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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31 日
然而

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以弗所书 2:4 (新译本)

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心中惊叹；

他担当我过犯忧愁，自己肩负无怨尤；

赞叹他竟会爱怜我，如我般污秽罪人。

为我走上加略山头，独自受死苦备受。

何等奇妙，何等美好！我永远如此歌颂：

得赎子民在荣耀中，终于见到主面容；

何等奇妙，何等美好！我救主如此爱我！

高唱救主爱的丰富，到永恒喜乐无穷。
Charles Hutchinson Gabriel (1856-1932)

主为我在园中恳求，只愿父旨意成就；
他流泪并非为自己，血汗如注为我流。

认罪
全能的神，

我们恳切地悔改，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为我们的过错深深懊悔；

创造天地，审判世界的主，

这些罪的回忆重压我们，

我们认识到并承认

我们负担不了这重担。

我们罪和恶的严重，

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最有怜悯的父:

我们常常在意念、

因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言语和行为上

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罪，

悖逆你的主权，

让我们从现在起

引起你公义正直的愤怒。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用新的生命来永远侍奉你，
讨你喜悦，为荣耀你的名。阿们。
Book of Common Prayer, 1662

以弗所书 2:3-5 (新译本)
3 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
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 4 然而

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5 就

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报告事项
代祷
读经 以赛亚书 42:18-44:23 (新译本)
1 但是，雅各啊！那创造你的耶和华，

我所拣选的仆人，

以色列啊！那塑造你的主，现在这样说：

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

“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

在我以前没有神被造出来，

2 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
你渡过江河的时候，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必不会烧伤；
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
3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11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并没有拯救者。
12 我曾预告，我曾拯救，我曾说给你们听，
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拯救者；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使埃及作你的赎价，

我就是

使古实和示巴作你的替身。
4 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
所以我爱你；
我使别人作你的替身，
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
5 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必把你的后裔从东方领回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6 我要对北方说：‘把他们交出来！’
又对南方说：‘不要拘留他们！’

神。

13 自头一天以来，我就是‘那位’；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
我要行事，谁能拦阻呢？”
14 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派人到巴比伦去，
我要使所有的迦勒底人都像难民一样下来，
都坐在他们素来自夸的船下来。
15 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
是以色列的创造主、你们的王。”
16 耶和华这样说：

要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来，

他在海中开了一条道，

把我的女儿从地极领回来，

在大水中辟了一条路；

7 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召的人，

17 他使战车、马匹、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军兵和勇士都一同出来，

是我所塑造，所作成的。”

他们都躺下去，不能再起来；

8 你要把那些有眼却看不见，
有耳却听不到的人民领出来。
9 列国都聚集在一起，万族都集合起来，
他们中间谁能说明这事呢？

他们都灭没，好象灯火熄灭一样。
18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的事；

谁能把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现在它要发生了，

让他们带出自己的见证人来，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好显明自己为义；

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让别人听见了，就说：“这是真的。”

在荒地开挖江河。

10 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以赛亚书 43:1-19（新译本）

18 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明白；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明白。
19 没有人细心思想，也没有人有知识有聪明说：
“我把木头的一半放在火里燃烧，
我也在炭火上烘过饼，烤过肉吃，
剩下的，我却用来做了一个可憎之物，
我要向木头叩拜吗？”
20 他所追求的只是灰尘，被迷惑了的心使他偏离正道了；
他不能救自己，也不会说：
“在我的右手中不是有个假神吗？”
21 雅各和以色列啊！要记念这些话，因为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了你，是要你作我的仆人；
以色列啊！你必不会被我忘记。
22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密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
23 诸天啊！你们要欢呼，因为耶和华作成了这事。
地的深处啊！你们要吶喊。
群山啊！你们要发声欢呼。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啊！
你们都当这样。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他要借着以色列使自己得荣耀。
24 你的救赎主，就是那在母胎中就造了你的耶和华这样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我是独自展开诸天，铺张大地的。
25 我使说假话者的兆头失效，使占卜者都变成愚昧人；
我使有智慧的人后退，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拙。
26 我使我仆人的话实现，
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我对耶路撒冷说：‘你必有人居住。’
对犹大的城镇说：‘你们要再被建造起来，
至于其中的废墟，我必重建它们。’
27 我对深渊说：‘你干了吧，
我必使你的江河干涸！’
28 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
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
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
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
——以赛亚书 44:18-28（新译本）

讲道

以赛亚书 42:18-44:23
你不要惧怕，我决不忘记你
你们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

44:21-23
- 背后的问题
- 关键的信息
42:18-44:23
因为神的仆人失败了，神当然实行审判

· 失败 - 他们同样瞎眼

· 审判 - 这是神所做的

但祂必做一件新的事，把荣耀归给自己

· 救赎 - 神宝贵的子民

· 作证 - 要作为见证人
44:21-23
- 适当的回应

思考题：
44:21-23 提出三个回应：记念 / 回归 / 欢呼

1. 今天整段经文哪些真理鼓励你作出如此的回应？
2. 当你感到属灵上的困倦甚至以为你被神忽略了，如此的回应如何能使你重新得力？
3. 这些回应在团契生活中要如何表现出来？
查考旧约经文值得思考的原则

- 永不变的神：圣经启示独一真神永不变的品性
- 发展的故事：圣经是神救赎计划渐进性的启示
- 作者的目的：圣经作者有他写作教牧性的目的

何等恩典耶稣基督我救主，天上所赐没有比这更美。

他是我的喜乐正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深厚无限平安。
为此我守，唯一盼望是耶稣，我生命全全与他连结。
多奇妙，多神圣，我欢唱：全属我！不是我，乃是我耶稣。
黑夜已深但我不至于失落，因我救主 必定在我身旁。
面对软弱我劳苦并喜乐着，在患难时他力量得彰显。
为此我守，我牧者必守护我，死荫幽谷中他引领我。
哦黑暗，被打败，我克服，众苦难。不是我，乃是我耶稣。
不惧命运我知道已得赦免，未来明确赎价已被偿还。
因他流血他受难我得原谅，且他复活推翻死亡掌权。
为此我守，我罪已经被战胜，耶稣时刻为我作代求。
哦枷锁，已断裂，我高歌：得自由。不是我，乃是我耶稣。
每次呼吸都渴望跟随耶稣，因他承诺必带我回天家。
日复一日他在渐渐更新我，直到我喜乐站在宝座前。
为此我守，唯一盼望是耶稣，所有荣耀全都归于主。
当赛事，已跑尽，我双唇，仍重复，不是我，乃是我耶稣。
Jonny Robinson, Rich Thompson, Michael Farren

下周 以赛亚书 44:24-48:22
‘Preparing
for the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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