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訓人的祷告(主の祈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爾的名為聖 願爾的國降臨 

願爾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脱離凶悪 

阿們 

  

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 )(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 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 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 邊；

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 

 

杂文(交読文)  诗篇 103 

上帝的慈爱 

大卫的诗。 

103 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 

我要全心全意地称颂祂的圣名。 

2 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 

不要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3 祂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4 祂救赎我的生命脱离死亡， 

以慈爱和怜悯环绕我。 

5 祂以美物满足我的愿望， 

使我如鹰一般恢复青春。 

6 耶和华为一切受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7 祂让摩西明白自己的旨意， 

向以色列人彰显自己的作为。 

8 耶和华有怜悯和恩典， 

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 

9 祂不永久责备人， 

也不永远怀怒。 

10 祂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恶惩罚我们。 

11 因为天离地有多高， 

祂对敬畏祂之人的爱也多大！ 

12 东离西有多远， 

祂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 

13 耶和华怜爱敬畏祂的人， 

如同慈父怜爱自己的儿女。 

14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源， 

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15 世人的年日如同草芥， 

如野地茂盛的花， 

16 一经风吹，便无影无踪， 

永远消逝。 

17 耶和华永永远远爱敬畏祂的人， 

以公义待他们的子子孙孙， 

18 就是那些守祂的约、 

一心遵行祂命令的人。 

19 耶和华在天上设立了宝座， 

祂的王权无所不及。 

20 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遵行祂吩咐的大能天使啊， 

你们要称颂祂！ 

21 事奉耶和华、遵从祂旨意的天军啊， 

你们要称颂祂！ 

22 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啊， 

要在祂掌管的各处称颂祂。 

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 

 

赞歌 312 慈爱深沉 

1.仁慈的朋友耶稣 itukushimi-fuka-ki tomonaruie-su-wa 

解除罪科之忧    tsumi toga ureiwo to-risaritamou 

不隐藏内心的叹息 ko-korono nageki-wo tutumazunobete 

为什么不能卸货呢 na-dokawa orosanu o-eru omoniwo 

 

2.仁慈的朋友耶稣  itukushimi-fuka-ki tomonaruie-su-wa 

知道我们的软弱而怜惜 wa-reranoyowaki-wo shi-rite awaremu 

陷入烦恼悲伤的时候  na-yamikanashimi-ni shi-zumerutokimo 

答应祈祷并安慰我  i-norinikotae-te na-gusametamawan 

 



3.仁慈的朋友耶稣  itukushimi-fuka-ki tomonaruie-su-wa 

请用不变的爱指引我 ka-waranu ai-mo-te mi-chibikitamou 

当世间的朋友抛弃我们的时候 yo-notomowarera-wo su-tesarutokimo 

回应祈祷，安慰我 i-norinikotae-te i-tawaritamawan   阿门  

 

赞歌 539 

天壤之别   ame-tutshi-kozori-te 

歌颂一切吧   kasha-ko-mi-ta-ta-e-yo 

充满恩惠    mi-me-gu-mi-a-fu-re-ru 

父亲、御子、圣灵 chi-chi-mi-ko-mi-ta-ma-wo 

阿门 

 

 

 

约珥书 2 

12 耶和华说： 

“现在，你们要禁食、哭泣、哀号， 

全心回转归向我。” 

