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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內利 
10 耶和華又吩咐亞哈斯：11「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預兆：在陰間的深淵，或往上的高
處。」12 但亞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13 以賽亞說：「聽啊，大衛家！你們使人
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預兆，看哪，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乳酪與蜂蜜。16 因為在這孩子
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兩個王的土地必被撇棄。(賽 7:10-16) 
 
馬太福音同樣記述到相關的經文，當時馬利亞已懷孕，主的使者向作為未婚夫約瑟表示這胎兒就
是救主。1:23「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在馬太福音引用舊約的經文時，的確是指到救主耶穌的降生。但舊約經文的意思可以與引用時要
表達的內容不一樣；即同一段經文，新約引用時是指到耶穌的降生，但舊經經文指到另一事件；

舊約的經文是「預表」了救主的降生1。 
 
舊約經文的背景是南國猶大出了一位「行耶和華看為惡事」的王-亞哈斯(王下 16:5-9)，而當時亞
蘭王與北國以色列王結盟，一同攻打南國猶大。亞哈斯在這處境中選擇了向亞述尋求幫助，並獻
出聖殿及王宮的金銀，作為亞述提出協助的回報。猶大王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當前的危機，但作
為神的子民的國家，神是反對他們以結盟的方式去解決。 
 
以賽亞書正正交代到當時神如何教導亞哈斯王應該採用的方法；但回應是拒絕了先知的建議
(7:12)，看 9 似有他的理由，但不要以為他懼怕行事得罪神，而是不想以神的方法處理，所以根本
就不想求神指引，也不要甚麼「預兆」。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當中的意思是有「年輕女子生下兒子」，本來沒有新約描述馬利亞的懷孕特

性。再看 15、16 節的經文，當中指出這來自神的拯救，會在短期內發生，年期不過如小孩出生，
至他懂作選擇、吃到「乳酪與蜂蜜」，敵對南國猶大的亞蘭王和以色列王都會失去威脅的能力，危
機就會過去，這樣國民就明白甚麼是「以馬內利」神與他們同在。 
 
以賽亞對亞哈斯的宣告，並不是要他等 7 百年後救主耶穌的降生，他們的困局才可以解決。聖經
新舊約的經文，讓大家明白神是一直愛他的子民，神對人的愛沒有停止，也不是要舊約的信徒等
7 百年才可以得到從神而來的幫助。今日我們面對困難，神同樣會為我們預備「出路」，這「出
路」不是趨吉避凶，而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共同走過每一個困難。 

 

  陳志輝先生 

                                                 
1 「預表」（typology）一詞，原是從「種類」（type）一詞而來，意指舊約中某些人、事、物、制度、節期、禮儀等，

雖本身有明確的歷史背景、目的與意義，然而神卻用這些人、事、物、制度、節期、禮儀等去比喻將要來臨之人、

事、物。http://xybk.fuyin.tv/Books/PI_BTruth-Saved/b5/06.htm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將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燭光禮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立 

   詩班：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會眾：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宣召 ................. 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第三主日) ............... 眾  立 

啟：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應： 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4. 讚美 ................................. 天使報信 (生命聖詩 98 首) ................................ 眾  立 

1 聽阿！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親！” 

興起！地上大小邦，響應諸天共頌揚，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2 至高天庭同敬拜基督萬代永生王，萬世所望從天降，甘心卑微居陋房； 

至高上主披肉體，道成肉身降麈世，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間奏）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帶來生命顯光芒，起死回生醫創傷； 

捨棄榮華離天上，降生救人出死亡，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馬槽聖嬰 (生命聖詩 100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西番雅書 3 章 14-20 節 .................................. 眾  坐 

腓立比書 4 章 4-7 節 

8. 獻詩 ..........................................  A Waiting Carol ........................................ 兒童詩班 

9. 奉獻 .............................. 朝拜新生王 (生命聖詩 102 首) ............................. 眾  坐 

10. 見證 .........................................李振豪弟兄 (早堂) ....................................... 眾  坐 

