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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歡迎和啟始祈禱 – Matt Curry 牧師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29 我心裡柔和謙

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藉著耶穌這些話，我們被邀請進入敬拜的時間。如果你也像我一樣，“勞苦

擔重擔” 正正恰當描述我現時的感受。在這場疫症大流行中生活所需的氣力

使我們感到勞苦；渴望聯繫和接觸使我們感到勞苦，由於愛護我們鄰舍而保

持警惕和謹慎使我們感到勞苦，過去一年的悲傷和損失使我們感到勞苦。我

們還背負著沉重的負擔，特別是那些與持續不斷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有關的，

在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教會中持續存在。   
 
 在這個敬拜的時候，讓我們去唱去聽下面的聖詩： 
  
在我們勞苦歲月中的上帝， 

在我們沉默流淚中的上帝， 
你已經帶領我們走了很遠。 
你用你的權能， 

帶我們進入光明, 
我們祈求，讓我們永遠走在你的路徑上。 
 
  
今天是顯聖容主日，當我們發覺自己與耶穌在山頂上，還有彼得、雅各和約

翰同在。願我們經驗到與基督以及彼此之間深厚的聯繫，讓我們祈禱： 
  
改造我們的上帝，我們聚集一起在山頂遇見了你。我們每人都與你有神聖的

相遇；在那些時刻，我們都希望留在山上，遠離世界。我們知道那是我們的

嚮往，而不是你的旨意。因此，我們今天為回應你祝福我們的生命，獻上己

身。求你提醒我們，在離開崇拜時，我們的使命便要開始。並幫助我們牢記

那些與你在山頂相遇的回憶。我們以耶穌的名，大膽地祈求。阿們 [1] 



  
歡迎參加今天的崇拜。   
  
讚美詩＃519 – 高舉每個聲音來唱 – Raymond Trapp 合唱團 
 
高舉每個聲音來唱， 
直到大地和天堂響起， 
與自由的和諧共鳴； 
讓我們的喜樂升起， 
如聆聽的天空一樣高， 
讓它響亮，如起伏的大海。 
唱一首充滿信心的歌,過去的黑暗教導了我們， 
唱一首充滿盼望的歌,給我們帶來當下； 
面對新的一天開始,冉冉升起的太陽， 
讓我們繼續前進，直到獲得勝利。 
 
我們踏過石頭的道路， 
受到刑罰棍打的痛苦 
在盼望未生卻死去的日子裡。 
然而，經過一陣穩定的節奏， 
我們疲倦的腳難道沒有 
來到我們祖先嘆息的地方嗎？ 
我們走過用淚水澆灌的路？， 
我們走過，踏著給屠殺之血洗過的道路， 
從悲慘的過去中走了出來， 
直到現在，我們終於站在 
被明亮星星的白色光芒投射的地上。 
 
在我們勞苦歲月中的上帝， 

在我們沉默流淚中的上帝， 
你已經帶領我們走了很遠。 
你用你的權能， 

帶我們進入光明, 
我們祈求，讓我們永遠走在你的路徑。 
免得我們的腳偏離遇見你的地方，我們的上帝呀， 
免得我們的心醉於現世的酒，忘記了你。 



在你手的蔭庇下， 
願我們永遠站起來， 
忠於我們的上帝， 
忠於我們的祖國。  
  
黑人歷史時刻：聖靈的差遣 - Roy C Nichols主教[2] 
  
1968年，Roy Nichols 當選為新成立的聯合衛理公會第一位非裔美國主教時，

他正在哈林區 Salem 聯合衛理公會事奉，他是一位致力於社會正義的倡導

者，Nichols 主教提供其熾熱的領導，盡其一生。  
  
在1982年，作為紐約年會的主教，他在按立典禮的講道中說：“說實話，無

論你從上帝的闡明中學到了多少，將之投放在世界上，投放在影響人們的生

活、痛苦和喜樂的問題上。生命的聯繫就是要履行耶穌的期望，正如衪說：
你們是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感謝上帝，通過救主耶穌基督，衪賜予我們勝

利。就是這樣吧。”  
  
就像聖靈差遣昔日的聖徒一樣，聖靈今天也把他送給我們。讓我們一起向世

人彰顯基督。 
  
詩篇50：1-6（UMH 783）– 紐約年會職工成員 
  
1大能者上帝耶和華，已經發言招呼天下，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2從全美的錫安中，上帝已經發光了。  
  
