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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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 22 
22 天使让我看城内街道当中一道流淌着生命水的河，清澈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 2 河两

岸有结十二种果子的生命树，每个月都结果子，叶子能医治万民。 3 再也没有咒诅，因为城里有上帝和羔

羊的宝座，祂的奴仆都要事奉祂。 4 他们必见上帝的面，上帝的名字必印在他们的额上。 5 再没有黑夜，

也不需要灯光和阳光，因为主上帝必做他们的光。他们要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 

基督的再来 

6 天使对我说：“这些话真实可靠。赐圣灵感动众先知的主上帝已差遣祂的天使，将那些快要发生的事指示

给祂的奴仆们。” 

7 “看啊，我快要来了。遵行这书中预言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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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2 

21 在第八天，婴孩接受了割礼，祂的名字叫耶稣，是玛丽亚怀孕前天使取的。 

22 摩西律法规定的洁净期满后，约瑟和玛丽亚把婴孩带到耶路撒冷去献给主， 23 因为主的律法规定：必须

把长子分别出来献给主。 24 他们又按照主的律法献上祭物，即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 25 耶路撒冷有一位公

义敬虔、有圣灵同在的人名叫希缅，他一直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 26 圣灵曾启示他：他去世前必能

亲眼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27 一天，他受圣灵感动进入圣殿，看见约瑟和玛丽亚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依照律法的规定为祂行奉献

礼， 28 就把祂抱过来，称颂上帝说： 

29 “主啊，现在你的话已经成就， 

可以让你的奴仆安然离世了， 

30 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你的救恩， 

31 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 

32 这救恩是启示外族人的光， 

也是你以色列子民的荣耀。” 

33 约瑟和玛丽亚听见这番话，感到惊奇。 34 希缅给他们祝福后，就对孩子的母亲玛丽亚说：“看啊，这孩子

必使以色列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祂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35 好叫许多人的心思意念暴露出来，你

自己则会心如刀割。” 

36-37 亚设支派中有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女先知名叫亚拿，是法内利的女儿，婚后七年便开始守寡，之后一

直住在圣殿里，禁食祷告，日夜事奉上帝。 38 正在那时，她也前来感谢上帝，并把耶稣的事报告给所有盼

望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人。 

39 约瑟和玛丽亚办完了主的律法规定的一切事之后，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 40 耶稣渐渐

长大，身心强健，充满智慧，上帝的恩典与祂同在。 

 

大家早上好。恭贺新年。 

 



去年是数年来的感染症没有结束持续，有武力侵略，有物价高…，烦恼多的一年。我强烈希望今年是充满

和平和安慰的一年。 

 

今天，我想从信仰深厚的西梅恩和安娜的故事中得到主人的教导和力量。 

 

首先，在今天的地方经常能看到，正如《律法》中所写的那样，约瑟和玛丽亚按照这一点前进的样子。 

 

按照您的话生活。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础。 

 

 

 

2:25 那时，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缅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正确的信仰深重的人，他盼望着得到以色列的安

慰。又有圣灵寄宿在他身上。 

 

2:26 圣灵说，在遇见主所用的救主之前，他不会死。 

 

2:27 这个人感觉到了灵魂进入了宫里。于是，为了做律法规定的事，父母也带着那个孩子耶稣去了 

 

2:28 西缅把幼仔抱在怀里，赞美上帝说： 

 

 

 

西梅恩是一个信仰正确的人。正确是指活在与神的正确关系中，遵从神的标准、意思、性质。西梅恩的愿

望一直持续着，这是我国以色列的安慰。安慰和帮助，安心和平安，还有拯救和解放。圣灵寄宿在他身

上，他接受了圣灵的指示，他对御灵感到进入了宫里。他的生活是神中心的。神与义人（生活在与神的正

确关系中，遵从神的标准、意思、性质的人）在一起。 

 

 

 

他接受圣灵的指示，在见到主所用的救主之前不会死。 

 

直译的话，就是“不看死的他是救主，直到看到主”。 

 

在得到救赎之前不会死，如果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之死和复活的救赎，就不会死了，结果永远不会死。盼望

主的人，绝不会失望。 

 

1 彼得 2:6 圣经说：看哪，我要给锡安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

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 



 

以赛亚书 28:16 因此，主神说：看哪，我以一块石头给锡安作根基，这是一块经过考验的石头，是一块坚

硬的、尊贵的石头。 

 

 

 

相信神的人，以及追求神的心而生活的人，都不会体验失望和死亡。然后有每天神灵的引导。 

 

 

 

2:27 这个人感觉到了灵魂进入了宫里。于是，为了做律法规定的事，父母也带着那个孩子耶稣去了 

 

2:28 西缅把幼仔抱在怀里，赞美上帝说： 

 

 

 