13 你们要撕心般地悔改， 

而不是撕裂衣服。 

归向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吧， 

因为祂有恩典和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无限的慈爱， 

不忍心降灾祸。 

14 谁知道呢？ 

或许祂转念心生怜悯， 

给你们留下祝福， 

使你们可以再次向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献上素祭和奠祭。 

15 要在锡安山吹响号角， 

宣布禁食的日子， 

举行庄严的聚会。 

16 要招聚老人，聚集孩童， 

包括吃奶的婴儿； 

要吩咐新郎出洞房、 

新娘出内室； 

要召集全体人民， 

让他们洁净自己。 



17 让事奉耶和华的祭司站在圣殿门廊和祭坛中间， 

哭泣恳求说： 

“耶和华啊， 

求你顾惜你的子民， 

不要让外族人侮辱、 

讥笑你的产业说， 

‘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 

再赐祝福 

18 耶和华为自己的土地发热心， 

祂怜悯自己的子民。 

19 祂回应他们说： 

“我必赐五谷、新酒和油给你们， 

使你们饱足， 

不再让你们受列国的羞辱。 

20 我要赶出从北方来的军队， 

把他们驱逐到一个干旱荒芜的地方， 

把他们的领头部队赶进死海， 

再把他们的殿后部队赶进地中海， 

那时他们必臭气冲天、 

腥味腾空， 

因为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 

21 大地啊，不用惧怕， 

倒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22 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 

因为绿草铺遍了原野， 

树木也结满了果子， 

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结实累累。 

23 锡安的人民啊， 

你们应当欢喜快乐， 

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那里得到喜乐。 

因为祂按时[a]降下甘霖， 

像从前一样赐给你们秋雨、 

春雨。 

24 麦场必堆满五谷， 

酒槽里的酒和油槽里的油必满溢。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A%A6%E7%8F%A5%E4%B9%A6%202&version=CCB#fzh-CCB-22226a


大家早上好。 

 

最近雷声隆隆，突然下起了暴雨，我想终于进入了真正的梅雨季节。日子越来越长了。1 个月的梅雨之后，

接下来是夏天的正式演出，我想今后日子会越来越长，没想到后天的 6月 21日是夏至，以此为界，今后日

子会越来越短，这让我很吃惊。 

 

白天的气温达到了 30 度，戴着口罩，为了不中暑，请经常摄取水分，请一定要注意健康。 

 

 

 

上周我读了约尔书的一章。 

 

由于稻米的灾害，农作物全都被糟蹋了，吃的东西掉了底，献给神殿，为了与神相遇的供品也变得欠缺了，

神这样命令祭司们。 

 

祭司们啊，你们当腰间裹着荒布，哀哭。祭坛的人啊，你们当哭泣。事奉神的人啊，你们要来，穿上荒布，

过夜。因为素祭和灌祭/都从你们神的家中被赶出去了。 

 

你们应当禁食，召集圣会，召集众长老，把国民全都聚集到你们的神，主的家里，向主喊叫 

 

 

 

出埃及人的奇迹，10 个奇迹，在红海出现了干燥的地方，很快就忘记了把人民从埃及骑兵中救出的神，看

到摩西回来晚了，民就造了金牛来祈祷。我们人类有着不能以神为神的，真正致命的软弱和不顺从。 

 

他教导我们，要牢记孩子的软弱和不顺从的样子，不符合的，有罪的样子，悔改，绝食，召开圣会，向主

呼喊，祈祷。 

 

 

 

即使放在第 2 章的第一个地方，蝗虫依然肆虐。 

 

 

 

1 你们用锡安吹号。在我神圣的山上吹响警报。国家的人民都是老掉牙的。因为主的日子要来了。那很近。 

 

2:2 这是一个黑暗，昏暗的日子，云团密布的黑暗的日子。许多坚强的民众/像黑暗一样覆盖着各种各样的

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后世世代代的年纪也不会再发生了。 



 

2:3 火烧在他们前面，火焰烧在他们后面。在他们不来之前，地就像伊甸园，但离开后却像荒原。没有一

个能摆脱这个。 

 

2:4 其形如马，其跑如军马。 

 

2:5 在山顶上跳跃的声音，就像坦克的轰鸣一样。又如烧割株的火焰声，又如备战的强军。 

 

2:6 在那之前，众民哀叹，所有的脸都失去了颜色。 

 

2:7 他们像勇士一样奔跑，像士兵一样攀登城墙。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不走那条路。 

 

2:8 他们势均力敌，各奔东西。他们即使跳进武器里，也不会伤害身体。 

 

