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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十二月廿五至廿六日     周六崇拜：下午6:00  主日崇拜：上午8:30, 10:00 , 
11:45, 下午6:00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2:14)

會務組︰曹偉彤(組長/特約顧問) 方兆雄(副組長/聖樂主任) 吳彩虹(牧養主任)

郭健民(行政主任/外展主任) 馬穎儀(差會主任) 梁明財(義務顧問)

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Angels from the Realms (arr. Cynthia Dobrinski)......................手  鈴  組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世頌148首 齊來，信主聖徒 (副歌)........................... 詩      班

  齊來歡欣同敬拜，齊來歡欣同敬拜，齊來歡欣同敬拜主基督。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47首 聽啊！天使高聲唱..........................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鍾家威傳道   鍾志賢傳道   姚禧嘉傳道   羅明遠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 羅明輝弟兄

                        (清、早) Pastoral Symphony, from "Messiah" (G. F. Handel,  arr. M. P. Conway)

浸      禮 Baptism.....................................................................................(六)郭健民牧師   (午)方兆雄牧師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信眾齊迎主降臨.............................. 會眾立唱

  主基督降臨  (曲：Patrick Appleford ©1962 Josef Weinberger Limited；中文譯詞：方兆雄，2020）

 (第一次詩班，第二次會眾加入) 

 主基督初次降臨──誕生在伯利恆。萬籟靜悄，太初真道蒞臨人類塵世；

 馬利亞深知道，牢記心中反覆思念：神子竟捨天家寶座，在她懷中安憩。 (間奏轉調)

 耶穌，至高的聖名 （世頌129首，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耶穌，至高的聖名，美麗的救主，榮耀之君。以馬內利，神與我同在，

 賜福救贖主，永生之道。（升調，重唱一次）（間奏轉調）

信眾齊到主前（歌曲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

                        讚祂詠團所有。)

 1. 信眾齊到主前，高唱凱歌歡欣，信眾齊來邁向美哉伯利恆。

     心意盡獻奉，聖嬰降生為王，（副歌） 

 2. 看！榮美天庭，天使和唱高聲，啊！聽屬神萬眾天軍歡呼讚美，

     璀璨萬世代，至高永生父神！（副歌）  

 3. 看！純潔嬰孩，卑降世間新生，世界萬民頌讚救主衷心敬拜！

     真理耀遠近， 尺軀載真來臨。（副歌）（間奏轉調）

 (副歌) 信眾伏拜稱讚揚，謙恭同詠天恩深，感恩歡呼讚頌主基督降世！ 

 主基督降臨

 主基督將要再來──乘著雲彩降臨，祂的話語勝似寶劍，能刺入與剖開、

 分辨靈魂心意，迎接得救贖的眾民。願主基督祢快來臨！全地和應：「阿們！」

 （詩班）願主基督祢快來臨！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路2:1-14............葉耀昌弟兄   鄧萬發弟兄   陳   萍姊妹   黎耀民弟兄

嬰孩奉獻禮 Infants Dedication.....................................................................(六)方兆雄牧師   (午)郭健民牧師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丘佳華弟兄   胡南華弟兄   梁經緯弟兄   蔡曼棠姊妹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arr. Joel Raney)    手鈴組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卞星們弟兄   葉焯雄弟兄    黃念郇弟兄 許文森弟兄
指揮：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黃念郇弟兄 關傑明弟兄
風琴：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伴奏：劉穎琛姊妹   劉穎琛姊妹    陳思慧姊妹 陳思慧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聖誕崇拜

月詩簡介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奇妙恩光........................................................ 詩     班
                                                曲：Tom Fettke，詞：Rebecca J. Peck ©2004 Thomas Peck Music；中譯：張美萍

                 1. 昏暗世界在沉睡中，永恆真理放光芒，人在黑暗迷途失落，遍尋不到神真光，

     在夜間貧窮牧人儆醒，尋得見彌賽亞，在恐慌彷徨中得光照發出讚美歌聲。

 (副歌) 奇妙恩光，臨格大地，我們看見所應許彌賽亞。

                         權能神，和平君，神愛子。奇妙恩光，臨格大地。

                2. 昏暗世界仍在沉睡，罪惡滿盈難分離，永恆真光呼召回轉，接受救主得恩福，

    飢渴心田蒙恩得滋潤，我們接受福音，救主至寶貴明亮晨星是我以馬內利。（副歌）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一個偉大的奇蹟在這裏發生 (路1:26-38).......................吳彩虹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123首 天使向童貞女顯現...............................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鍾家威傳道   鍾志賢傳道   姚禧嘉傳道   羅明遠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139首 普世歡騰.....................................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吳彩虹牧師

