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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落地‧生根 

 

「9 耶路撒冷的廢墟啊，要出聲一同歡唱；因為耶和華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贖了耶路

撒冷。11 離開吧！離開吧！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不

要沾染不潔淨之物，離去時務要保持潔淨。」(賽五十二 9，11)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以色列民在被擄的巴比倫住了一段日子，安定下來。巴比倫王也

一直對他們不錯呢，他們融入當地生活，可以自由進行買賣貿易。可說是落地生

根，下一代也總算安穩下來。昔日亡國被擄的動盪和哀聲也消失了。這時，上帝仍

然不斷叫他們預備自己歸回耶路撒冷。 

 

繁盛熱鬧的巴比倫，頹垣敗瓦的耶路撒冷，是你會怎樣選擇？可能他們也不太願意

離開。又要重新適應？經歷了這麼多，那麼辛苦才能穩定下來，怎可能回到從前？

怎能再重拾初信時對上帝的國那種「單純」的期盼和心志？到底那時是天真還是初

心？你可以回答自己嗎？ 

 

神的子民打散了嗎？人分散了不要緊，最怕是對主的心也被打散了。不過，總有一

些將上帝的國放在心裏的人，眼睛不會被表面的安穩所蒙蔽。神子民安定的源頭，

是上帝的同在。神子民的盼望，是聖城聖殿的重建，人心向上帝歸順。他們將上帝

的話放在心，明白留在巴比倫只是過渡。在暫居之中安然生活，同時反思上帝在整

個以色列民族的心意，心裏靜待上帝的哨子聲，就一同舉步回歸故土。離開巴比倫

時，就不會戀棧異鄉的温暖，也不致太過害怕前面的艱難和未知，因為裏頭藏著上

帝奇妙的作為。 

 

落地生根，信徒寄居的人生要生的又是怎樣的根呢？在不屬於你的地方，既學習如

常安居，同時也常懷盼望，常作準備，起程迎接上帝給你的下一程，新的階段。安

定之中又不能太安定，我們就是要那麼清醒的呀！在繁華安穩之中，心繫上帝的計

劃，在頹垣敗瓦之中看見上帝的美意和大能。 

 

 

 

 

 

 

 

 

江慕慈傳道  

在這疲乏與充斥著恐懼的世界之中，我們聽見祢慈愛的應許，祢與

我們休戚與共，帶來轉化的應許。願我們以渴慕的心期盼，等候那

唯一帶來保證的源頭。主啊，願我們準備好迎接祢的來臨，阿們。

(Walter Bruggermann，《歡慶豐盈 ~ 將臨期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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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四日聖餐崇拜程序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燭光禮：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眾坐 

點燃燭光，榮輝驅黑暗，我心除盡憂驚。 

3. 短頌：主耶穌，求光照 (光之週期 5 首 第一節)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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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召：詩篇 72 篇 1-2、18-19 節 (舊約 831 頁) 眾立 

1 神啊，求你將你的公平賜給王， 
 將你的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2 使他按公義審判你的子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18 惟獨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能行奇事，他是應當稱頌的！ 
19 他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他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 

5. 讚美：同頌基督誕生 (普天頌讚 161 首) 眾立 

1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同頌基督誕生： 
 來賜我們豐盛生命，公義顯於世塵； 
 貧乏之中傳播福音：瞎眼喜見亮光， 
 破碎心靈得主醫治，被囚終獲釋放。 
2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世間充滿不公， 
 神國子民實踐主旨，奮力抵抗歪風。 
 貧弱羣眾仍遭壓迫，飢餓哀求食物， 
 無數困憊，徒勞覓尋枕首、安身之處。 
3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成長，改變世間， 
 效主，眾需更新心志：珍惜人性尊嚴； 
 大地饒富物資同享，浪費、貪婪杜絶， 
 以愛關心彼此需要，必致供應超綽。  （間奏） 
4 聖嬰生於小伯利恆—我眾寶物呈獻： 
 承諾以善以義心志，此生努力實踐， 
 同為勞苦弱勢鳴冤，護佑困貧老幼， 
 廣宣基督降世佳訊—全地公義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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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祈禱 眾立 

7. 歌頌：願主來臨 (普天頌讚 165 首) 眾坐 

1 耶穌，求來臨，慶祝祢降生，雖非昔日馬槽，但願不嫌屈就。 

2 請來，小嬰孩－童貞女感孕，天父賜獨生子：創造宇宙嗣子。 

3 來，冰冷瑟縮，祢哭難平伏，除無客店安身，更少信是寶珍。 

4 甘卑微恩主，來此身居住，感受人類悲、喜，帶來救贖醫治。 

5 主，恩賜、實像，來，分擘天糧，景星今仍指向， 

 没藥有待膏獻。 

8.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11 章 1-10 節 (舊約 1013 頁) 

1 從耶西的殘幹必長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結果實。 

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寒人，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 