他在那双臂上，确实抱着神的救赎。救主，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确实抱在他的手臂上。御灵指示他救主基

督。尽管大祭司和律法学者们多次看到耶稣的话和业，也无法相信，但西梅恩明白了，他是神的弥赛亚救

主，对还不能说一句话的婴儿耶稣是神的弥赛亚救主。 

 

在这里有着向神生存、寻求旨意、靠圣灵生存的人的厉害、精彩。 

 

 

 

2:29“主啊，现在，你就如你所说的那样/让我安息吧 

 

 

 

“正如你所说…。” 

 

一生都依赖神的话而前进的人，确实不会让人失望。听您的话活着的人的人生很充实，在确实的守护中，

约定被实现，不会空虚地结束。那里有感谢和平安，有安逸的休息。 

 

 

 

2:30 因为我的眼睛现在看见了你的救赎。 

 

 



 

我的眼睛看见了你的救赎。 

 

与神同在的我们的眼睛，也会看到神的救赎。根据神的话的约定，不会空虚地结束。我们的信仰也许是看

不见的证据，但是到了时间，即使是看得到的形式也能看到拯救。 

 

 

 

2:31 这救是你为万民预备的 

 

2:32 照耀外邦人的启示之光，是民以色列的荣耀“。 

 

 

 

神的子民也好，外邦人也好，在万民面前，神都准备了这个救赎。 

 

对异邦人是启示之光，对御民以色列是神的荣耀。那就是这个救主御子的诞生。 

 

 

 

2:33 父亲和母亲这样谈论年幼的孩子，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2:34 西缅就祝贺他们，并对他们的母亲玛利雅说：“你看，这幼崽被定为要使以色列人倒地或站起来，也要

受反对的标志。”—— 

 

然后，你自己也会被藤蔓刺穿胸膛吧。——那是因为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会出现“。 

 

 

 

这里有一些不祥而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 

 

这幼崽被定为以色列人倒地或站起来，并受反对的标志。 

 

 

 

以色列的许多人必须使他们倒下。因为他们因为傲慢而击退了先知的声音，击退了神的声音。然后倒下，

痛苦，悔改，站起来。 

 



雅各书 1:9 低身份的弟兄要因自己被抬高而欢喜。 

 

1:10 富人也要因自己被贬低而高兴。因为富者，如花草般逝去。 

 

 

 

路 14:11 凡抬高自己的，必被压低；凡压低自己的，必被抬高。“。 

 

 

 

1 彼得 5:5 同样，年轻人啊。你要服从长老们。另外，大家要学会互相谦逊。因为神要降服骄傲的人，赐

给谦卑的人恩惠。 

 

5:6 所以，你们要在神有力的手下压低自己。到了时候，神必使你们高贵。 

 

5:7 因为神是眷顾你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念，一切托付给神。 

 

 

 

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却被谦卑，实际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比利比 2:6 基督虽然是神的形状，但却不认为应该固守与神相等的事情 

 

2:7 反而，我的形态变成了人类。那个样子和别人一样 

 

2:8 使自己变低，直到死亡，直到十字架死亡，都是顺从的。 

 

2:9 因此，神把他抬高，赐给他一个胜过一切名的名。 

 

2:10 这是因为耶稣的名字，天上的东西、地上的东西、地下的东西等，所有的东西都弯下膝 

 

2:11 一切舌头都坦白说，耶稣基督是主，是要把荣耀归给父神。 

 

 

 

耶稣倒下了，又复活了，升得很高。耶稣受到许多人的嫉妒、憎恨、反对，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心被痛苦



和悲伤所贯穿。对玛利亚来说也是这样吧。——那是因为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会出现。为了让耶稣明白内心

的想法是邪恶的，耶稣走上了孤独和悲伤的道路。 

 

53 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 

耶和华的大能向谁彰显过呢？ 

2 祂像嫩芽一样在耶和华面前长大， 

像生长在旱地里的根。 

祂没有轩昂俊美的外表可以吸引我们， 

没有令我们羡慕的容貌。 

3 祂被藐视，遭人厌弃， 

饱受痛苦，历尽忧患。 

人们对祂不屑一顾， 

我们也不尊重祂。 

4 其实祂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是上帝责罚、 

击打、苦待祂。 

5 谁知祂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透， 

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 

我们因祂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 

因祂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 

6 我们都像迷路的羊， 

各人偏行己路， 

但上帝却让祂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 

7 祂遭欺压、受痛苦， 

却默然不语， 

像被人牵去宰杀的羔羊， 

又如在剪毛人手下一声不吭的绵羊。 

8 祂被逮捕，受审判，被处死。 

祂那个世代的人谁会想到祂受鞭打、 

从世上被除去是因为我百姓的过犯呢？ 

9 虽然祂没有做过残暴之事，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却将祂与恶人同葬， 

祂死后葬在富人的墓穴。 

10 然而，祂被压伤、 

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 

祂的性命作了赎罪祭[a]。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8%B5%9B%E4%BA%9A%E4%B9%A6%2053&version=CCB#fzh-CCB-18627a


