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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來是要作永遠的王 
“HE CAME TO RULE” 

 

講員 Speaker：柯達文牧師 Pastor David Clotfelter 日期 Date：十二月二十三日 December 23, 2018 

經文 Verse：路加福音一章 32-33 節 

主題 Theme：耶穌已經來要作世界永遠的王。Jesus has come to rule the world. 

 

一、 上帝應許給我們一位永遠掌權的君王 

God Promised a King Who Would Reign Forever 

 撒母耳記下七章 16 節「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

遠。」 

 以賽亞書九章 6-7 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

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二、 唯有耶穌可以成就這個應許 

Only Jesus Can Fulfill the Promise 

 路加福音一章 32-33 節「他將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衛的王位給

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沒有窮盡。」 

 約翰福音十八章 37 節「於是彼拉多對他說：『那麼，你是王了？』耶穌回答：『是你說我

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 

 啟示錄十一章 15 節「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

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示錄十九章 16 節「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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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現在就需要順服祂的權柄 

We Must Submit to His Authority Now 

你敬畏主耶穌嗎? Do you revere Jesus?  

你對他忠誠嗎? Are you loyal to him? 

你順服他嗎? Are you obedient to him? 

你相信他嗎? trust him? 

你愛他嗎? Do you love him? 

 

 

 

 

 

 

 

 

 

反思及討論問題 Questions For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1. 這一系列的講道信息著重在舊約聖經中對彌賽亞的預言 (創世紀 3:15、創世紀 12:1-3、撒母耳

記下 7:16) 哪部分的信息對你最有幫助? 為什麼? 

This short series of messages has focused on three OT prophecies of the Messiah: Genesis 
3:15, Genesis 12:1-3, and 2 Sam. 7:16. Which of these messages has been most helpful to 
you? Why? 

 

2. 若你把耶穌作為你的王來看待，這會改變你的敬拜和禱告嗎? 如何改變? 

Does thinking of Jesus as your king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ay you approach him in 
worship and prayer?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3. 這篇講道信息會給你的生活帶來改變嗎? 什麼樣的改變?  

Will this sermon lead to change in your life? What kind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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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  教會詩班及管弦樂團  Praise in Song 

2018聖誕清唱曲：靜默與歡聲 

〈凡有血氣都當肅靜〉 

凡有血氣都當肅靜，謙恭肅立同畏敬。肅靜。莫想絲毫世俗事物，因祂親手賜恩福。肅靜。 

基督我主降臨人間，我眾當全心敬虔。肅靜。萬國都當肅靜。 

千萬天軍排列成行，開路先鋒一路長。真光之光環照四方，是來自榮耀天堂， 

地獄威權終將滅亡，黑暗盡除光明放。 

撒拉弗俯伏主腳前，基路伯張眼儆醒，兩翅遮面稱頌讚美，高聲歌頌永不停，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尊主名！ 

萬王之王馬利亞所生，世界初創已堅立，萬主之主取人樣式，居住人血肉身軀。 

獻己身為生命靈糧，厚賜信眾永不息。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尊主名！聖名！凡有血氣都當肅靜，肅靜，肅靜。肅靜。 

〈靠近我〉 

請來，親愛耶穌，帶走我一切憂懼。我們在等候，需要祢前來拯救我。 

靠近我，耶穌，帶走我一切憂懼。我們在等候。需要祢前來拯救我。 

帶走我傷痛。除我罪過。顯明祢救恩。大能醫治我。 

憐憫聽我求。常看顧保守。我是祢兒女。快靠近我。 

靠近我，耶穌，帶走我一切憂懼。我們在等候。需要祢前來拯救我。 

啊~ 保守疲倦者。扶持軟弱。助我並賜我平安的祈求。 

應許的救主。我恭敬跪拜，等候避難所。快靠近我，主啊！ 

求耶穌靠近我，永不離開我，求祢永遠愛我，又聽我祈求。 

也愛憐並賜福天下眾兒女，帶我們進天國和祢永相聚。 

請來，親愛耶穌。懇求祢前來拯救我，醫治我，保守我，垂聽我，幫助我。 

〈路加第二章/平安夜〉   嗚~~嗚~~嗚~~嗚~~ 平靜享天賜安眠。 

〈安睡中的主〉  

降生在寧靜夜裡，安睡中的主。平靜我風浪憂慮，安睡中的主。 

謙卑放下天榮尊，降世救人面沉淪。天和地創造的主，安睡中的主。 

進入我心除罪汙，安睡中的主。痲瘋潔淨我罪除，安睡中的主。 

藉真理恩治萬族，墮落世人的救主。在我心有你居處，安睡中的主。 

哈利路亞，我的主。在馬槽前，我讚美祢，我的主。 

聖誕星光為華冠，安睡中的主。醫瘸腿治我心傷，安睡中的主。 

頌讚天賜和平王，公義聖子當頌揚。有一日全地頌讚，安睡中的主。 

哈利路亞，我的主。在馬槽前，我讚美祢，我的主。 

在乾草堆靜靜安歇，安睡中的主。照我路光照世界，安睡中的主。 

〈天使歌唱〉 

榮耀！榮耀！人夜裡守羊群，博士看到一明星，先知妙筆預言他們未曾見的事。 

長途跋涉歷艱辛，馬利亞生小聖嬰，約瑟、牛畜微微笑，天國也同歡欣。 

天使齊頌揚：「榮耀歸君王，新生王。」榮耀！榮耀！歸於至高真神！ 

榮耀！榮耀！天使齊頌揚：「榮耀歸君王，新生王！」天使歌唱。聽天使歌唱！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神人融洽長歡欣，地上平安人蒙恩！」 