2:9 他们跳进城里，在城墙上奔跑，爬上家家户户，像偷盗一样从窗户进去。 

 

 

 

 

在第 1 章中，荒废了农作物的稻草人，增加了数量，使天空变暗，发出坦克般的轰鸣声，“跳入城市，在城

墙上奔跑，爬上家家户户，像偷盗一样从窗户穿上”，直接向人们挑战。 

 

 

 

2:10 地在他们面前战斧，天筛，日月黑，星失其光。 

 

2:11 主在他的军队面前发出声音。因为那个军队非常多。能说出那句话的人很强。主的日子大了，太可怕

了，谁能忍受得了呢。 

 

 

 

当人因背叛的罪而发生天崩地裂，发生所见所闻的前所未有的事情时，当人在不断的情况下崩溃时，那就

是我们敬畏的时候。 

 

 

 

2:12 主说：「即使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留心，你们要带着禁食、哀叹和悲伤归我。 

 



2:13 你们撕心裂肺，而不是衣服。归你们的主，你们的神啊。因为主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

能想到灾难。 

 

2:14 谁知道，有一个神会回来，回头把祝福留给他，把素祭和灌祭献给你们的神，主。 

 

（新译本）2:14 或者说，你们的主可以悔改/在那之后给你们留下祝福/给你们的神和主留下粮食和葡萄酒。 

 

 

 

主说：“归我吧。”。带着心动、绝食、叹息和悲伤。主说，你们不是衣服，而是撕心裂肺。 

 

如此彻底地袭击庄稼、城墙、城镇、房屋，我们现实中的恐惧和恐惧，在天崩地裂中，我们应该做的事，

即使在这里，也是向主祈祷，回归神，用心，绝食和叹息，带着悲伤回到我身边不是衣服，而是撕心裂肺。 

 

 

 

在痛苦、灾难和大的时候，我们会被挫伤，什么都做不了，但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身边，回

到神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会竭尽所能，不仅像以色列的人民被引导的那样撕破衣服而悲伤，还被割裂了自

己的心从心底面对神，带着悲伤和叹息，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在神面前，与神相对的时候被给予的事情。 

 

 

 

归你们的主，你们的神啊。因为主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能想到灾难。 

 

2:14 谁知道，有一个神会回来，回头把祝福留给他，把素祭和灌祭献给你们的神，主。 

 

（新译本）2:14 或者说，你们的主可以悔改/在那之后给你们留下祝福/给你们的神和主留下粮食和葡萄酒。 

 

 

 

当你回到上帝的时候，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 

 

上面写着“主人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让人想起灾难”。 

 

主人本来就是“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的人。那位先生带来了像刚才那样的真正激烈的灾难，

是多么让主人也痛苦啊。 

 

主是怎样想听到人们的愿望的呐。 



 

 

 

2:15 用锡安吹喇叭。圣别绝食，召集圣会 

 

2:16 召集百姓，圣别会众，召集老人，召集幼仔、乳崽，从他们家中叫新郎，把新娘从那间屋子里叫出来。 

 

2:17 侍奉主的祭司们，在廊和坛之间哭泣说：“主啊，求你放松你的子民，不要让你的嗣业在各国民中成

为笑柄。我怎能叫各国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主又要求人民绝食和圣会。 

 

于是祭司哭着祈祷。 

 

“主啊，求你放松你的子民，不要让你的嗣业在众国民中成为笑柄。我怎能叫众国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

呢？” 

 

 

 

主的子民轻易地抛弃了作为自己依靠的绳子的神，结果在神的教导中变成了无力的东西，因此从各国之间

受到了嘲笑。“他们的神在哪里？”。但是这不是对神有责任，而是对停止向神祈祷的人有责任。 

 

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 

 

 

 

2:18 那时，主为自己的地，起了嫉妒，使他的百姓蒙了。 

 