陳廸麟弟兄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提摩太前書 1 章 15-16 節 ................................. 眾  坐 

12. 信息 ............................................. 保羅的聖誕節 ........................................... 眾  坐 



 

 

13. 回應 ................................ 頌主作王 (生命聖詩 145 首) ............................... 眾  立 

1 聽哪！千萬琴韻悠揚，頌讚聲充滿天上，主作王，天庭樂洋洋， 

 主作王，神愛顯彰。看哪！主坐寶座上，惟獨主統治萬方。  ** 

2 主耶穌，祢榮耀光芒，使天空美麗輝煌，生命主以微笑教導， 

 使大地聖徒歡暢。當我們想念主愛，承認主愛無限量。    ** 

（默想）3 榮耀王永遠掌王權，永遠戴光輝金冠，主的愛不能被隔斷， 

     眾信徒永蒙愛眷。我喜樂是主恩典，將來必得見主面。    ** 

4 但願主基督快顯現，帶來榮耀的一天，當莊嚴號筒聲響遍， 

 天地消滅不再現。那時金琴伴歌唱，榮耀歸與大君王。    **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阿們。 

14.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

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撒母耳記下 11 至 17 章。弟兄姊妹只要 

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2019 年 1 至 3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4) 教會元旦大旅行經已額滿，請弟兄姊妹留意。 

5) 請參與聖誕節崇拜中聖景演出的主日學生及兒童詩班員於今日上午 10:15 及 12

月 23 日上午 10:15 到禮堂綵排；並於 12 月 25 日上午 9:15 到教會報到。請家長

依時帶同子女出席。 

6) 2019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以上。 

7) 12 月 24 日平安夜晚上 7:00-9:00，成人詩班聯同樂器小組將在藍田地鐵內及滙景

花園平台報佳音，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8) 2019 年 1 月 6 日及 13 日將進行 2019 年事奉人員招募，請弟兄姊妹為明年在祟

拜事奉的參予禱告。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6. 殿樂 ..............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ByHugo Gehrke) ............ 眾  坐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姚添壽牧師 姚添壽牧師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黃翰濤弟兄 黃翰濤弟兄

讀經: 連思樺姊妹 區惠娟姊妹 連思樺姊妹 區惠娟姊妹 柯綽瑤姊妹 陳朝發弟兄 柯綽瑤姊妹 蘇雅妍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執事 林美荃姊妹 楊穎君執事 林美荃姊妹 楊穎君執事

招待: 李燕怡執事 林笑寶姊妹 陳其銘弟兄 鄭美珍姊妹 黎翠琼姊妹 趙惠蘭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陳翠珍姊妹 何美蘭姊妹 黃佩貞姊妹 譚富霖弟兄 黎蓮妹姊妹 黃家成弟兄 黃曉媚姊妹

當值: 彭秀群姊妹 麥淑容姊妹 曾建恆弟兄 余文耀弟兄 戴志遠弟兄 區惠娟姊妹 鄧民亮弟兄 林禮標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梁睿熙弟兄 郭　宏弟兄 鄭心怡姊妹 黃永賢弟兄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楊芷瑩姊妹

執事: 林殷宏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　- -　- 劉己惠姊妹 劉己惠姊妹

讀經: -　- -　- 陳　灝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陳俊希弟兄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寶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3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6日)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11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70,726         510,276    9,650        2,200       1,300        4,700       42,600          

現金支出 740,740         685,215    1,000        -               6,000        5,000       43,525          

現金流入/(流出) (170,014)       (174,939)   8,650        2,200       (4,700)       (300)         (925)              

固定資產 14,616,700    368,260    -                -               -                -               14,248,44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352,553      390,881    522,325    919,116   60,450      5,079       454,702        

其他資產 71,200           28,00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624,329)    -                -                -               -                -               (2,624,329)    

其他負債 (129,151)       (129,151)   -                -               -                -               -                    
淨資產 14,286,972    657,990    522,325    919,116   103,650    5,079       12,078,813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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