榮 耀 頌   Gloria Patri.............................世頌157首 天使歌唱在高天（副歌）.............................會眾立唱

     榮耀，榮耀歸於至高真神！榮耀，榮耀歸於至高真神！

殿      樂   Postlude.........Hallelujah Chorus, from "Messiah"  (G. F. Handel,  arr. V. Fox).......... 眾      坐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曹啟明 葉文菁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勞家怡 黃日東                 
主日早堂  李嘉焯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方憬仁 黃日東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If P.B. “The Great Escape”             
Presider: Ms. Irene Yeung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令人不安的聖誕(太2:1-3) 
主席：林少琼牧師     領詩：沈紹麗姊妹         司琴：蕭碧茹姊妹

11:45 

                      主日晚堂(浸禮)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勞家怡傳道    講題：為何而生？(賽9:6, 加4:4-7)               主席：姚禧嘉傳道    
          司琴：譚浩文弟兄    讀經：葉承中弟兄   奉獻祈禱：易作汶弟兄    司事：聯誼部

10:00 

獻詩簡介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15   清早成長班
 8:30   清早堂崇拜、兒童崇拜
 9: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English Worship
10:30   English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English Youth  Sunday School
11:45   午堂崇拜、兒童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上午   9:4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禱告讚美會(每月最後一周)
下午   8:15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30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每月第一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00   普通話青年、成年團契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兒童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492

主日清早堂           377          

主日早堂              690        

主日午堂              566      

主日晚堂                36            

普通話崇拜             58

兒童崇拜              117

English Worship       60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四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馬太福音    二13-23

 (一)  約翰福音    二1-12

 (二)  約翰福音    二13-25

 (三)  約翰福音    三1-15

 (四)  約翰福音    三16-21  

 (五)  約翰福音    三22-36

 (六)  士師記       一1-21

曹啟明傳道書籍推介《陝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

本書記載挪威宣教士司務道(1911-1992)，使用神給她護士的訓

練，從年青往陝西到香港走過近半世紀戰火和艱澀的事奉。誠然

是委身回應召命的生命，雖在蒙召時曾以「總有人比我更適合」

作為託辭，但卻終以順服的心擺上一生，並在香港留下佳美的腳

踪，不單建立恩光護幼院和堅樂中學，更在當時將軍澳這片荒園

上建立靈實醫院，延續醫療與傳道的精神。期望當再一次想到或

看到靈實醫院的時候，如同雲彩的見證都鼓勵著城浸家每位弟兄

姊妹繼續思考和更深回應召命。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普通話成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English S.S. & S.G.

※974

※1223

70

75

31

17

26

128

36

-

43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668(截至21/12)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864(截至21/12)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396



訃聞
◆	趙汝南弟兄已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2 0 2 1 年 1 2 月 2 6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查經祈禱會(29/12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早)

									年終感恩崇拜及年終大會(晚)

上周出席	(早)	59人			(晚)73人

線上瀏覽人數993	(截至21/12)

林于謙宣教士差遣禮
日期：2022年1月9日（主日）

時間：下午3:00

地點：大禮堂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同頌主恩，支持普世
宣教！

會聞
◆12月29日(禮拜三)的禱告讚美會(上午及晚上)