上帝就像一对恋人，看到爱人离开自己，和另一个人相处得很好，就有嫉妒之心这里记载着，在被说没有

守护你的神的话中，燃起爱的火焰，嫉妒，帮助你。 

 

 

 

2:19 主回答他的宗族说：「看哪，我把粮食、新酒和油送给你们，你们吃腻了，我再也不让你们在各民族

中受责备了。 

 



2:20 我使北方来的人远离你们，把他们赶到干旱的荒地，把他们前面的人赶到东海，把他们后面的人赶到

西海。那个臭味会引起，那个恶臭也会上升。这是因为做了大事。 

 

2:21 地啊，因为可怕的，快乐的，主做了伟大的事。 

 

野上的各种各样的野兽啊，真可怕。荒野的牧草长得茂盛，树木结出果实，无花果和葡萄树结得丰硕。 

 

2:23 锡安的众子啊！你们的神，因你们的主而喜悦。主赐你们秋雨为义，并为你们丰沛降雨，像先前一样，

降秋雨和春雨。 

 

2:24 打场充满了谷物，石缸充满了新的酒和油。 

 

2:25 我所派遣给你们的大军，就是成群的蝗虫、飞蝗、毁灭的蝗虫、食用的蝗虫，我要补偿你们。 

 

2:26 你们吃腻了，对你们做了奇事/赞美你们的神，主的名。我的人民永远不会蒙羞。 

 

2:27 你们在以色列中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的主是你们的神，没有别的。我的人民永远不会蒙羞。 

 

然后经过这个悔改和恢复的时候，会说出他的话。 

 

 

 

2:28 在那之后，我将我的灵倾注在我所有的肉上。你所求的，女儿作预言，你们的老人作梦，你们的青年

作幻。 

 

2:29 那日，我又把我的灵倾注在仆人的身上。 

 

2:30 我也在天地间作记号。也就是说，有血、火和烟柱。 

 

2:31 在主的大惊小怪的日子到来之前，天是黑的，月亮变成血。 

 

2:32 凡呼主之名的，都要得救。因为在锡安的山和耶路撒冷，有人被吞没，正如主所说。其余的人中，有

一个是主人的仆人。 

 

 

 

彼得引用约尔书为“末日”，“那一天”，那是民的心远离神，血、火、烟柱出现，灭亡逼近的时候。在主的

大可怕的日子到来之前，天是黑的，月亮变成血的，天变地异的日子。 



 

即使如此，呼唤主之名的人仍将得救。 

 

2:12 主说：「即使从现在开始，你们也要留心，你们要带着禁食、哀叹和悲伤归我。 

 

2:13 你们撕心裂肺，而不是衣服。归你们的主，你们的神啊。因为主有恩惠，有怜悯，生气晚，仁慈丰富，

能想到灾难。 

 

 

 

我想向这个神站回去，坦率地继续祈祷主。 

 

2:21 地啊，因为可怕的，快乐的，主做了伟大的事。 

 

2:23 锡安的众子啊！你们的神，因你们的主而喜悦。主赐你们秋雨为义，并为你们丰沛降雨，像先前一样，

降秋雨和春雨。 

 

2:26 你们吃腻了，对你们做了奇事/赞美你们的神，主的名。我的人民永远不会蒙羞。 

 

2:27 你们在以色列中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的主是你们的神，没有别的。我的人民永远不会蒙羞。 

 

 

 

我想知道这个神彻底的恩惠和护身符，对我们嫉妒的爱，透彻的，没有动摇的爱，重新呼唤主的名字，前

进。 

 

 

 

◇祈祷；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的礼拜。在黑暗和黑暗的日子，在云和浓雾的日子，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听从主的催促，撕心裂肺，回到主身上，悔改的时候，感谢您悔改、悔改和祝福对我们的

灾难。我们中有主，求你知道你以神的身份保护百姓，谢谢。希望从孩子到老人，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在这

个时候在教会遇到耶稣基督。请祝福我们的家人和当地的人们。以主耶稣的名义祈祷。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