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傳主愛 建神家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歌羅西書 1:28》  
───────────────────────────────────────────────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有限公司 

 週六家庭崇拜 2023 年 1 月 28 日 

  主日崇拜 2023 年 1 月 29 日 

 

溫馨提示： 
 請準時安靜入座，關掉響鬧裝置，預備心靈誠實敬拜神。 

 請盡量使用較前及靠中間座位，更專注地親近主。 

 身體不適或長者，可不須隨眾站立。 

 若崇拜進行而正在祈禱，請在禮堂後方安靜，等候司事引領入座。 
 為尊重神及有美好的見證，敬請在整個崇拜完成後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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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3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甘家勇牧師  

祈禱 --------------------------------------------------- 主席 

講道 ----------------- 盼望新「角」度 ---------- 甘家勇牧師 

以賽亞書 35:1-10 

奉獻 --------------------------------------------------- 眾坐 

聖餐 -------------------------------------------- 甘家勇牧師 

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 相知 --------------- 甘家勇牧師 

懇求上帝祝福你，盼主的愛常在你裏頭， 

雖疲累也替你代求，你我的好戰友。 

明白我困乏，體恤我軟弱，與你分憂，從沒有怨尤， 

同踏上窄路走到盡頭，與你一起奮鬥。 

 

～ 分組 ～ 

  
 

Awana 家長請留意分組後到各營導師指定地點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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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3 年 1 月 29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27:4 --------------------- 區嚴潔麗姊妹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詩歌敬拜 --------------------------------------------------------------- 區嚴潔麗姊妹 

祈禱 ----------------------------------------------------------------------------------- 主席 

讀經 ------------------------------ 以賽亞書 35:1-10 ---------------------------- 主席 

講道 ------------------------------ 盼望新「角」度 ------------------- 甘家勇牧師 

回應詩歌 -----------------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 眾立 

奉獻 ----------------------------------------------------------------------------------- 眾坐 

家事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公禱會 --------------------------------------------------------------------- 甘家勇牧師 

讚美詩 ------------------------- 生命聖詩第 535 首 --------------------------- 眾立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牧禱及祝福 --------------------------------------------------------------- 甘家勇牧師 

～鞍盛家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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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從夜到早】(讚美之泉《日日夜夜》粵譯版) 
（版權：讚美之泉  曲：曾祥怡  粵詞：三吉） 

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 獻上敬拜彷如在高天 
祢是神 是聖父 我們是祢子女   
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 
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 

祢是神 極偉大 
祢同在祢統領 
榮耀主 當得永遠頌讚 

 
聖哉 聖哉 聖哉 昨日現在永遠 
榮耀 頌讚 跪拜 愛戴盡屬救主 

聖哉 聖哉 聖哉 穹蒼屈膝俯拜 
國度榮耀 權柄都歸與祢 
從夜到早 未歇獻禱   

如若馨香 升於至高 
從夜到早 未歇獻禱 
無盡讚美 不息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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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版權：玻璃海  曲、詞：方文聰） 

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最好的福氣】（版權：角聲使團  曲：古丹青 詞：盧永亨） 

願我的心讚頌我的主，願唱出讚美感恩的話語， 
在祢恩典中，幾多的好處，清早到晚上也未停住， 
藏在祢帳幕的隱密處，渴想一心盡力愛主。 

也許一生多困苦，被世間撇棄恨惡， 

但祢總看顧，樂意攙扶，愁悶慨嘆變作歡呼， 
人海中多昏暗迷糊，但我的心始終堅固， 

投靠祢，便覺恩典豐富。 

也許心中感痛悲，甚至失去了力氣， 

讓我抓緊祢，熱暖的手臂，攜著我再振翅高飛， 

人海中雖顛沛流離，但祢應許不捨不棄， 
投靠祢，是最好的福氣，全賴有著祢，才令這生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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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忠心至死】 
（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曲 : 魏燕君  詞 : 蘇如紅） 

光在最黑暗處才能看見  

光在這幽暗窄路來照我的臉 

是祢恩手加我力才會得勝  
讓我困倦靈魂喚醒 

祢用祢竿與愛杖憐憫我  

祢沒有吹去那漸殘將熄燈火 
在世悲傷的叫號誰會聽見  
如今於這裡我被差遣 

神光照我心 牧養在困苦的人 

我一生盡力盡意盡性盡心愛神 
願我這一生忠心的去為祢爭戰 

祢賜下愛憐 引領在每天 

神監察我心 讓軟弱變得剛強 

我一生盡力盡意盡性盡心的打仗 

用我這一生甘心的去為祢擺上 
天家的方向 忠心至死去踏上 
忠心至死我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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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盼望新「角」度 講員：甘家勇牧師 

