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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 
 

主席： 羅勝強教授 管風琴： 林芍彬 

證道： 鄧瑞強博士 傳譯︰ 黃怡（英）王筱瑒（普） 

讀經： 吳偉麗、蘇詠芝 司事長： 陳秀娟 

 杜錦雄、譚偉強 司事： 陳冠恒、池綽盈 

招待： 黎靜嫻、曾詠姿  陳胤林、陳秀娟 
 

本禮拜堂崇拜設有即時傳譯服務，歡迎於接待處借用傳譯耳機。 

【英語 -- 頻道 3；普通話 -- 頻道 4】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please collect the receiver at the reception counter.  

【“Channel 3” for English; “Channel 4” for Putonghua】 

 

預備禮儀 

前奏 

   Prelude 

《榮耀全歸至高真神》，作品 711 --- 巴赫 

Allein Gott in der Höh sei Ehr, BWV 711 --- J.S. Bach 

*唱詩 

Hymn 

普頌第 39首《亞伯拉罕的主》 

HUP # 39 “The God of Abraham Praise” 

祈禱 

Prayer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詩篇 113:3）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the place where it sets,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to be praised.” (Psalm 113:3) 

問安 

Greeting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 

Leader: The Lord be with you. 

Congregation: And also with you. 

互相問安 

Sign of 

Peace 

 

 

省察心靈 
召請 

   Call for   

   Reflection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

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各書 4:8） 

“Come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come near to you. Wash your hands, you 

sinners, and purify your hearts, you double-minded.” (James 4:8) 

認罪 

Confession 

普頌第 807首《求主垂憐》（唱三次） 

HUP # 807 “Kyrie Eleison”    (Sing Thrice) 

赦罪 

Absolution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1 John 1:9) 

 



 

領受聖道 
*唱詩 

Hymn 

普頌第 36首《生命之神》 

HUP # 36 “God of Our Life” 

舊約 Old Testament 耶利米書 (Jeremiah) 8:18-9:1 (舊約 844–845頁) 

啓應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Psalm) 113:1-9 (舊約 642頁) 

書信 Epistle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2:1-7 (新約 230頁) 

  *福音書 Gospel 路加福音 (Luke) 16:1-13 (新約 86–87頁) 

(讀畢)領： 啟：這是上主的話。 

Leader: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眾和： 應：感謝上主。 

Congregation: Thanks be to God.  

*榮耀頌 

Gloria Patri 

“Gloria Patri” (舊普頌封底內頁第三調 Back inner cover, 3rd tune, Old HUP)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
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宣道 

Sermon 

比亞伯拉罕更亞伯拉罕     【路得記 1:1, 6-18; 2:1-13; 3:1-13; 4:1-6, 13-17】 

More Abraham than Abraham 【Ruth 1:1, 6-18; 2:1-13; 3:1-13; 4:1-6, 13-17】 

*認信 

Creed 

《使徒信經》（程序表封底） 

“The Apostles’ Creed” (back cover, Bulletin) 

 

 

 

決志委身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牧禱 

Prayer 

為工業傷亡者及家人祈禱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程序表封底） 

奉獻 

Offertory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

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

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哥林多後書 9:7-8） 

“Each man should give what he has decided in his heart to give, not reluctantly 

or under compulsion,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And God is able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 you, so that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having all that you 

need, you will abound in every good work.” (2 Corinthians 9:7-8) 

唱詩 

Hymn 

普頌（1978年版）第 390首《願主悅納歌》（第一節時收奉獻） 

Old HUP # 390 “Saviour, Thy Dying Love” (offerings to be collected at Stanza 1) 

*獻禮文 

Offertory 

Hymn 

普頌第 839首《獻禮文》 

HUP # 839 “All Things Come from You, O Lord”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唱詩 

Hymn 

普頌第 386首《遵旨做工》 

HUP # 386 “Forth in Your Name, O Lord, I Go” 

*差遣祝福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F大調觸技曲》，作品 540 --- 巴赫 

Toccata in F Major, BWV 540 --- J.S. Bach 

*會眾起立 (Stand) 

 



 

報告事項 

1.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朋友：請新來賓填寫「來賓留名表」並交回給接待員，

以便電郵奉上〈歡迎函件〉。 

2. 很高興在禮拜堂與各位會眾再次相見，一起敬拜主。代表今天現場參加崇拜的肢

體，及校牧室全體同工，向透過電子平台，與我們一起參與崇拜的會眾問安。 

3. 校牧行蹤：校牧高國雄牧師本主日到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講道，未克參與本禮拜

