	- ∣ 1	1	3	∣ 1	-	6 ∣	7	7	2 ∣ 1	-	- ∥

會　眾：	哈利路		亞，						 哈利路			亞，			哈利路			亞		，			哈利路			亞	！

主禮二：	你們平平安安地出去，敬愛上帝，服侍鄰舍，扶助弱小。

會　眾：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禮三：	你們要帶著基督的真光，照亮黑暗絕望的地方。

會　眾：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禮四：	你們要帶著福音的大能，用心思、言語和行為見證上帝的大愛。

會　眾：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x3）

散會詩 ............................................... 上主賜福差遣（普頌 383） .................................................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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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引自《聖經》和合本修訂版，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	《頌主聖詩》及《頌主新詩》詩歌版權已蒙香港道聲出版社允准使用。

＊	《頌恩詩集》詩歌版權已蒙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樂委員會允准使用。

＊	《普天頌讚》詩歌已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允准使用。

＊	《九十五條論綱》引自香港道聲出版社出版之《九十五條》，蒙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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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會：

聯席主席：鄒小龍先生（香港信義宗聯會、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蒲錦昌牧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委　　員：張愛思姊妹（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梁溢敏牧師（港澳信義會）

　　　　　陳惠賢牧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葉子良牧師（香港聖公會）

　　　　　潘玉娟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禮儀設計：伍中恩教授（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轉播堂會：港島－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九龍－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新界－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工作小組：

海報設計：李日朗弟兄

場刊製作：黃嘉敏姊妹（道聲出版社－義務排版）、王懿南姊妹

技 術 組：吳潤康弟兄（比撒列有限公司）、區安國長老、黃維棕弟兄、梁梓豐弟兄

場地、司事及票務組：黃愛霞姊妹、蔡思樂牧師、黃永智牧師、楊文傑弟兄、蘇敏芝姊妹、潘斯安弟兄

　　　　　　　　　　各會參與主場館及轉播場地之工作人員（名單未能盡錄）

聯合管弦樂團：

第一小提琴：林麗青、丘卓欣、余知行、徐天蘊　　　　　巴　松　管：楊智健

第二小提琴：趙苑淇、陸頌賢、馬澤如、黃嘉嘉　　　　　小　　　號：謝懷希、饒秀朗

中　提　琴：林家熙　　　　　　　　　　　　　　　　　法　國　號：鄭鳴軒

大　提　琴：趙恩琪、林熙悅、徐仲華　　　　　　　　　長　　　號：趙大衛、劉庭沅

長　　　笛：李嘉慧、丁緯晞、王楚瑩　　　　　　　　　敲　擊　樂：余家瑋

雙　簧　管：羅曉桐　　　　　　　　　　　　　　　　　排	練	司	琴：朱葆婷

中音薩克斯管：鄭詠恩、丘瑞如、姚卓麒　　　　　　　　指　　　揮：羅芷盈

次中音薩克斯管：何家耀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

聯合崇拜事奉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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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手鈴隊：