經文：以賽亞書 35:1-10 

神透過信息，提醒我需要改變的有： 

 
 
 
 
我向神感謝的有： 

 
 
 
 
我向神祈禱的有： 

 
 

  

35:1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35:2 必開花繁盛，樂上加樂，而且歡呼。黎巴嫩的榮耀，並迦密與沙崙的
華美，必賜給它。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我們神的華美。 

35: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 

35:4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 
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祂必來拯救你們。 

35: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35:6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 
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35:7 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 
在野狗躺臥之處，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 

35:8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 
污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人雖愚昧，也不致失迷。 

35:9 在那裏必沒有獅子，猛獸也不登這路； 
在那裏都遇不見，只有贖民在那裏行走。 

35:10 並且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愁歎息盡都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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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求福 
 
太五 3「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正是他們的。 

求主賜我們謙卑的心，使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多親近主，讓主滿足我們的心！

求祢賞賜這地居民生活所需的一切，讓貧窮困乏的家庭，得著適切的幫助。 

 

太五 4 哀傷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求主賜我們為世人犯罪哀傷的心，每天因戰爭及罪惡造成多人死亡及家庭受毀，

求祢安慰受影響的人。求主使用各處的基督徒為祢作見證，讓人悔罪歸祢！ 

 

太五 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 

求主賜我們溫柔的心靈，引導我們一家人在主裡坦誠溝通，和睦相處，讓祢在家

庭中居首位。又求主幫助艱難的家庭，醫治他們的傷痛，以致享受主應許給家庭

的福氣。 

 

太五 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求主賜我們對屬靈事物切慕的心，激勵我們多安靜，多禱告，多認識真道，多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祢的教導。 

 

太五 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求主賜慈悲仁愛的心，好讓我們懂得如何幫助我們鄰舍，祝福

我們這所學校所接觸的學生及家庭，使用我們的兒童工作及家

庭工作。 

 

太五 8 內心純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 

求主賜我們單一愛神的心，專注神國、公義的拓展，而且裡外一

致，以心靈誠實敬拜祢，得蒙祢的喜悅。 

 

太五 9 締造和好關係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求主賜我們和平的心，讓我們混亂的世代中，能成為和平的使者，效法基督的樣

式，將平安的福音傳給別人。 

 

太五 10 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正是他們的。 

求主賜我們公義的心，在這世代，懂得分辨及實行主的公義，也能恆切地為各地

方領袖以公義憐憫治理百姓。 

 

奉我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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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 2023 年春季 

1月份輔讀資料：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簡介】 

（一） 本書作者及寫作時期 

先知以賽亞，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危機中，成為耶和華最重要的發言人。他的影

響不僅在那個時代，也在後世。他久遠的呼聲至今仍能清晰可聞。 

以賽亞的原文名字有“主拯救”的意思。他是希西家王的親密顧問，耶路撒冷城

備受尊敬的公民，也是舊約先知中最偉大的一位，他侍奉的時期始于烏西雅王在位末

年（主前 739 年），曆約坦、亞哈斯、希西家，而終於瑪拿西作王時。據猶太人傳統，

以賽亞為瑪拿西王鋸死，以身殉道（參來十一 37）。 

本書前半（一～三十九章）所涉及的大事都發生在他侍奉期內，這三十九章書當

在亞述大軍為神消滅於耶城外（主前 701 年）後不久完成。他半退隱後，才繼續寫後

半二十七章。 

 