祂必看见自己的后裔， 

祂必长久活着。 

耶和华的旨意必在祂手中实现。 

11 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 

并心满意足。 

耶和华说：“我公义的仆人必凭祂的知识使许多人被算为义人， 

祂要担当他们的罪恶。 

12 我要使祂与伟人同享尊荣， 

跟强者同分战利品， 

因为祂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祂被列在罪犯中， 

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 

又为罪人代求。” 

 

2:36又有一个女先知，名叫安娜，是亚瑟族巴努埃尔的女儿。她非常老了。在女儿时代，只和丈夫一起住

了七年 

 

2:37之后做了红枣，八十四岁了。而且不离开宫，晚上和白天都以绝食和祈祷侍奉着神。 

 

 

 

假设 15 岁结婚 7年后去世，丈夫在 20多岁后半期早逝，也许应该说是太不幸了，这是 2000年前的事。

20多岁、30多岁去世的情况也不稀奇。 

 

安娜这个人在这个时代活到 84 岁，对西梅恩来说也是如此，但我认为这是令人吃惊的神的祝福。你是不

是很惊讶他们不会死。在那个年龄，他们在宫里祈祷的样子，一定被很多人看到了。 

 

“不离开宫，晚上和白天都以绝食和祈祷侍奉着神”。安娜不顾吃的事，关心的是祈祷，然后做礼拜，继

续侍奉神。在这一生中，神给予了我长寿和健康的恩惠。请赋予我使命。 

 

 

 

2:38 这老妇人也恰好临到，向上帝致谢，并把这幼崽的事，向所有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述说。 

 

 

 

这个安娜也明白了这件事是什么。并且向所有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述这位幼子耶稣的上帝的计划是多

么美好。 



 

 

 

从启示录 12:11开始，教会今年的经文说：“弟兄们凭着小羊的血和他们的明言战胜他，至死也不吝惜他

的生命。”。 

 

被小羊的血所赎回，在那神压倒性的赦免之爱中，我们将证明那件事。到死为止，一生都要走上那条路。

不惜生命，不惜时间，把随身物品，不惜热情地倾注在那里。在那个目的地的人，是神强有力的守护和祝

福。 

 

 

 

2:39父母照耶和华的律法办了一切事，就往加利利去，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 

 

 

 

按照主的律法，正如圣经所说，今天记载了追求主的心而生活的一生。 

 

 

 

2:40年幼的孩子，越来越长大强壮，充满智慧，而且神的恩典在其上。 

 

 

 

幼子耶稣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坚强，充满智慧，上帝的恩赐就在上面。而且相信上帝的我们也有成长。有

强度。有圣灵的智慧和洞察力。依靠神的恩惠，今年也继续前进吧。 

 

 

 

2哥林多书 4:15每件事，都是你们的益处，当恩典加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就充满感激，成为神的荣耀。 

 

4:16所以我们不灰心。即使我们外面的人灭亡，里面的人也会每天更新。 

 

4:17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轻微的患难工作，使我们得到永恒的沉重荣耀。 

 

4:18我们不是看得到的，而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2哥林多书 6:2神说：「我在施恩的时候听从了你的请求，在救赎的日子帮助了你。」。看，现在是恩赐的时

候，看，现在是救命的日子。 

 

6:3 为了不让这项工作招致阻碍，我们不让任何事情绊倒人 

 

6:4相反，在所有情况下，作为神的仆人，把自己表现给人们。也就是说，无论是极度的忍苦、患难、危

机、僵局 

 

6:5被鞭打、入狱、骚乱、劳苦、通宵、饥饿 

 

6:6真实、知识、宽容、慈爱、圣灵和不虚伪的爱 

 

6:7根据真理的话语和神的力量，通过左右拥有的义的武器 

 

6:8无论是被表扬、被责备、受到恶评、受到好评，都作为神的仆人表现自己。我们似乎在迷惑人，但却

是真实的 

 

6:9人好像不知道，好像被承认了，快要死了，看，好像活着，被惩罚了，但是没有被杀 

 

6:10似乎悲伤，但常喜，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 

 

 

 

◇祈祷；天父上帝，感谢您今天的礼拜。困难的时候，失去住处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匮乏的时候，

即便如此，我们也有逃避的地方，有住所，有被决定的安慰的时候，有喜悦的时候，神的供养，真的非常

感谢。世界上都有混乱，混乱的程度在增加，但是请不要屈服于恶魔的攻击，根据耶稣的赎罪信仰鼓起勇

气，走上神的话规定的道路，为了能继续耶稣的证明，这周也请守护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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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