3我們的上帝要來，決不閉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在他四圍大颳。  
 
4他招呼上天下地，為要審判他的民、 

5說：“招聚我的聖民到我這裡來，就是那些用祭物與我立約的人。” 
 
6諸天必表明他的公義，因為上帝是施行審判的。  
 
馬可福音 9：2-9 



 

宣讀者： 
Rev.Annette Rodriguez 牧師（Woodycrest 聯合衛理公會） 
Rev. Young Choi 牧師（New Haven Korean 聯合衛理公會）  
Rev.Shari Ponder 牧師（Salem 聯合衛理公會）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衣服放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忽然有以利亞

同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和耶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我們在這裡

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彼得不知

道說甚麼纔好；因為他們甚是懼怕。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

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

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裡。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

沒有從死裡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 

 

講道 – Thomas J. Bickerton 主教，紐約年會駐會主教 
 

感謝你們給我機會，能夠參予今天這個崇拜。我們設計這一天是為了使我們

的牧師能夠得到喘息。我們知道，鑑於新冠疫症大流行，我們的牧師承受了

不尋常的壓力，我們認為讓他們休息是很重要的。  

  

因此，這個崇拜以及證道，為我們提供了機會，使他們得到需要的休息。他

們已經歷過了，我知道你們也是。這些都是艱難而充滿挑戰的日子，所以我

想再次感謝你們，今天給我機會在你們的教會裡發言。讓我有機會說，即使

我在與牧師們一起工作時，他們也給了他們必要的休息時間，我也為你們祈



禱，希望我們能夠渡過這段充滿不明確的日子，懷著更新的希望與喜樂，展

望未來。  

  

今天，有兩段經文與大家分享。第一段摘錄自列王紀下 2章1節及6-14節。  

 ［耶和華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以利亞與以利沙從吉甲前往。以利

亞對以利沙說：「耶和華差遣我往約但河去，你可以在這裏等候。」以利沙

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離開你。」於是二

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門徒去了五十人，遠遠地站在他們對面；二人在約但河

邊站住。以利亞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開，二人走乾

地而過。過去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你要我為

你做甚麼，只管求我。」以利沙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以利

亞說：「你所求的難得。雖然如此，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你若看見我，

就必得著；不然，必得不著了。」他們正走著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

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見，就呼叫說：「我父啊！我父

啊！以色列的戰車馬兵啊！」以後不再見他了。於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

為兩片。他拾起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回去站在約但河邊。他用以利亞

身上掉下來的外衣打水，說：「耶和華以利亞的神在那裏呢？」打水之後，

水也左右分開，以利沙就過來了。］ 



  

第二段摘錄自路加福音10章25-37節。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說：

「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

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偶然

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

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

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

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

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

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 

這是上帝向其子民說的話。感謝上帝。  

 



這裡有一個情景，也許是一個新冠疫情前的景像，在你們的腦海中出現。你

到餐館用餐，你點了一客十成熟的牛排，還有烤馬鈴薯、沙拉並意大利醬汁

和不加糖的冰茶。過了一會，女服務員回來了，她把一杯冰水放在你面前，

還有沙拉和一小盆法國醬汁。你注意到沒有意大利醬汁，但只有法國醬汁。

好吧，沒有人是完美的。法國醬汁也好，這會是一個不錯的轉變。我想我會

吃吧。 

很快，你點的主菜也來到了。嘩！看起來真美味！但是，現實陷入了困境。

有血水從十成熟的牛排流出，而且，來的是炸薯條，而不是烤馬鈴薯。 

“服務員，對不起，我是點了一份搭配烤馬鈴薯的十成熟牛排。” 她說：“我

想不是。” 你回答：“我確定！你可以拿回去嗎？” 她說：“好吧。”然後翻著

白眼走開。 

或者，你到店裡購買一套新輪胎，你拿到收據，並獲得保修及保證服務。從

銷售員的姓名標籤上，看到他的名字叫約翰。三個星期後，在開車上班時，

左前輪胎無緣無故爆裂。你將汽車開到輪胎店，約翰對你說的第一句話是：

“你有否帶備收據和保修證明？”   

“沒有，它還在家裡。爆呔是在今早上班途中發生。” 約翰指著牆上的告示說

：“所有退貨必須附有收據。” 你說：“約翰！你不記得我嗎？我不久是在這



裡，你不能翻查一下電腦記錄嗎？” 他說：“先生，你看不到我們在這裡忙？

我怎麼記得每張臉？把收據帶來，我們將會處理！” 