 以口中的棍擊打全地，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 

5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作他脅下的帶子。 

6 野狼必與小綿羊同住，豹子與小山羊同臥； 

 少壯獅子、牛犢和肥畜同群；孩童要牽引牠們。 

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與小熊同臥；獅子與牛一樣吃草。 

8 吃奶的嬰孩在虺蛇的洞口玩耍， 

 斷奶的幼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9 在我聖山各處，牠們都不傷人，不害物； 

 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遍滿全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 

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 

 列國的人必尋求他，他安歇之所大有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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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5 章 4-13 節 (新約 244 頁) 

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導我們寫的， 

 要使我們藉著忍耐和因聖經所生的安慰，得著盼望。 

5 但願賜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6 為使你們同心同聲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歸榮耀給神。 

8 我說，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的人的執事， 

 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9 並使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所記：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頌你，歌頌你的名。」 

10 又說：「外邦人哪，你們要與主的子民一同歡樂。」 

11 又說：「列邦啊，你們要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要頌讚他！」 

12 又有以賽亞說： 

 「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列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13 願賜盼望的神，因你們的信把各樣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9. 詩班獻詩：應允臨到  眾坐 

As we light a candle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將燭光點起， 

 as we light a candle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將燭光點起， 
we remember the Promise of peace and pray. 
紀念祈求主所應許的平安。 
O prepare our hearts as we wait, 
打開心門等候主來， 
O prepare our hears as we wait. 
打開心門等候主來。 
As we sing a song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將歌唱起， 
as we sing a song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將歌唱起， 
we remember the Promise of hope and believe. 
紀念相信主所應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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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repare our hearts to receive, 
打開心門迎接主來， 
O prepare our hearts to receive. 
打開心門迎接主來。 
Long awaited Promise, You are our hope and life. 
應許的主耶穌，萬民的希望。 
Prince of Peace, prepare our hearts. 
預備心迎和平王。 
Fill them with Your everlasting, 
求祢永遠光照我們， 
fill them with Your everlasting light. 
求祢永遠真光照萬民。 
As we see your star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明星閃爍， 
as we see your star in the night, 
就在今夜明星閃爍， 
we remember your Promise of life today. 
紀念主應許賜予的新生命， 
O prepare our hearts, we pray, 
打開心門，禱告祈求， 
O prepare our hearts, we pray, 
打開心門，禱告祈求， 
O prepare our hearts, we pray. 

 打開心門，禱告祈求。 

10. 奉獻：讚頌敬拜 Here I am to worship 眾坐 

11. 見證：劉興榮弟兄-早堂、區任邦弟兄-午堂 眾坐 

12. 信息經文：詩篇 1 篇 1-3 節 (舊約 757 頁) 眾坐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13. 信息：活出生命影響力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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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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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聖餐：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By Mark E. Bloedow 眾坐 

16. 家事 眾坐 

17.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8. 殿樂：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By Hugo Gehrke 眾坐 

 

 

 

講道大綱： 

(a) 引言 

(b) 滿載律法的心思(詩 1:2) 

(c) 脫去舊有的行為(詩 1:1) 

(d) 發揮全人生命力(詩 1:3) 

(e) 結論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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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陳國恩博士 陳國恩博士 何美寶傳道 何美寶傳道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家興弟兄 陳家興弟兄

讀經: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梁麗珠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迪麟弟兄 陳卓欣姊妹 蔡小鳳 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甄樂陶弟兄 潘裕文姊妹

招待: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古惠月姊妹 黃嘉康弟兄 李燕怡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盛霞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黃曉媚姊妹 温美娟姊妹 黃慧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李有芬

當值: 王炳生弟兄 甄志賢弟兄 彭秀群姊妹 黃香娣姊妹 黃翠屏姊妹 張漢榮弟兄 古海劍弟兄 陳惠霞姊妹

影音: 陳志立弟兄 林秋霞姊妹 黃曉媚姊妹 鍾穎嵐姊妹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夏麗婷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黃佩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楊婉芳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二妹姊妹 徐敏慧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徐梓瑤小朋友

讀經: 韋樂恩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溫浩揚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林允祈小朋友 高正之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羅藹誼傳道 　 吳綺薇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何執娣傳道 　 黃愛娣姊妹 　

仁愛: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周寶頤姊妹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1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紫）(12月4日) 聖餐

主日職事人員表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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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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神召神學院老師陳國恩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4) 網上讀經計劃《羅馬書》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

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5) 請各位參與 25/12(日)聖誕崇拜聖景演出之兒童、讀經員，務必

在今早 10:15 到禮堂試身，11/12、18/12 早上 10:15 到禮堂參

加綵排!並於 25/12(日)聖誕崇拜當日早上 9:00 準時到達禮堂參

加預習!如有任何查詢可與葉師母/羅傳道聯絡。 

6) 福蔭團契於 12 月 10 日下午 2:00-4:00 查經聚會，歡迎弟兄

姊妹出席。 

7) 12 月 11 日(日)下午 1:00-2:00 於 102-3 室安排接受水禮的弟

兄姊妹與執事、傳道同工交流認識，請預留時間參與。 
 

 

https://forms.gle/Zf8biCseKqVrRYU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