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来到主耶稣升天日（复活期的第 40天）过后的主日， 

我们重温最初的信徒们 

在主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期间所行的事。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路加福音 24:50-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诗篇 47 篇         副歌：  

   万民哪，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 

   主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耶和华至高者是多么的伟大和可畏。   

  

   上主已升上高天，有喊声相送， 

             还有号角声相伴。 

             祂配得荣耀， 

             配受我们的尽情歌颂。 

                   我们当尽心尽情地向上帝歌颂。（副歌） 

 

上帝以威严治理万国， 

             永远坐在祂的圣宝座上。 

             列邦的君王和统治者都敬拜祂， 

             因为世界万国都属祂， 

             世界万国都单单属祂。(副歌) 

 

祷文     统管万物的君王， 

     我们等待与天上的诸君一同高唱的那日到来 

     “世上万国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 

                    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那日到来之前, 请悦纳我们心中的赞美, 指导我们的生活样式， 

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能向世界彰显祢的国度。阿们。 

 

祷告       上主——统管万物的君王， 

   祢是配得称颂的； 

     祢用祢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圣灵。 

     领我们走在祢独生子基督的道路上。 

      愿所有颂赞、荣耀都归给祢直到永远。阿们。  

    

读经     读经取自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24:44-53   



 

 

      上主的福音 

      赞美主基督。 

 

反思 何谓喜乐？ 

 

我们无法给“喜乐”一个明确的意义，但它是做主门徒所展现的美德，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

是我们的能力范围所及的，乃是上帝的作为，出于基督的主动，并因着圣灵得永存。我们不能把

“喜乐”这个深奥的奥秘简化成可掌控的, 因为如果主耶稣的复活是要教导我们一个真理，那应该

就是升天的主超越我们掌控之外。我们不能完全地解释“喜乐”，但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 是耶稣

答应并已赐给我们的“大喜乐”。 

 

升天的基督希望祂的喜乐能在你心中升起，从你心灵阴暗之处复活起来，好使你不论处于伤心、惊

慌、怀疑、不信、疑惑，甚至“大喜乐”，内心依然拥戴主为王。人们除了观察我们有否活出爱的

生命，他们也能从我们的喜乐中认清我们是基督徒。  

 

(摘录自 Luke A. Powery 牧师博士 在升天主日在杜克大学礼拜堂讲的道) 

 

静默 

诗班     《快乐之歌》第一节 

 

快乐，快乐，我们崇拜，  

  荣耀上主爱之神；  

   心如花开，到主面前， 

欣向天上日光明。 

苦意愁云，恳求消化， 

疑惑黑荫求散尽； 

永恒快乐，求主赏赐， 

灿烂光华满我心。         

 

祷文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中保及大祭司 

         感谢祢降世为人，  

   经历人生的喜乐忧愁, 使我们确知        

   祢能够体恤我们，也能够与我们同乐。 

    我们为着生活中的各种喜乐来赞美祢： 

   为着祢所创造的万物之美。。。 

   为着祢在这世上所动的工。。。 

   为着祢国度的增长。。。 

   为着我们喜乐的最大泉源、永生的恩赏。。。 

  

     圣灵是我们的中保，祂在上帝面前，替我们向上帝代求， 

     因此我们坦然无惧地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祢面前: 

     为着祢创造的万物祷告，愿人们能尽心和细心地照顾它。。。 

     为着世界领袖祷告，愿他们实行公义和和平。。。 



 

   为着我们的国家和领袖祷告，愿他们能团结并带给我们盼望 。。。 

     为着普世的教会祷告，他们正在勤做主工，愿他们持守信仰。。。 

    为着所有被新冠肺炎影响的祷告： 被确证的, 失业的、 

       被影响的雇主、农民、杂货商、护理员、医疗人员、 

                    所有正在受苦的，愿他们蒙祢的恩典所安慰。 

        正当我们尝试明白眼前的处境和伸出援手来缓和整个局势， 

   愿我们每个人在祢的怜悯中刚强。 

         主基督，我们的中保和大祭司， 

                    我们奉祢大能的名祷告。阿们。    

                           

诗班    《快乐之歌》第二、三节 

 

主是不断赞美中心， 

主所造物都欢欣； 

群星天使，团聚呕歌， 

天地反映主光明； 

高山幽谷，沃野森林， 

草场积翠波如镜， 

清歌小鸟，轻注流泉， 

唤醒我们颂主心。 

 

永远祝福，永受尊容， 

永远赦免永施恩； 

生之快乐，活水源头， 

欢乐安息海般深！ 

主是父亲，基督是兄， 

爱中生活皆主民； 

求教我们怎样相爱， 

同享神圣大欢欣。 

 

  歌词: Henry Van Dyke, 1907; st. 4 alt. 1989 

  音乐: 快乐颂, 贝多芬 

      

结束祷文       热烈鼓掌 

    大声欢呼 

扬声歌颂 

  高举大能的上帝！ 

       - 诗篇 47 篇  

       

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哈利路亚!  

    - 改编自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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