文希文　李麗英　徐庭晞　梁恩桐　梁恩琪　莫雪清　麥碧君　黃志斌　廖穎心　劉燕麗　潘世聰　

鄧綺雯　鄧詠亷　蕭寶琪　蕭寶琳　羅建洋

非洲鼓小組：

吳偉佳　郭振威　楊嘉偉　藍新港

禮儀舞小組（顏麗娜老師編舞）：

何少玲　尹玉娟　尹玉琼　呂卓靈　周巧嬋　唐美美　徐尚慧　張慶瑩　陳佩琼　楊春明　葉敏兒　

雷翠琴　鄧敏馨

聯合詩班：

女高音：

丁麗絹　尹惠清　文嘉欣　方淑儀　王小瓏　王亞雲　王　娜　布愛群　布潔心　石　玉　伍妙珊　伍蕙珠　朱閔如　

江碧華　何小馨　何晶晶　何詠鸞　何嘉慧　何碧珍　何艷萍　佘偑娟　余立蘭　余秀珠　余佩珊　余靖嫻　余穎珊　

吳美恩　吳莉莉　呂淑萍　岑潔玲　李小霞　李敏儀　李琼琼　李貴容　李敬英　李瑞卿　李慕貞　李慧珍　李慧霞　

李潔怡　李曉虹　杜美玲　周如玉　周春肖　周曉虹　周麗芳　林玉萍　林培英　林婉君　林榮寶　林勵敏　邵詩雅　

姚慧嫺　姜妙韻　洪盛霞　孫素華　孫素賢　袁愛琼　崔志明　張全娣　張連好　張雲英　張蓮香　張寶珠　張寶雲　

梁秀萍　梁肖玉　梁凱婷　梁惠芳　梁惠蓮　梁燕玲　梁麗珍　梁麗萍　莫敏英　許榮幾　連麗珠　郭偉英　陳文苑　

陳卡慧　陳利如　陳秀娟　陳美玲　陳惠珍　陳嘉玲　陳潤珊　麥詠詩　麥穎欣　麥麗霞　勞美施　曾妙玲　曾婉霞　

游嘉寶　程向陽　馮逸諭　馮燕珍　黃妙霞　黃佩芬　黃卓寧　黃淑玲　黃淑儀　黃嘉麗　黃翠霞　黃鳳兒　黃燕玲　

黃寶娟　楊美珍　楊詠詩　楊嘉美　楊影荷　葉笑玲　鄒宜倩　廖靖宜　廖樹梅　趙美英　趙麗娟　劉羽碧　劉秀莊　

劉美娟　劉麗媚　樊盈珊　潘惠珍　潘惠瑤　潘鳳蓮　鄧巧玲　鄧淑怡　鄭之璿　鄭玉娟　鄭佩雯　鄭淑明　歐陽碗如

黎美珠　黎曉恩　盧秋玲　盧惠玲　賴家寶　賴彩霞　龍心怡　繆曼斯　謝惠貞　鍾綺雯　鍾穗明　簡麗萍　簡麗嫻　

鄺麗雯　羅月蟾　羅英華　羅翠華　羅潔芳　羅積嬋　譚秀媚　譚麗明　關秀芬　關芷晴　龔芝琴　

女低音： 

方雅雯　布珮樂　朱佩璇　何秀芳　何偉施　何雅萍　何麗英　何麗晶　余美玉　余雪貞　余霞飛　吳玉花　司徒容娟

吳紫菁　李惠芳　杜安妮　杜安娜　杜潔麗　林柏青　胡麗儀　凌巧儀　夏秋微　孫玉芳　徐玉芬　徐淑慈　祖文思　

馬鳳鳴　巢慧梅　張　詠　張毅敏　張麗絲　梁秀芳　梁佩華　梁菊萍　梁雯莉　梁燕玲　梁諾行　許圓芝　陳冬昭　

陳玉梅　陳秀華　陳嘉兒　陳嘉穎　陳碧珊　陳賽清　陳麗梅　陸惠娟　麥凱怡　彭惠蘭　曾雲珍　馮自可　黃金彩　

趙杏琴　趙淑儀　劉倩婷　劉曉蕾　蔡少美　鄧美信　鄧凱茵　鄧綺華　鄧蔚琛　鄭璧燕　黎詠琴　盧麗明　謝淑珍　

顏瑞冰　羅淑芳　譚麗珍　蘇小玲　龔否萍

男高音：

孔令熙　朱基健　朱漢旋　老樂華　何俊明　何紹基　何景維　李天柱　李宗信　李偉恆　李錦康　沈凛聰　林少清　

姚永昌　姚兆偉　袁添松　張偉文　梁浩恩　梁偉民　梁國民　陳卓堅　陳軒泰　陳敏生　陳新強　陳慶生　黃印龍　

黃志東　黃建忠　黃偉志　黃智達　廖正超　趙公銘　劉逸璋　鄧旭東　鄧瑞昌　黎子健　簡國樑　羅嘉洪　關偉業

男低音： 

布綽嵐　余卓瑩　吳劍峰　李志偉　李奕昌　李國華　李錫光　阮競甯　邵雅各　姜貴來　施永泰　胡振圖　桂岳漢　

翁兆強　張耀輝　梁俊華　梁偉成　許兆康　陳永堅　陳偉材　陳港榮　麥慧文　黃少文　黃志雄　黃啟堂　楊學知　

趙子康　劉永樂　劉炳權　黎子偉　謝永康　羅裕生　羅運承　譚紹良　關健雄　蘇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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