近日，這些並非孤立的故事。你有沒有注意到？人們很容易煩躁，他們處於

邊緣狀態：脾氣暴躁、不耐煩，對一切都持批評態度。當日子艱難時，許多

人都向內潛入： “我要保管好自己。” 不知不覺間，我們只專注自己(ME)，

而忘記了我們(WE)。你最後一次聽到有人真誠地說“我能為你做什麼？” 是

什麼時候呢！你又在什麼時候說過同一句話？“我能為你做什麼？” 

剛剛讀到的舊約經課中，是一個關於先知以利亞的精彩故事。他是當時的領

導頭頭，一個重要人物，像是董事會主席、多數黨領袖，就是當時先知界中

最被關注的人物。   

毫無疑問，這個就是全能上帝在地上的權威代表，這是神人。這是作奇蹟的

人。當他在你面前時，你會張開嘴，驚訝於他的能力以及他能有效地向您傳

達神的話。 

這是一個無可置疑的神人！ 

有一天，這位有能力的人物帶著他的徒弟以利沙散步，他也是他的助手。以

利亞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時日已到，這將是他與繼承他的人最後一次散步。 

  



以利沙仰望著這個人。以利亞是他的師傅，是向其尋求力量和指導、正確話

語和正確行動。沒有以利亞的指引，他不會動、說話或做任何事情。以利沙

會為以利亞做任何事情，是任何事情！ 

 

請記住，以利亞是上帝的代表，一個重要人物，全能者的頭號發言人。這是

在約旦河沿岸的一個大型會議，以利沙與他同去，那裡有五十個人期望聽到

這位偉大先知講出重大的事情、驚人的教導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他們

緊緊抓住這個先知講的每個字，而不在乎於以利沙。 

就在那一天的那一刻，這個重要人物看了看自己的徒弟說：“我能為你做什

麼？” 

 “再來一次，以利亞。我不明白你，你在說什麼？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我

能為你做什麼？” 

 “哦，以利亞，你一定搞錯了。應該是我對你說那些話，因為你真是偉大，

我卻什麼都不是。” 

 “不，以利沙，我的時日子已到，我要過去了，現在你是要繼續開展這項工

作。我想確保你承擔起這個詞。我兒！我能為你做什麼？” 

 “哦，以利亞，我希望能像你一樣。” 



 以利亞說：“以利沙，如果那是上帝的旨意，你看見我乘旋風升天去，那你

就會知道你已得著了。” 

 你知道嗎？經文說以利沙看見了。那天，大先知展現了他的本色。那天，以

利亞成為所有人的僕人。 

又另有一天，耶穌講了一個寓言，回應有人問他如何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講了一個比喻，講述了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一條危險道路。路長不足

20哩，但道路從海拔2300呎降到海拔下1300呎。這是兇犯和強盜的快樂狩

獵場。它有著悠久的歷史，當詩人寫詩篇23篇時，有提到了這條道路上某一

個地方：“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那條路上有這麼一個地方。 

 那天，耶穌說有一個人在那條路上被毆和搶劫，被遺棄在路邊等死。一位祭

司經過，他是一位拯救靈魂的好人。他看著那個人，找個藉口，便走過了。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利未人，也是一個好人。他看著被打的那個人，找了個藉

口，也走過去了。 

 最後，來了一個撒瑪利亞人，一個被憎惡的種族，一個被該地區人民鄙視的

種族。他是當時最受憎惡、最被鄙視的人，看著躺在路邊的那個人，並幫助

了他。 



 只有他一個人準備好了，並願意犧牲自己來幫忙。那天他簡單地說：“我能

為您做什麼？” 

 那天，那個被人鄙視的小伙子展現其本色。那天，他作為眾人的僕人。 

要注意，聖經會以最精彩的方式，向我們說明了一個事實，被尊敬崇高的和

被鄙視的都被呼召做同樣的事情。從最高到最低的，每個人都被呼召成稱為

上帝的跟隨者和眾人的僕人。   

聖經說明有時候，也許是常常，最不可能作為僕人的人選，卻竟然被呼召而

且變成去行動的人。 

我想到了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他卸任後，把大部份時時間，為

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for Humanity)建造房子。誰會想得到呢？ 

我想到我的父親，他受到的打擊，包括斷了脖子，失去雙手的能力，感染到

新冠病毒而需與家人隔離，摔倒並受到腦震盪，曾經需要定期洗腎。他對我

這個兒子說：“當我每天有機會向康復中心的工作人員見證生命中對上帝的

愛時，我認為自己真是蒙福，我覺得自己是在四周圍中最受祝福的人。 ” 