堂主日崇拜，會眾欲於是日查詢校牧室事工或需要校牧室支援，請與助理校牧林

豪恩先生聯繫。 

4. 招募崇拜事奉人員：為鼓勵更多弟兄姊妹參與服侍，與禮拜堂一起成長，現歡迎

有心志者參與禮拜堂主日崇拜不同之事奉。最近我們特別期盼有會眾參與兒童主

日學老師之服侍（每月一次教導 8至 12歲兒童），期待各位的回應。 

報名：可於崇拜後到出入口處索取報名表，填妥後可交回給校牧室同工。 

查詢及聯絡：曾彩霞女士｜電話：3943 4144｜電郵：claretsang@cuhk.edu.hk 

5. 豐盛團契將於 9 月 25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在禮拜堂地下活動中心舉行聚

會，題目為「上好的福份：從依納爵靈修操練到靈程同行」。內容主要是分享整

全靈命培育及與神相遇的路徑。歡迎各位參加！ 

查詢：abundancefellowship@gmail.com 

6. 領取聖餐：為了讓肢體能夠在網上崇拜時參與聖餐環節，禮拜堂將會

預備預先包裝的聖餐及禮文。有意領取的肢體請填交下列表格。 

（鼓勵會眾於聖餐主日前兩星期填交表格領取）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7. 奉獻支持校牧室事工之方法： 

a)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或 Chung Chi College 或 崇基學院 

郵寄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室 

（連同奉獻者姓名、聯絡地址和電話） 

 

b) 銀行轉賬（包括：櫃員機轉賬／網上銀行轉賬）： 

恒生銀行戶口：283 174 001 001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把「入數紙／銀行電子月結單／轉賬截圖」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

資料需包括交易日期、交易編號、入賬賬戶（崇基戶口號碼）及金額。 

 

c) 信用卡轉賬： 

透過以下崇基學院網上連結，進行網上捐獻。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d) 轉數快 FPS：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101793008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把 「轉賬截圖」 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資料需包括交易日期、參

考編號、入賬賬戶（崇基戶口號碼）及金額。 
 

每次捐款達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校牧室會按時發出奉獻收據，可作申請扣減稅

項之用。 
  

信用卡轉賬 

登記領取聖餐及禮文 

mailto:claretsang@cuhk.edu.hk
mailto:abundancefellowship@gmail.com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mailto:chaplaincy@cuhk.edu.hk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mailto:chaplaincy@cuhk.edu.hk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https://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9月份（聖靈降臨期）崇拜講道主題兼職事表 

日期 題目 讀經 （經文） 職事 司事 

9

月 

25 

日 

講題：那日之後 

講員︰伍渭文牧師 

主席︰劉家駒先生 

何銘雯 (耶 32:1-3a, 6-15) 

周德健 (詩 146:1-10) 

胡美紅 (提前 6:6-19) 

顏寶倫 (路 16:19-31) 

司琴：林芍彬 

傳譯︰呂惠珊（英）劉晶晶（普） 

招待︰丘美苑、鄧麗娜 

譚偉強 

蘇詠芝 

梁昇學 

林美娟 

  

 

 

  

1. 崇拜直播連結 2. Facebook 
Chung Chi Chaplaincy  
崇基學院校牧室 

3. YouTube 
崇基學院校牧室 

Chung Chi College  
Chaplain's Office 

  
 4. ZOOM Webinar 

設有即時傳譯服務：粵語 ► 英語 或 普通話 

With the English / Putonghua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upport 
網路研討會 Webinar ID：924 3772 2732 

密碼 Password：692038 

 
 
 
 

 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以下網址，以了解使用方法及詳情。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or visit the link below for detail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

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崇基學院校牧室主日崇拜設有現場座席及即時轉播， 

歡迎會眾以不同方式，一起參與崇拜。 

（香港中文大學已實施「疫苗通行證」，請會眾適時留意政府最新公告。） 

ZOOM Webina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upport link 

即時傳譯服務連結 

ZOOM Webinar user guide 

即時傳譯使用方法 

學 院 消 息 

1. 「午間心靈綠洲」音樂會： 

歡迎會眾於明日 9 月 19 日下午 1 時 30 分親臨崇基學院禮拜堂欣賞「午間心靈

綠洲」音樂會。明日音樂會，崇基音樂系三位本科生歐陽洛森（色士風）、吳

宗翰（小提琴）及朱樂生（鋼琴）會為各位送上米堯《為小提琴、單簧管及鋼

琴而寫的組曲，作品 157b》、皮亞蘇拉《自由探戈》及布拉姆斯《降 E 大調

圓號三重奏，作品 40》當中的第四樂章。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sundayservice
https://cuhk.zoom.us/j/92437722732?pwd=QUFjOE9JM1d1OGcwRlBkSmVTaVkwUT09
https://www.facebook.com/chungchichaplaincy/liv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zftXGmqlqz_tedVNarV_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經文 

耶利米書 8:18-9:1 

8:18 我有憂愁，願能自慰；我心在我裏面發昏。19 聽啊，是我百姓的哀聲從極遠

之地而來，說：耶和華不在錫安嗎？錫安的王不在其中嗎？耶和華說：他們為甚麼

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虛無的神惹我發怒呢？20 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