將合併於上午九時正在教會大禮堂進行，同

步在教會臉書直播，敬希垂注！

◆2021年年終感恩崇拜及年終大會謹定於12月

29日(禮拜三)晚上七時半在本教會大禮堂舉

行。敬請會友攜帶會友證依時出席，參加崇

拜、議事及選舉部員。年終大會後，隨即舉

行十二月會友月會，請會友留步同商會務，

共建神家。	

◆本教會將於2022年1月1日停止代收鄺維新宣

教士伉儷、葉駿達宣教士及Pastor	V的愛心捐

款，如有查詢請致電差會(電話:22467656)。

十二月聚會一覽
27/12

上午十時半			聖誕浸禮崇拜

29/12

晚上七時半		年終大會─崇拜、議事、選舉

晚上八時半		月會

聘請
網絡事工統籌幹事
專責協助策劃、推動和統籌教會的資訊網絡及

社交媒體的發展和應用，以促進福音和牧養事

工。大學畢業，具良好的語文和電腦操作能

力，善於溝通，具團隊合作精神，解困能力

強，有系統性思維。具相關工作歷練、有管理

和領導經驗者為佳。

有意者請具函履歷表、近照及要求待遇，寄九龍

亞皆老街206號九龍城浸信會收(信封面請註明申

請職位)，合則約見。收集的個人資料只作招聘

用途。應徵者如沒收到面見通知，作不合適論。

音樂部事奉／訓練樂組人員招募
宗旨：藉著詩歌榮耀神，以音樂的美和力量傳揚

福音信息，帶領會眾以音樂為祭獻給神。

1. 弦樂組(16歲以上)、少年弦樂組(8-16歲)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樂手、低音大提琴樂手

2. 少年詩班(中二至大專)：詩班員
查詢及報名，請致電27135111或

電郵yolandawsliu@baptist.org.hk

與音樂部廖姊妹聯絡。					詳情請掃描QR	code

兒童詩班-新班員招募及舊班員註冊
日期：2022年1月8,	15,	22,	29日(禮拜六)	

練習時間：逢禮拜六下午2:30-3:30

對象：3-12歲本會會友或友會子弟

啟蒙(K1-K3/3-5歲)	203室

幼稚(P.1-P.3/	6-8歲)303室

初級(P.4-F.1/9-12歲)302室

更正啟事
十二月份月會議程中，討論事項第十二項出現

手民之誤，成年部(7.)撒母耳成長班2022年度

成長班導師名單，更正如下︰

*李美儀、*羅明遠、李少強、余詠卿、

		劉玉芬、李卓維、羅寶儀

差會代禱事項
鄺維新、陳鳳仙宣教士夫婦（英國）
◆感謝神帶領他們來到英國參與宣教服侍，從

雙職宣教轉為全職宣教已廿多年，神讓他們

開闢了很多不同事工。感謝神的恩典及弟兄

姊妹的禱告守望！

◆過去一年他們有機會接觸一些從香港來的弟

兄姊妹，盼望他們能夠成為生力軍，帶領更

多人歸向神！



受浸新葡
十二月廿五日(周六晚堂)由郭健民牧師施浸
本會男
	 陳壽頤	 黃錦沛
本會女
	 李婉芬	 潘明珠	 陳倩儀	 陳蓮妹	 鮑仙平

	 劉愛珠	 黃倩敏	 李淑霞	 江純潔	 陳瑞葉

	 關明慧	

十二月廿六日(主日午堂)由方兆雄牧師施浸
本會男
	 麥美南	 趙紹津	
本會女
	 曹明儀	 老潔貞	 李國𡖖	 溫鳳仙 劉雅文

	 黃根茹	 吳旭青	 羅凱怡	 鄧秀蘭	 鍾少蘭

十二月廿六日(主日晚堂)由曾智聰牧師施浸
本會男
	 高正文	 張梓灝	 鄧子洋	 蔡澤廷	 王歷天

	 李樂人	 張沛笙	 郭善衡	 	
本會女
	 陳嘉晴	 王佳渝	 岑可咏	 屈曼祺	 蘇靜言

	 蘇靜柔	 張曉嵐	 蘇殷喬	 陳皚慧	 張睿妍

	 蔡恩亭	 鍾天僖	 林秀芬	 姚		燕

十二月廿七日(浸禮崇拜)由郭健民牧師施浸
本會男
	 蔡炎生	 陳道榮	 陳耀輝	 陳似悟	 陳非悟

	 周幸貝	 何中維	 麥晉傑	 許宏恩	 吳浩賢

	 廖朗信	
本會女
	 陳麗歡	 黃雅美	 司徒玉琴	蔡家燕	 陳玉華

	 楊美德	 董靜紋	 伍穎琪	 余詩銘	 林青穎

	 李婷欣	 吳穎霖	 	

轉會受浸(女)李麗芬	曾錦鳳	 楊皎蓉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2022年2月18日(五)

時間：上午9:00-中午12:30

對象：35-65歲健步的本會會友(需要行斜路或

樓梯級，恆常出席成長班優先)

費用：$30	(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名額：15位(若人數超過15人，則以抽籤決定，

中籤者將獲電郵通知，並需付款作實)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B出口(地面)

