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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迎接大君王 

 

今天是將臨期第一主日。將臨期是教會年曆的開始，它提醒我們耶穌基督將

要來臨。這包括兩重意義，首先說明聖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並由童貞女馬利亞

所生，在彼拉多手下受難，以奴僕君王的樣式第一次來臨；將臨期第二個意義，

說明耶穌基督將要再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以榮耀君王的身份再來。將臨期共

有四個主日，目的就是要讓人預備好自己，儆醒等待基督的來臨。 

在舊約，有詩篇以歌頌神的王權為主題：詩篇 47 篇 1-2 節 

「萬民哪，你們都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神呼喊！ 

    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這詩篇當中以「至高者」、「大君王」、「我們的王」、「全地的王」、「神作王」、「坐

在他的聖寶座上」去形容神，要表明神的尊榮、神的權柄和管治全地的君王身份。

這詩篇呼籲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一同尊崇神，因為第一節呼籲「萬民哪，你們都

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神呼喊！」，無論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都要尊崇神為

王，以實際行動去敬拜這位大君王，包括「鼓掌、呼喊、用聖詩歌頌」，詩人鼓

勵人以手、以口、以整個人全力去稱頌神、讚美神，向這位全地的大君王流露出

尊崇、歡欣、擁戴、讚美之情！ 

 讓我們在將臨期一起思想，個人在生活上、心態上，如何預備迎接大君王耶穌

基督的來臨，除了讚揚尊崇主為萬有的大君王，如何向身邊的人傳福音，帶領人

歸向主、一同尊崇主為全地的大君王。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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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6 頁) 眾坐 

來，主耶穌，求光照，祢真光遠勝燭光。 
求將歡樂、樂賞賜，虔誠候主應許再臨。 

3.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眾立 

啟： 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應：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4. 讚美：美哉主耶穌 (生命聖詩 65 首) 眾立 

1 美哉主耶穌，宇宙萬物主宰！真神甘願降世為人； 
我心所景仰，我靈所尊崇，是我榮耀，冠冕，歡欣。 

2 青翠的草地，森林倍加美麗，全都披上彩艷春衣； 
耶穌更美麗，耶穌更聖潔，能使愁心歡唱不已。 

3 明麗的陽光，月亮倍覺清朗，繁星點點燦爛閃耀； 
耶穌更輝煌，耶穌更皎潔，天使榮光不足比較。  (間奏) 

4 榮美的救主，統管萬國萬民，祂是神子又是人子； 
榮耀與尊貴，頌讚與崇敬，都歸耶穌永不止息。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唯獨耶穌 (生命聖詩 86 首) 眾坐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女：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男：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脫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間奏)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軟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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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64 章 1-9 節 (舊約 1106 頁) 

1 願你破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 
2 好像火燒乾柴，又如火將水燒開， 

使你敵人知道你的名，列國必在你面前發顫！ 
3 你曾做我們不能逆料可畏的事； 

那時你降臨，山嶺在你面前震動。 
4 自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曾耳聞，未曾眼見， 

除你以外，還有神能為等候他的人行事。 
5 你迎見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 

看哪，你曾發怒，因我們犯了罪； 
這景況已久，我們還能得救嗎？ 

6 我們都如不潔淨的人，所行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我們如葉子漸漸枯乾，罪孽像風把我們吹走。 

7 無人求告你的名，無人奮力抓住你。 
你轉臉不顧我們，你使我們因罪孽而融化。 

8 但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陶匠； 
我們都是你親手所造的。 

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大發震怒，也不要永遠記得罪孽； 
看哪，求你垂顧我們，因我們都是你的百姓。 

 

哥林多前書 1 章 3-9 節 (新約 249 頁) 

3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4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給你們的恩惠。 
5 因為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具有各種口才、各樣知識， 
6 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得以堅固， 
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一無欠缺， 
 切切等候我們主耶穌基督的顯現。 
8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 
 使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指責。 
9 神是信實的， 
 他呼召你們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共享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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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以馬內利，求臨 (聖頌選集《12》3 首) 眾坐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解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2 受膏上主，懇求降臨，大衛之子，萬民頌稱。 

國度、王權主施於地，永遠讚美響徹天際。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3 來臨！來臨！此刻天福賞賜祢民， 

祢國，求臨，管治眾心，永遠相契。 

歡欣！歡欣！以色列民， 

以馬內利定要降臨！以馬內利定要降臨！ 

9. 奉獻：主必保守我 (生命聖詩 276 首) 眾坐 

10. 見證：早堂：梁睿熙、午堂：梁玉英 眾坐 

11. 信息經文：詩篇 16 篇 (舊約 768 頁) 眾坐 

1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2 我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惟獨從你而來。」 

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是尊貴的人，是我最喜悅的。 

4 追逐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增加； 

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7 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耶和華，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 

8 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致動搖。 

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 

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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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信息：主是我萬有 眾坐 

13. 回應：主是我萬有 (生命聖詩 387 首) 眾立 

1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我別無愛慕，惟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我心嚮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祢在我身邊； 

祢是我聖父，我是祢子，祢常居我心，我與祢合一。 

3 我不求虛名，也不求富有，祢是我基業，從今到永久； 

惟祢在我心，永遠居首，天上大君王，祢是我萬有。  (間奏) 

4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陽，容我享天樂，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永無變更，萬有的主宰，成為我異象。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奉行真道 (生命聖詩 525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 

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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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陳卓欣姊妹 鄭穎儀姊妹 陳卓欣姊妹 呂潔儀執事 連思樺姊妹 李燕怡執事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招待: 陳惠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黎美滿姊妹 李敏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黎蓮妹姊妹 周家楊 李靜賢姊妹 連卓欣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方艾洲弟兄 楊彼得弟兄 沙韋琪姊妹 甄志賢弟兄 張錦雲姊妹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影音: 黃永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徐俊榮執事 夏麗婷姊妹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陳國榮弟兄 雷君昊弟兄

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徐俊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讀經: 葉栢揚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梁穎童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劉子民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胡恩晴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雷君昊弟兄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利珍寶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呂潔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李笑歡姊妹 鄧美葆姊妹 譚慧冰姊妹 王月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杜小青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鍾偉貞姊妹 何艷愛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6日) 聖餐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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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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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阿摩司書 6-9 章、俄巴底
亞書 1 章、約拿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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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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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友劉詩愷姊妹及葉子謙弟兄訂於本年 12 月 5 日下午 2:30

在中華督教會長老堂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參與網上直

播：https://youtu.be/VT0Q6H9J4AI，共證主恩。連結於當日

下午 2：20 生效。 

5) 會友陳榮弟兄於 11 月 23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