救！21 先知說：因我百姓的損傷，我也受了損傷。我哀痛，驚惶將我抓住。22 在

基列豈沒有乳香呢？在那裏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不得痊癒呢？ 

 

9:1 但願我的頭為水，我的眼為淚的泉源，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的人晝夜哭泣。 

 

 

 

 

詩篇 113:1-9（啓應） 

啓 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

名！ 

應 2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啓 3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應 4 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耀高過諸天。 

啓 5 誰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處， 

應 6 自己謙卑，觀看天上地下的事。 

啓 7 他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應 8 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就是與本國的王子同坐。 

同誦 9 他使不能生育的婦人安居家中，為多子的樂母。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提摩太前書 2:1-7 

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2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

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3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

可蒙悅納。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5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

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

事必證明出來。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   

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路加福音 16:1-13 

1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

能再作我的管家。』3 那管家心裏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

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4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們家裏去。』5 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6 他說：『一百簍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

五十。』7 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說：『拿你

的帳，寫八十。』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

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

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      

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11 倘若你們在不義

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12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

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13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

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宣道經文：路得記 1:1, 6-18; 2:1-13; 3:1-13; 4:1-6, 13-17 

1:1 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

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1:6 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

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7 於是她和兩個兒婦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   

去。8 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

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9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於是拿俄米與

她們親嘴。她們就放聲而哭，10 說：「不然，我們必與你一同回你本國去。」11

拿俄米說：「我女兒們哪，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 

嗎？12 我女兒們哪，回去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說，我還有指      

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13 你們豈能等著他們長大呢？你們豈能等著他們不嫁

別人呢？我女兒們哪，不要這樣。我為你們的緣故甚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

我。」14 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      

米。 

 

1:15 拿俄米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裏去了，你也跟著你

嫂子回去吧！」16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那裏

去；你在哪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17

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

重重地降罰與我。」18 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自己去，就不再勸她了。 

 

2:1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2 摩押

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

拿俄米說：「女兒啊，你只管去。」3 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

取麥穗。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4 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

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5 波阿斯問監管收割的僕人說：「那是誰家的女子？」6 監管收割的僕人回答說：

「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7 她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

拾取打捆剩下的麥穗。』她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裏坐一會兒，常在這 

裏。」 

 

 

 



2:8 波阿斯對路得說：「女兒啊，聽我說，不要往別人田裏拾取麥穗，也不要離開

這裏，要常與我使女們在一處。9 我的僕人在那塊田收割，你就跟著他們去。我已

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10 路

得就俯伏在地叩拜，對他說：「我既是外邦人，怎麼蒙你的恩，這樣顧恤我呢？」

11 波阿斯回答說：「自從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      

地，到素不認識的民中，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12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      

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13 路得說：

「我主啊，願在你眼前蒙恩。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使女，你還用慈愛的話安慰我的

心。」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對她說：「女兒啊，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使你享福    

嗎？2 你與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處，波阿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他今夜在場上簸大

麥；3 你要沐浴抹膏，換上衣服，下到場上，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你等他吃喝

完了，4 到他睡的時候，你看準他睡的地方，就進去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   

裏，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事。」5 路得說：「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3:6 路得就下到場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而行。7 波阿斯吃喝完了，心裏歡暢，

就去睡在麥堆旁邊。路得便悄悄地來掀開他腳上的被，躺臥在那裏。8 到了夜半，

那人忽然驚醒，翻過身來，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腳下。9 他就說：「你是誰？」回

答說：「我是你的婢女路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蓋我，因為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

屬。」10 波阿斯說：「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

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11 女兒啊，現在不要懼怕，凡你所說的，我

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12 我實在是你一個至近的親      

屬，只是還有一個人比我更近。13 你今夜在這裏住宿，明早他若肯為你盡親屬的

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必為你盡了本分，你只

管躺到天亮。」 

 

 

 

 

 

 

 

 

 



4:1 波阿斯到了城門，坐在那裏，恰巧波阿斯所說的那至近的親屬經過。波阿斯    

說：「某人哪，你來坐在這裏。」他就來坐下。2 波阿斯又從本城的長老中揀選了

十人，對他們說：「請你們坐在這裏。」他們就都坐下。3 波阿斯對那至近的親屬

說：「從摩押地回來的拿俄米，現在要賣我們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塊地；4 我想當贖

那塊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沒有別人了。你可以在這裏的人面前和我本國的

長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若不肯贖就告訴我。」那人回答說：「我肯贖。」

5 波阿斯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買這地的時候，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

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6 那人說：「這樣我就不能贖了，恐怕於我的產業有

礙。你可以贖我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 

 

4:13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14婦

人們對拿俄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使你無至近的親

屬。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聲。15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老，因為是愛

慕你的那兒婦所生的。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16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懷

中，作他的養母。17 鄰舍的婦人說：「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

得。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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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 
詩篇 26:8 

Lord, I love the house where you live, 

the place where your glory dwells. 
 Psalm 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