截止報名：2022年2月6日(主日)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

								(電話:22467656)
網上報名

2021聖誕節嬰孩奉獻禮芳名
十二月廿五日(周六晚堂)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嬰孩姓名 
1.明頌恩				葉嘉慧						明悅(女)

2.李榮華				梁瑋恩						李諾行	(男)		

3.張錦雄				馬麗欣						張添信	(男)											

4.鄭俊然				冼迦頌						鄭熹載(男)、鄭煦迎(女)

5.陳福和				吳苑汶						陳益道	(男)

十二月廿六日(主日午堂)
父親姓名  母親姓名  嬰孩姓名
1.吳晃榮					譚嘉慧					吳天約	(女)	

2.呂嘉誠					湯寶倫					呂智晨	(男)	

3.孫家維					白洛思					孫珀陶	(男)

4.關文康					錢寶琪					關若飛	(男)	

5.盧國良					蘇曉瑩					盧穎曈	(女)	

6.廖家麟					馮泳霖					廖知玥	(女)	

7.林逸驊					嚴嘉汶					林望言	(男)

8.黃仲全					呂莉莎					黃啟生	(男)	

9.張文松					高			靜					張頌誠	(男)

婦女部2022「生活雅敘」第一擊
一個屬於姊妹的健康生活平台
日期：1月15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10:00-中午12:30

地點：地庫B01小禮堂

內容：女性皮膚護理、有機潤唇膏DIY

導師：潘燕嬋姊妹

收費：$60	(材料費)	名額：20位

截止：1月9日(主日)	或	額滿即止

查詢：張慰玲同工	(電話:27135111)
歡迎新朋友參加，請到會友服務報名(參加
者請帶備一面座枱鏡子及一條洗面小毛巾)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1月2日	(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B01室

集合時間：下午1:45	(下午2:00出發)

佈道地點：九龍城、土瓜灣街頭佈道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
徒，請準時出席。

「全民學堂」1-3月最新課程
1. 撒母耳記導讀
日期：1月6日至1月20日(逢禮拜四晚上，共3堂)

講師：方憬仁傳道

2. 性倫理
日期：2月10日至2月24日(逢禮拜四晚上，共3堂)

講師：趙崇明博士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掃描QR	code



必一同看見神的榮耀！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賽40:1-11, 27-31】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1 2 月 1 9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陳沛偉傳道 記錄：廖志偉弟兄

引言
你有沒有想過一生中花了多少時間在等待呢？等候是我們生活中的「常數」，而逆境中的等候總是特別難

熬，往往是對我們信仰的考驗。既然等候是無可逃避，也是一種考驗，那麼我們如何可以有力量去面對呢？在等

候中，我們最重要的期盼又是甚麼呢？今天想和大家一同思想以色列民族在一個漫長的等候中，神帶給他們怎樣

的安慰，怎樣激勵他們堅持下去，以致在絕望中看到盼望。

關於以賽亞書40章
賽40章，是以賽亞書第二部分的開始，開首的1-39章，主要講述神的審判(包括神的子民和列國)，當中也有

預言彌賽亞的來臨(7:14, 9:2, 6-7）。第二部分由40章開始至結尾的66章，有學者把這下半部分再分為兩部分，

但無論如何，下半部分的主要信息是安慰、救贖、神的能力和祂子民的復興。第40章正是上下兩部分的轉折點，

它處於一個很特別的位置，就像黑夜與黎明的交替。上文39章以賽亞清楚預言猶大國將會被巴比倫擄掠，我們

知道猶大國果然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倫攻陷，很多神的子民被擄到巴比倫，前後約共70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歲

月，面對家人一個一個客死異鄉，整個民族好像氣數已盡，他們心中不禁泛起一連串問題：為何厄運會臨到？神

是否不再顧念我們或祂的能力不足？弟兄姊妹，這些問題是否似曾相識？人在苦境中常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縱然

我們理性上可能都知道答案），賽40章正正就是要回應這些內心的吶喊。

屬天的安慰
賽40章以一個極大的安慰信息開始：「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40:1）神默示以賽亞