興起世間大小邦，齊與諸天共頌揚。天地唱和喜不勝，「基督生於伯利恆！」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牧人夜間守羊群，博士看到一明星，先知妙筆預言他們未曾見的事。 

長途跋涉歷艱辛，馬利亞生小聖嬰。約瑟、牛畜微微笑，天國也同歡欣！ 

榮耀！榮耀！歸於至高真神！榮耀！榮耀！天使齊頌揚。榮耀歸君王！ 

天使高聲唱：「歸於至高真神！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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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讚  教會詩班及管弦樂團  Praise in Song 

 

〈為了我們〉 

為我們聖嬰降生，為我們祂來臨。為疲倦軟弱的人，為憂傷的人。 

祂並非來拯救完美的人，卻顧念我屬微塵。祂來臨，原是要賞賜給我們。 

為我們聖嬰降生，為了我祂來臨。為疲倦軟弱的人，為憂傷的人。 

祂並非來拯救完美的人，卻顧念我屬微塵。祂來臨，原是要賞賜給我們。 

為了那不善禱告的人，為了那生命破碎的人，為了那常常跌倒的人。祂要賞賜給我們。 

為了那生命平凡的人，為了那失去恩寵的人，為了那陷溺罪惡之中無法自拔的人，祂來臨。 

為我們聖嬰降生，公義今降臨。墮落世人得救贖，祂他承擔我罪汙。 

祂並非來拯救完美的人，我們所做都不足。祂來臨，祂原要賞賜給我們。 

為我們，祂要賞賜給我們。為我們，救恩已經來臨。 

無論有名望或掌王權都難洗淨你罪。為了你，祂從天看顧，為了你，祂來救贖！ 

為我們，祂要賞賜給我們。為我們，救恩已經來臨。 

倘若完美是神所要求，我們都難得救，因我們都已破碎，沒有一人是完美。 

為我們聖嬰降生，為我們他來臨。 

〈高聲唱哈利路亞！〉 

讚美神！高聲唱哈利路亞！讚美神！全世界齊歡唱！來歡呼，和萬民高聲頌揚，讚美新生王！ 

讚美神！高聲唱哈利路亞！讚美神！全世界齊宣揚！「永活的神祂聖名當頌揚！」祂是新生王！ 

願大海拍手歡呼，群山雀躍開懷，樹木俯伏星辰敬拜小小聖嬰孩！ 

讚美神！高聲唱哈利路亞！讚美神！全世界齊歡唱！來歡呼，和萬民高聲頌揚。來歡呼，和萬民高聲

頌揚，讚美新生王！ 

榮耀，榮耀，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榮耀歸於至高真神。榮耀歸於至高真神。 

真奇妙，大策士，全能神，永存在的天父，和平君王。 

讚美神！高聲唱哈利路亞！讚美神！全世界齊歡欣！來歡呼，和萬民高聲頌揚，讚美新生王！ 

願大海拍手歡呼，群山雀躍開懷，樹木俯伏星辰敬拜小小聖嬰孩！ 

讚美神！高聲唱哈利路亞！讚美神！全世界齊宣揚！「永活的神祂聖名當頌揚！」「永活的神祂聖名

當頌揚！」祂是新生王！神愛子，為人子，聖羔羊！祂是君王！ 

〈敬拜基督我王〉 

大家同敬拜，天上榮耀王，主大能大愛我們當同頌揚。 

永遠做我盾牌，免我受侵擾，萬古靈光普照，歌頌聲環繞。 

口舌何能述，主關愛心靈，主使風吹拂，主使光顯明。 

主權能慈愛，我眾當頌讚，光輝是主袍，穹蒼是主幔。 

微塵的子女，懦弱無力量，專心依靠主必能獲生望。 

因主恩慈眷佑，永遠不變更，造物主，保護者，救主與良朋。 

耶和華。彌賽亞，亙古已存在，萬古靈光普照，歌頌聲環繞。 

齊來崇拜，榮耀君王。稱謝頌讚，敬拜君王！ 

敬拜君王！ 來，看基督我王，天使頌揚牧人敬拜。 

來，來歡呼擁戴至聖嬰孩，耶穌，馬利亞懷中嬰孩。 

萬王之王，馬利亞所生，世界初創已堅立，萬主之主取人樣式，居住人血肉身軀，身軀。 

獻己身為生命靈糧，厚賜信眾永不息。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尊主名！ 

聖名！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