（二） 歷史背景 

以賽亞是主前八世紀的先知。由於列強爭世界霸權，亞述與亞蘭（即敘利亞）一

直在爭戰中無暇他顧，以致北國以色列與南國猶大，得享太平與興盛。但是南北二國

在烏西雅與耶羅波安第二的治內，強盛的情形只限於城市，整個社會並未普遍發展。

貧富不均，階級懸殊，造成社會不安。貿易發達，人們與外界接觸頻繁，反受異教文

化之影響，宗教禮儀混雜，道德日漸敗落。當時人民不但崇尚物質享受，且懷著非常

膚淺的樂觀主義。他們以為以色列的太平與興盛必長久存在。實則在亞述進犯以前，

以色列的敗亡已經確定，因為罪惡是敗亡的先聲。 

在主前 753 年，耶羅波安第二之死，實際結束以色列的極盛時代。他的兒子撒迦

利雅做王僅半年，就為沙龍所殺。沙龍坐王位一個月，自食其果，被米拿現謀殺。以

色列的政治十分不穩，很快地衰落了。 

米拿現的兒子比加轄雖隨父王的親亞述政策，卻被比加所殺。比加是親亞蘭的，

即與亞蘭王利汛聯盟，對付亞述。以色列與亞蘭迫猶大王亞哈斯合作，但亞哈斯最後

還是親亞述，於是敘、以聯盟的戰爭指向猶大，正是《以賽亞書》七～十二章之背景。

亞述先處置敘利亞（亞蘭），然後處置以色列。前者在主前 732 年被征服，後者在主

前 722 年敗亡。猶大雖得倖免，但亦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幾乎成了亞述的附庸國。在

希西家時代，亞述給猶大國許多威脅。 

 

（三） 先知職事 

以賽亞可能出身貴族。照猶太傳統，父親亞摩斯是猶大王亞瑪謝的兄弟。這樣以

賽亞就是烏西雅王的堂兄弟。先知的妻子被稱為女先知（八 3）。有兩個兒子：施亞雅

述（七 3）、瑪黑珥沙拉勒哈施罷斯（八 3）。他有特別的蒙召經驗（六章），他的工

作時期很長，如果將烏西雅時代算在一起，經歷了四個朝代：烏西雅、約坦、亞哈斯

與希西家。他忠勤侍主，四十年如一日。他目睹敘利亞強權的極盛時代，然後逐漸衰

微；接上看見亞述的興起，導致敘利亞與以色列北國的敗亡。從他先知敏銳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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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覺察猶大也有敗亡的趨向。所以他急切地大聲疾呼，力挽狂瀾，而且明確地指出

救恩之道。 

他的職事可分為四個時期： 

1. 從烏西雅王離世時至亞哈斯王的早期（主前 740～734 年），主要的經文在一、二、

五、六、十章。 

2. 從敘、以戰爭至撒瑪利亞敗亡（主前 734～722 年）。 

（1）在戰時：七、八、九、十七章等。 

（2）戰後，在撒瑪利亞未敗亡前：十、二十八章等。 

3. 亞述侵犯的時期（主前 721～701 年）。 

（1）亞實突的叛亂：二十章。 

（2）亞述西拿基立的侵略：二十一章起。 

4. 先知半退休的狀態（主前 701 年之後），發表若干彌賽亞預言。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23Isa/23GT00.htm。 

*建議不要速讀，每天順次序閱讀下面的經文，把閱讀感想寫在一本筆記簿上 

【以賽亞書 1-23 章分段閱讀大綱】 

第一大段（第 1-39 章）預言被擄之事，宣佈審判、刑罰（分兩個月讀完這部份） 

一、斥責百姓罪惡，宣揚神恩惠的信息（第 1 - 6 章） 

1．序言 - 指控猶大背約（第 1 章） 

2．猶大與耶路撒冷將面臨的管教與得榮（第 2 - 4 章） 

3．受審判與被流放 - 葡萄園之歌（第 5 章） 

4．先知奉召受差遣（第 6 章） 
二、預言猶大受仇敵威脅（第 7 - 12 章） 

1．警告亞哈斯不要懼怕亞蘭人與以色列聯盟的威脅（第 7 章） 

2．以賽亞之子與神的光照（8:1 - 9:7） 

3．對以色列的審判（9:8 - 10:4） 

4．亞述帝國與大衛王國（10:5 - 12） 

5．亞述纖（第 10 章） 

6．從大衛所出之君和國必建立（第 11 章） 

7．蒙神拯救歡樂之歌（第 12 章） 
三、對列國的審判（第 13 - 23 章） 

1．對巴比倫之審判（13 – 14:27） 

2．對非利士之審判(14:28 - 32) 

3．對摩押之審判（15 - 16） 

4．對亞蘭與以色列之審判（第 17 章） 

5．對古實之審判（第 18 章） 

6．對埃及之審判（第 19 - 20 章） 

7．對巴比倫之審判（21:1 - 10） 

8．對度瑪（以東）及阿拉伯之審判(21:11-17) 