先知發出宣告，這就像在漫長黑暗中悄然臨到的曙光，使人重燃盼望。這是含義豐富的安慰──你們的神與我的

百姓，這是神和人立約的表達。神並沒有因為祂子民的悖逆而廢掉與他們的恩約，神仍然是守約施慈愛的神，就

好像「浪子比喻」裏的父親，對回頭的小兒子連連親嘴般的接納。這安慰是以命令的語氣發出的，神吩咐先知必

須安慰祂的子民，並且重複了兩次，這是很強烈的情感表達，畢竟70年被擄的困厄是一份難以形容的傷痛，唯有

神才能夠親自的安慰。

第2節進一步說：「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原文的意思是要對耶路撒冷的心說話（Speak to the 

heart of Jerusalem），《呂振中譯本》這樣說：「要和耶路撒冷談心，要向她宣告：她勞役的日期已滿，她對

罪罰的苦行已蒙悅納，她為了自己的一切罪、已從永恆主手中加倍受罰了。」(40:2)

「談心」的確能充分表達神的心腸，因為我們與人談心時總是以誠懇的態度說一些貼心的話，希望對方能夠

感到被愛、被重視。另一中文譯本則譯作「向耶路撒冷說『寬心』的話」，這是能開解對方的話、對準了對方的

需要，希望令對方重新振作起來。雖然耶路撒冷曾因所犯的罪而承擔惡果，但神公義的怒氣已經過去，祂仍然深

愛祂的子民。在漆黑中漫長的等候裏，神不變的愛是人最珍貴的盼望。弟兄姊妹，在我們需要的時候，請向神傾

心吐意，神很願意對我們的心說話，並給我們最適切的安慰與幫助，而這不是人所能給予的。

神榮耀的彰顯
接着，第3-5節具體描述了神的安慰如何臨到困苦中的百姓。在漫長被擄的困苦中，在人看來已毫無盼望，

就在這時有聲音喊叫（相信是天使的聲音），耶和華要來臨了，祂的安慰與拯救要臨到了！這聲音呼籲所有人要

預備好迎接耶和華，要在沙漠修平神的道，一切都不能攔阻神滿有威榮地介入，沒有甚麼能夠攔阻神的臨在與拯

救。對於當時被擄的百姓來說，這是一個極珍貴的好消息。大小山崗、高高低低、崎崎嶇嶇的障礙，全都要變為

平坦大道。人間的勢力不能攔阻，人內心堅固的營壘也要被攻破，神就是這樣滿有能力地臨到，就像旭日初升，

勢不可擋的照遍全地。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40:5）當神來臨的時

候，首要的並不是形容百姓的問題如何得到解決，聖經記載的乃是：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耶和華的榮耀！這

才是神要人關注的。可是，神的榮耀到底是甚麼呢？簡單來說，就是祂美善屬性的總和，包括神的能力、掌管、

公義、聖潔、恩慈、憐憫等等。當神的榮耀大大彰顯，人在威榮的神面前應肅然起敬，而人世間的得失成敗也頓

變得渺小。事實上，神榮耀的彰顯是以賽亞書的重點之一。「榮耀」這詞彙的原文在全書共出現了30多次，貫串

起審判、安慰、拯救、復興等主題。大家也會記得，在賽6章，以賽亞先知在聖殿中看見神的榮耀，祂的榮光充



滿全地，先知的生命因此被大大地震撼，再次委身於神。

我們曾經被神的榮耀所震撼嗎？我們期待看見神的榮耀嗎？還是我們已被各樣的重擔完全佔據了心靈和期盼

呢？想起馬可福音10章所記載在耶利哥路旁討飯的巴底買，他是瞎眼的。當耶穌經過，他不求施捨，只求：「我

要能看見。」這裏有屬靈的含義──不單肉眼的看見，更是屬靈的看見。當其他宗教領袖，甚至門徒仍看不到耶

穌的榮耀，巴底買卻看見了！我們最深的渴求是甚麼呢？不是我們的需要，乃是賜福的主自己，是神的榮耀！ 

面對困難時，我們的屬靈目光十分重要。迦勒和約書亞窺探應許地的情況後，他們帶回來的報告，與其餘十

個探子的報告很不同！探子看見擺在前面的險阻，就只想到以色列人的軟弱；而迦勒與約書亞則以此與神的大能

作比較，因此他們大膽地宣告：我們足能夠得勝……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民13-14章）

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各樣的拉扯也許會令我們喘不過氣來，然而當我們想到神的榮耀和能力、保羅只誇自己

