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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主題經文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

不疲乏。(以賽亞書 40:31) 
 
今年第 26 屆的培靈奮興大會，李思敬牧師主講以賽亞書，題目為地極曙光-明白

《以賽亞書》。11 月 1 日是第一講，就解釋了以賽亞書第 40 章，並以「如鷹展翅」

作為分題。以下的分享，也會提及當中的一些論點。 
 
有別於 1-39 章，由 40 章開始新一頁、新主題，  

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向它宣告，它的戰爭已結束，它的罪孽已赦免；它為

自己一切的罪，已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經文宣告以色列被擄的日子可以結束，罪孽可以被赦，作為神的子民受到長子名份

的「加倍受罰」，這是神向以色列人作出安慰，宣告拯救的信息。而拯救不是回

歸、不是愎國，而是- 

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肉之軀的都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在第 40 章出現一段很特別的對話， 

6 有聲音說：「你喊叫吧！」我說：「我喊叫甚麼呢？」凡有血肉之軀的盡都如草，

他的一切榮美像野地的花。 
 
人只是野地的花、草，安慰及拯救是以神的話改變人的心志， 

8 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我們神的話永遠立定。 
 
在本章的尾段； 

29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30 就是年輕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

卻不疲乏。 
 
人不要靠自己的年輕、強壯，而是神的話才叫人可以重新得力，如鷹於天上翱翔。

鷹成為天上王者並不是靠自己拍翼的力量，而是懂得利用上升的氣流；信徒能夠在

任何光景下自由飛翔，也是靠神的靈，如上升的氣流，叫我們得安慰、蒙拯救，生

活有力。在 2021 年，疫境與社會負面的氣氛可能未減退，但信徒卻可靠神的加能

賜力，逆境翱翔。  

陳志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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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將臨期第四主日 (紫)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將臨節燃點燭光 (普天頌讚 127 首) (笫四主日) 眾立 

主席：我們燃點燭光，象徵基督—世界之光來臨。  

同誦：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主的道。  

主席：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同誦：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就是“上主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主席：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同誦：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主席：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  

同誦：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説的。  

3. 讚美：普世歡騰 (生命聖詩 89 首) 眾立 

1 普世歡騰，救主降臨！全地接祂為王； 

 萬心為主預備地方，宇宙萬物歌唱， 

 宇宙萬物歌唱，宇宙，宇宙萬物歌唱。 

2 大地歡騰，主治萬方！萬民高聲頌揚； 

 田野，江河，平原，山崗，響應歌聲嘹亮， 

 響應歌聲嘹亮，響應，響應歌聲嘹亮。 

3 世上一切罪惡憂傷，從此不再生長； 

 普世咒詛變為恩典，主愛澤及四方， 

 主愛澤及四方，主愛，主愛澤及四方。  (間奏) 

4 主以真理，恩治萬方，要在萬國民中， 

 彰顯上主公義榮光， 主愛奇妙豐盛， 

 主愛奇妙豐盛，主愛，主愛奇妙豐盛。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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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聖誕佳音 (生命聖詩 90 首) 眾坐 

1 天使初報聖誕佳音，先向田野貧苦牧人； 
 牧人正在看守羊群，嚴冬方冷，長夜已深。  ** 
2 牧人抬頭見一明星，遠在東方燦爛光明； 
 發出奇光照耀塵寰，不分晝夜，光彩無間。  **  (間奏) 
3 博士三人因見星光，遠道而來，離別家鄉； 
 專心一意找尋君王，追隨景星，不問路長。  ** 
4 景星引導渡漠越荒，到伯利恆，停留其上； 
 景星照射，光蓋馬房，嬰孩耶穌，馬槽為牀。 ** 
5 博士三人一齊走進，屈膝跪拜，虔誠虛心； 
 敬將乳香，沒藥，黃金，作為禮物，奉獻聖君。**  (間奏) 
6 我們應當異口同聲，讚美上主創造大能； 
 自無化有，萬物豐盛，藉主寶血，救贖蒼生。 ** 
 
**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救世君王今日臨塵。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89 篇 1-5、19-29 節 (舊約 851 頁) 

1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 
 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到萬代。 