結果，鑑於我們所面臨的一切： 新冠疫症爆發，經濟下滑，種族動亂，教會

不明確的未來，我們被要求說出各樣的問題。誰會期望像我們這樣的人，會

降低自己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做，誰會期望我們會

降低自己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給你一個答案，耶穌會！耶穌會向我們期望這件事，因為基督呼召我們以

上帝的愛存在心中。 

 耶穌說：“你問，誰是我的鄰舍？這種責任到那裏為止？我會告訴你，你的

鄰舍是需要幫助的人，即使她的麻煩是自己帶來的。你的鄰舍是你可以接受

的和你不可接受的，你喜歡的和你不喜歡的，你同意的和你不同意的。” 

簡而言之，您的鄰舍是任何人和每一個人。 

但是這又怎麼可能呢？那豈不是像在天空中的理想主義嗎？就是這樣！耶穌

基督的福音，他所教導道路、真理、生命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們被呼召要作

的生活方式，對許多人而言都是天空中的理想主義，被認為是脫節的、不相

關的和無法實現的。 

當我們似乎處於這樣的混亂之中時，愛怎麼能成為一種要求？如果一切都如

此受約束和腳本化，我們如何在生活中自發和自願？當其中一些人沒有對我

們關心或尊重時，我們如何能達到渴望和關心所有人的福祉呢？ 

  

我個人認為，只有內心轉變，才有可能。以信念為起點，內心心靈轉變，以

至內在心態轉變，你和我才會有所不同。您會看到，它從這裡開始。 

 愛會循三個明確的方向運行： 



o  從上帝到我們。 

o  從我們到上帝。 

o  並以上帝的名從我們到他人。 

  

我們之所以愛是因為上帝首先愛我們。我們愛別人，因為這反映了上帝愛我

們。地球上沒有人超出愛的範圍，因為沒有人在上帝的愛之外。我知道，這

是一個很難接受的概念，因為我們的愛是有限的，我們是人。但是，你們需

要被提醒，正如我提醒自己，神的愛永遠不會受到限制。 

因此，請一想一個人遭受痛苦，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想像他們的痛苦。

當有人對你說：“我今天能為你提供什麼幫助？” 會是多美炒！ 

曾經有一位牧師，他被一個襤褸的老人所困擾。這位老人每天都會走進她的

教堂，幾乎一到他就會離開。 

 有一天，牧師面對那個男人。 “您來到我們的教堂並幾乎立即離開，您在做

什麼？” 

 那人說：“我祈禱。” 

 “真的嗎？” 

 “是的。”那人說，“我去到教堂說：'耶穌，我是吉姆。'只是一段小祈禱，但

我認為上帝聽到我說話。” 



 之後，吉姆生病了，要進醫院。吉姆在那裡使所有脾氣暴躁的病人感到高興

，笑聲充滿了走廊。主管護士說：“所有人都說你總是很快樂。” 

 吉姆的回答是：“是的。你知道，我禁不住要快樂。是因為我的訪客。” 

 護士不解。她知道吉姆從來沒有訪客。他的房間總是空著。 

 所以護士說：“吉姆，訪客什麼時候來？” 

 吉姆說：“哦，他每天中午都會出現。他過來站在我的床邊，停留幾秒鐘。

我看到他，他笑著說：'吉姆。這是耶穌。'” 

就是這樣。真的，這就是全部。有意識地知到你在上帝的面前。事實證明，

你和全能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就是力量、鼓舞和指導的來源，去走一條像是

死陰的幽谷的山路。 

你看，這對某些人可能是非常基礎的，但是我內心深知，並且我渴望你在你

內心也知道，耶穌今天對我們很簡單的說：“我能為你做什麼？” 

對你來說，這似乎很瘋狂，但成為僕人的關鍵在於每天都要提醒，耶穌與我

們同行，並呼召我們去愛別人，就像耶穌愛你一樣。 

毫無疑問，日子是艱難的。這真是一段艱難的時期。問題是真實的。壓迫是

巨大的。疾病使人衰弱。前景不明確使我們瘋癲。但是，你今天能看到所有

的祝福嗎？我們有多幸福？相對於一切不利於我們的事情，總有有利於我們

的。對於所有障礙，我相信隨後還會有機會。 



  