9．對異象穀（耶路撒冷）之審判（第 22 章） 

10．對推羅之審判（第 23 章）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23Isa/23M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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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份月詩 

【忠心至死】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季我們會一起研讀以賽亞書，思想如何傳頌主的救恩。1月份的主題是「奉差去傳揚」，

關於以賽亞書，我們一般較熟悉的是以賽亞先知的蒙召經歷（賽六），特別是先知回應主

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的那一幕，實在震撼人心！但其實以賽亞先知是在國家黑

暗危難之際蒙召。他在本書前部分傳達的話，許多都是在南國猶大被強敵亞述國威脅時寫

成的，此時北國以色列已亡，人民被擄，亞述又揮軍南下，兵臨聖城。以賽亞深知猶大的

危機不單是亞述武力的威脅，更在於國家犯了罪，違背神的命令，不信靠祂。先知以種種

扣人心弦的警語，規勸百姓要過公平、正義的生活，棄絕偶像，以免遭受嚴厲的審判和懲

罰。上帝明確地指出，祂要以賽亞傳講的訊息是百姓們「聽了又聽，卻不明白；看了又

看，卻不曉得」的，並且以賽亞作先知宣講的日子非常長，橫跨不同年代，更顯他對主的

忠心。 

 

本月月詩【忠心至死 】的歌詞正好與以賽亞先知所面對的處境吻合： 

光在最黑暗處才能看見  光在這幽暗窄路來照我的臉 

是祢恩手加我力才會得勝  讓我困倦靈魂喚醒 

祢用祢竿與愛杖憐憫我  祢沒有吹去那漸殘將熄燈火 

在世悲傷的叫號誰會聽見  如今於這裡我被差遣 

 

上帝從來沒有應許事奉主的道路是一帆風順的，但面對艱難和挑戰的時候，願我們能捉緊

呼召和差遣我們的主，相信主仍與我們同在，並且終必拯救的應許。願透過【忠心至死 】

這詩歌互相勉勵，再次在主面前立志一生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我們的神，堅定

不移，忠心至死。 

 

主內 

李婷婷傳道 

 

【忠心至死】 

版權：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 

曲：魏燕君  詞：蘇如紅 

https://youtu.be/3Ln6-I8E5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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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歲首到年終的看顧 

踏進 2023 年，祈盼上帝有新的恩典、新的帶領。在回顧過去一年時，我想起一節經

文，申命記 11 章 12 節：「（那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昔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們正祈盼進入迦南美地的

應許。摩西跟以色列人經過四十年曠野的飄流，他重申上帝對以色列人不變的應許，只

要他們謹守上帝的誡命、典章、律例，就得享迦南美地。耶和華的看顧是從歲首到年

終，眼目不離開地看顧著應許之地。對以色列人來說，迦南地就是上帝應許的實現。以

色列人經過四十年的飄流，信心經歷考驗，如今摩西要為以色列人打氣，宣告上帝的眼

目一直看顧那地。眼目看顧有鍳察、看守的意思，他們經過多年來上帝奇妙的作為和帶

領，這個應許必定會兌現。 

回望過去一年，自己也經歷過高高低低。2022 年我面對有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

出任堂主任一職，感恩！我經歷了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愛護。第二，我們一家經歷搬遷新

居，也是感謝上帝的𧶽予。但當同時要面對兩件重要的轉變時，原來自己也輕看所帶來

的壓力。我的身體出現疲憊的狀況，但上帝藉弟兄姊妹的關心和幫助，都帶領我一一經

過，身體狀況漸漸恢復過來。 

另外，感恩的是在疫症流行的情況下，我可以有機會在 11 月份與太太在日本渡過、慶

祝我們三十週結婚紀念，一覧初雪後的風景。浪跌浪起，到 12 月我們一家不幸確診，

奇妙的是我們完成了重要的事奉和工作才開始發病，病癒後又可以順利完成接續而來的

服侍，這是上帝的時間和眷顧。 

原來上帝一路都帶領著、看顧著，祂的眼目沒有離開過，𧶽給我們有得救的盼望，有平

安、喜樂、恩慈等，各樣的屬靈福氣。無論遇到任何難處，總有祂奇妙的帶領，只要仰

望祂，祂會從低處將我們提拔起來。弟兄姊妹，讓我們安靜回顧，將上帝從歲首到年終

的帶領一一數算出來，獻上感恩的禱告，將榮耀歸與上帝！ 

甘家勇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