2 因我曾說： 
 「你的慈愛必建立到永遠，你的信實必堅立在天上。」 
3 「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約，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 
4 『我要堅立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要建立你的寶座，直到萬代。』」 
5 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謝你的奇事； 
 在聖者的會中，要稱謝你的信實。 
 
19 當時，你在異象中吩咐你的聖民，說： 
「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壯士身上， 
 高舉了那從百姓中所揀選的人。 

20 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用我的聖膏膏他。 
21 我的手必使他堅立，我的膀臂也必堅固他。 
22 仇敵必不勒索他，兇惡之子也不苦害他。 
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敵人，擊殺那些恨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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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的信實和我的慈愛要與他同在； 
 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舉。 
25 我要使他的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26 他要稱呼我說：『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27 我也要立他為長子，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28 我要為他存留我的慈愛，直到永遠， 

我與他所立的約必堅定不移。 
29 我也要使他的後裔存到永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久。 

  

羅馬書 16 章 25-27 節 (新約 247 頁) 

25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歷代以來隱藏的奧祕的啟示，堅固你們。 

26 這奧祕如今顯示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令，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民，使他們因信而順服。 

27 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給獨一全智的神， 

 直到永遠。阿們！ 

7. 奉獻：上主無窮大愛 (普天頌讚詩 89 首) 眾坐 

8. 見證：伍美娟姊妹、林耀尊弟兄 

9.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10 章 1-5、9-12 節 (舊約 658 頁) 眾坐 

1 以斯拉禱告，認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時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和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裏， 

 成了一個盛大的會，百姓無不痛哭。 

2 以攔的子孫，耶歇的兒子示迦尼對以斯拉說： 

「我們娶了這地的外邦女子，干犯了我們的神， 

然而現在以色列人在這事上還有指望。 

3 現在，我們要與我們的神立約， 

 送走所有的妻子和她們所生的， 

 照著主和那些因我們神誡命戰兢之人所議定的， 

 按律法去行。 

4 起來，這是你當辦的事，我們必支持你，你當奮勇而行。」 

5 以斯拉就起來，叫祭司長和利未人，以及以色列眾人起誓， 

 要照這話去做；他們就起了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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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眾人三日之內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時是九月，那月的二十日，眾百姓坐在神殿前的廣場， 

 因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戰抖。 
10 以斯拉祭司站起來，對他們說： 
「你們有罪了，因為你們娶了外邦女子，增添以色列的罪惡。 

11 現在當向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認罪，遵行他的旨意， 
 離開這地的百姓和外邦女子。」 

12 全會眾大聲回答說：「好！我們必照著你的話去做。 

10. 信息：重點與次序 眾坐 

11. 回應：潔淨我 (青年新歌 43 首) 眾立 

1 測透我心，今天透析罪我；救主我禱告，私意願祢知。 
 體察我心，若內藏污罪惡；淨化我心離開羞辱罪過。 
2 稱讚我主，洗清我身罪過；以祢的真理，請潔淨我心。 

 請以祢火，燒燬蒙羞舊我；教我渴想這一生榮耀祢。 

 (間奏) 
3 主，我一生，但願全都屬祢；願我的心裡，主愛日倍添。 
 管理我心，不驕傲、不自我；我今降服，要將心全屬祢。 
4 懇賜復興，願聖靈挑旺我；此刻復興我，施美善聖工。 
 今日所需，主應許必念記；向主謙卑求恩福臨在我。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小伯利恆 (普天頌讚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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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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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陳可媚姊妹

-　-

呂君達執事 莫雪貞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周敏儀姊妹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黃麗堅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誕後第一主日（白／金）(12月27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0日)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區伯平牧師

周家揚弟兄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麥志成牧師

鄧美葆姊妹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黃永賢弟兄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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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

聚會。 

2) 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登

入「網上崇拜出席記錄」連結填寫資料，以便協助教牧同工有

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哈巴谷書 3 章、西番雅書 1-

3 章、哈該書 1-2 章、撒迦利亞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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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的規定，本堂只安排主日上午 10:30 一堂的

網上崇拜，除事奉人員外，堂會不對外開放，直至政府公佈新

規定，會眾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 

5) 12 月 25 日上午 10:00 聯合聖誕崇拜將以網上直播進行，同日

的洗禮會延期舉行，請會眾及洗禮者留意。 

6) 12 月 26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7) 會友何球弟兄於 12 月 15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8)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