一個年輕人曾經向他的牧師抱怨世界狀況。他最後說：“我希望自己能創造

一個更好的世界。” 牧師看著他，回答說：“那正是神要你做的。” 

上帝哦! 睜開我的眼睛，以便我更清楚地看到您。睜開我的耳朵，以便我聽

到您的聲音。敞開我的心，以便我可以愛別人，像您愛我一樣。 

你看，就這麼簡單：我能為你做什麼？ 

就是這樣。 

阿們 

Dorlimar Lebron Malave 牧師 (First Harlem 聯合衛理公會)  
  
應許的神 （詞: Doris Machin） 
  
我知道你的眼睛在注視，常常留在我身上。你的耳朵在傾聽，當我哭泣時，

聽著我的哭聲。但是明天的快樂來到了。神就在近處，不是在遠方。你從未

改變，您是信實的。  
 

衪是立約的神，是應許的神，神不像人會撒謊。  
  
一切都會發生，一切都會改變，但你的承諾定會實現。我知道你的眼睛，總

是專注在我體內。你的耳朵專心在聽我的哭聲，我還可以哭泣。但是明天的

快樂來到了。神就在近處，不是在遠方。你從未改變，您是信實的。  
 

衪是立約的神，是應許的神，神不像人會撒謊。 

  
一切都會發生，一切都會改變，但你的承諾定會實現。如果我受苦，他總是

為我而戰。他的計劃不能被阻撓。我的希望掌握在偉大的手中。我的眼睛會

看到不可能的事情發生。 



  
衪是立約的神，是應許的神，神不像人會撒謊。  
  
一切都會發生，一切都會改變，但你的承諾定會實現。神的話語將在你的生

命中實現。因為衪不是要我說謊的人。也不是要悔改的人子。  
  
衪在你身上開始的工作，衪正在使其完善。你不會死，你要活著，去宣講主

的奇蹟。在生存之地，衪應許的一切，定必會實現。 
  
會眾的禱告和主禱文 – 大都會區教區長 Denise Smartt Sears 牧師 
  
慈愛的上帝，我們現在停下來想念我們周圍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經常都被

忽略。那些被分享的故事，都是由於其人本身，而不是由於他們的身份。這

是黑人歷史紀念月。 
  
幫助我們認識到黑人歷史就是我們的全部歷史。 
  
可能有一天，這些故事得到廣泛的傳授，而不需要特別劃分一個月份而作。

我們知道這一天不會到來，直至我們能一致地做出不同的選擇。我們現在為

這些新選擇祈禱。 
  
讓我們看到有一天，監獄系統變得令人改過自新，而不只是一種懲罰。有一

天，法律制度學會更加專注於事實，而不是只看皮膚的顏色。有一天，我們

的學校可以根據需求提供充足的資金。 
  
我們知道這將需要權力轉移，這對於某些人來說可能是可怕的。 
  
給希望予那些充滿恐懼的。願我們認識恩典，使我們的心不會因周圍的痛苦

而僵硬。 
 
上帝啊，我們以讚美之歌敬拜你。 我們用祈禱的話敬拜你，用耳聽你的話，

這話是要走進我們的生活中，是拯救的真理。 
  
我們在寂靜的空間中向您敬拜，在這裡我們為希望和勇氣而奮鬥。 
  



我們渴望瞥見聖靈，在黑暗中照耀的光，黑暗無法克服它。感動我們並醫治

受傷靈魂的聖靈，賦予力量予勞苦的聖靈。 
 
賜予我們恩典，活在每一刻，被這愛所改變，帶著勇氣、希望和愛心大膽地

生活。通過你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去光照，體現耶穌的生命。阿們。 
  
讓我們一起以主禱文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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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2 
  
阿們。 
  
派遣 – Doris K Dalton 牧師 
  
“上帝啊，我們聽到聖靈呼召我們去事奉。我們將攜手並進，勇往直前，服

事所有需要你的愛去改變的人。阿們！” 
  
飭殿詩 – 哈利路亞（Jesu Tawa Pano） 
  
  
  
[1] 改編自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worship-planning/follow-
me/transfiguration-sunday-year-b-lectionary-planning-notes/transfiguration-
sunday-year-b-offertory-prayers 
  
2 禱告改編自Xavier University prayers for Black History and Christine Jerrett: 
Reflections on being the Church in God’s new cre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