的軟弱，便會想到無論自己的重擔有多重，都不會比神的恩典更重，或過於神的榮耀。神未必會按我們的心意而

行，因為祂有更高的意念。因此，我們要小心，不要以神「是否按我們的心意而行」來定義神的屬性，否則很容

易便會將神貶低，甚至對祂產生許多疑問和埋怨。如果我們僅從自己的需要（或想要）來判斷和認識神，那麼我

們所看到的「神」肯定不會比民間的偶像大多少，更遑論看見神的榮耀了。

神的永存與信實
雖然第3-5節描述了人必看見神的榮耀，但人的心或許仍會有疑問，耶路撒冷不是已經被攻陷嗎？世上最強

大的巴比倫帝國有可能被推翻嗎？弟兄姊妹，這會否也是你此刻的心情呢？這時候有另一把聲音呼籲百姓呼喊，

可是，百姓無語問蒼天，他們還可以呼喊甚麼呢？天上的聲音此刻為百姓道出人生本來就是短暫脆弱的真相。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40:6-8）經文以「草」來形容人生命的短暫──很快的長起來，也很快地枯萎；即使是很輝煌的人生、極其強

盛的帝國，與掌管歷史的神相比，也只像野地的花，轉瞬就會凋謝。

然而，這聲音並沒有停在無望當中，最後一句話對神的子民十分重要：「惟有神的話必永遠立定！」(40:8

下)弟兄姊妹，多大的難處總會過去，再大的靠山也會倒下，唯有神的話永存，是我們真正的倚靠。神的應許永

遠立定，一定不會使信靠祂的人失望羞愧。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將神的話放在心上呢？當我們遇到難處的時候，我

們曉得首先尋求神嗎？有時尋求一些專業人士的幫助是需要的，但這是下一步，首先應該先尋求神，因為唯有神

的安慰與引導是不可少的。人的說話有限，人世間的安慰都不能真正滿足人的心。嘗試檢視自己面對難題時是如

何應對的，便知道我們心中有沒有一些不自覺的「偶像」，即一些比神更重要的事情。我們是等候神，還是其他

我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呢？弟兄姊妹，請不要錯放信心。

神的慈愛與同在
正當神的子民以為神因他們的罪惡而撇棄了他們的時候，神卻宣告祂仍掌管全局，並要親自臨在牧養他們

(40:9-11)！「看哪，你們的神！」(40:9下)，意思是你們的神就在此──不是在遠處，乃是同在！主耶和華大

能的膀臂能勝過一切仇敵，施行拯救，祂會主持公道，施行賞賜與報應。因此在冤屈困苦中的人不要害怕，因為

神的公義必會彰顯。

神的膀臂也有很溫柔的一面，好像牧人般，用膀臂聚集屬祂的羊群，把小羊抱在懷中，並耐心引導母羊。祂

是滿有慈愛的善牧，這景象必定溫暖了以色列民的心，叫他們有力量在等候中堅持下去。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

都是活在神的恩典中，神是我們的好牧者，祂為自己的名（祂的榮耀）引導我們走義路，祂的杖，祂的竿都安

慰、引導我們，就讓我們在等候中安心交託。

下星期就是聖誕節，是記念耶穌基督降生的日子。賽40章也是迎接基督降生的預告。四卷福音書描述施浸約

翰為耶穌基督「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3:3)，都是引用剛才讀的賽40:3。耶穌基督的名稱為以馬內利，

就是神與人同在的意思。耶穌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1:3），神的榮耀要透過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大大的彰顯，為世人帶來終極拯救的希望！因此，當耶穌降生的時候，一大隊天軍天使高聲宣告：「在至高

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2:14）神的臨在、耶穌基督的降生，為活在黑暗中、死

蔭裏的人帶來盼望！這是神榮耀大大彰顯、也是神的子民期盼看見神榮耀的時刻。每年的聖誕節給我們(特別是

在等候中的弟兄姊妹)甚麼提醒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榮耀，並耶穌基督將榮耀的再臨！

總結
以色列民昔日經歷了一個亡國被擄、十分漫長的等待，神透過以賽亞先知為他們帶來無比的安慰，應許他們

必一同看見神的榮耀！今天，我們或許都在不同的等候之中，或者當中有弟兄姊妹正面對好像被擄的難處，此

刻，讓我們思想開始時的兩條問題：我們如何更有力量去面對等候呢？在等候中最重要的期盼是甚麼？而你的答

案是不是「神的榮耀」呢？最後，讓我們一同以賽40:29-31彼此激勵：「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

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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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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