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日講道撮要 (10-1-2021) 主題：喜樂油、讚美衣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經文：賽 61:1-3 

引言： 

 你相信敬拜讚美的震撼力嗎？

 基督徒依靠神的敬拜生命：生活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服侍，服侍

就是生活，這是獻呈給神的鐵三角關係。

「…你們如此事奉(敬拜)，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

 縱然面對逆境、艱難、徬徨和恐懼，我們仍能高唱《我知誰掌管

明天》、《主是我力量》、《願祢大能改變我》等詩歌。

 當我們唱詠的詩歌之中有神的話語，我們的心靈往往能與神相

遇，得着安慰和造就；也能幫助我們檢視生命的本相，並且能延

伸作敬拜、認罪、感恩、祈求的禱告。

 弟兄姊妹，敬拜讚美確實帶有震撼力！

一位基督徒姊妹面對孩子讀書的困難，感到十分苦惱，也要面對

工作沉重的壓力，情緒幾乎要崩潰；然而，他藉着敬拜、唱讚美

詩，以及得到肢體的鼓勵，讓她的眼淚止住，心靈得到釋放。

 然而，究竟如何才能真正達到「以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

憂傷之靈」呢？

本論： 

一. 《以賽亞書》的主旨：

 「以賽亞」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Yahweh)是救恩」。書中充

滿彌賽亞的救贖來臨，要施行審判、拯救和安慰的恩典！

 以賽亞書 1-19 章主題是：審判

以賽亞書 40 至到 66 章主題是：救恩和安慰

本書強調神對以色列的拯救、彌賽亞來臨的救贖預言，以及救贖

主的權能和榮耀，提及：



「主萬軍之耶和華」10 次 

「以色列的神」12 次 

「以色列的聖者」25 次 

「救贖者」13 次 

 以賽亞先知呼召猶大百姓要從充滿罪惡的世代、靈性衰敗，以及

迷失在圖謀借助埃及和外邦勢力的保護中回轉，要與耶和華重建

立約的關係，才能帶來真正的復興和拯救！

 以賽亞書 40 至到 66 章出現 13 次「安慰」，包括：「安慰」、「已

經安慰」、「在安慰」、「安慰了」；

又正如是次講道經文：「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

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賽 61:2)

 (賽 61:1-3)申明彌賽亞的來臨：

基督受膏(賽 61:1)

列邦蒙恩(賽 61:2 上)

主得榮耀(賽 61:2-3)

 (賽 61:1-3)中心意義：

v.1 強調三一真神的三個位格：主耶和華、靈和彌賽亞。

彌賽亞(耶穌)被聖靈膏立(太 3:16-17)；正如昔日的君王也是被膏立，

例如：掃羅(撒上 10:1)和大衛(撒上 16:13)而得著從聖靈而來的能力。 

 「彌賽亞」“masiah” 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受膏者」，而「基督」

“Christo” 是從 “Chrio”「膏抺」這字而來。

舊約(賽 61:1-2 上)是預言新約(路 4:18-19)所提及彌賽亞的使命，

就是「傳好訊息、醫治和釋放」(賽 61:1)，「報告…恩年…報仇

(賽 61:2)和安慰(賽 61:2-3)。

 當彌賽亞來臨時，祂要把那些忠心倚靠耶和華的人從悲哀變為喜樂、憂

傷變為讚美(賽61:3下)！並且頭上不再撒上灰塵（即憂傷的記號）(撒下

13:19)，而是戴上華冠(賽61:3上)，得着安慰、醫治、勝利、福杯和喜樂

(詩23:5, 45:7)！



 一切悲哀、憂傷要驅散，重新被「喜樂油、讚美衣」覆蓋，正如

(賽 58:8)所提及有如被神的榮光照亮。

而神救恩國度的來臨，讓神得着榮耀 (賽 46:13, 49:3, 55:5)！

二. 喜樂油 (賽 61:3; 詩 23:5; 路 7:46)

「喜樂油代替悲哀。」(賽 61:3) 

 真正的快樂是不受外在環境影響，是發自內心，洋溢著平安和喜

樂！是一種內在的心靈狀態。

 根據國際組織「蓋洛浦」對世界各地快樂指數排名調查結果，香

港的快樂指數排名 73，星加坡縱然是發達國家，排名郤是 148

（即全國只有 46%的人感到快樂），而排名第一的國家是巴拿馬。 

反映富裕的國家不一定較落後政制環境較差的國家快樂。

 現今，我們面對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經濟衰退、百業蕭條、失業

率上升、社會兩極對立、充斥著對人的不信任、對前途失去盼望，

我們要尋求快樂是否遙不可及呢？

 然而，中國有句諺語：「助人為快樂之本」，我們若能幫助他人而

讓生命充滿活力；那麼，為神的國度而努力不懈，豈不讓生命更

豐盛，更有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喜樂！

 《腓立比書》是一封充滿喜樂的書卷，這 4 章經卷共有 16 次提

及快樂、安慰、滿足、歡喜等字句；保羅的快樂是因為他想及別

人，也因事奉神而得的快樂！更印證快樂是來自內心，並不在於

外在優裕的環境。

 “The more you give, the more you get.”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下)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4:4)

 「我靠主大大喜樂。」(腓 4:10 上)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腓 4:11)



 真正的喜樂是我們能夠為別人付出；不是利己而是利他，不是接

受而是付出！

 而更高層次的快樂是來自聖經中的「八福」(太 5:3-10)。主耶穌

所宣講的「福」，原文意思是“Higher happiness”，是更高層次的

喜樂，而不單單是中國人所指的「福壽康寧」。

 是神賜予的，發自內心的虛心、哀慟、溫柔、飢渴慕義、憐恤人、

清心、使人和睦和為義受逼迫心靈充滿喜樂和平安。

 這喜樂也是人藉神的救恩從罪中得救贖，生命被更新改變，包括： 

 傳道、醫治、釋放 (賽 61:1)

 得安慰、賜華冠、喜樂油代替悲哀(賽 61:2-3 上)

 在基督裏成為新造的人(林後 5:17)

 得著喜樂的實際例子：罪人悔改、生命改變、跌倒了，重新站起

來、走錯路，重回正軌、憤怒仇恨，願意寬恕接納…等。

 基督徒要反思，在神的救恩中，我們生命有沒有改變？我們是否

擁有真正的喜樂與平安？我們有沒有成為神的器皿，使別人得著

喜樂？我們有沒有成為聖法蘭西斯禱文提及的「和平之子」，在

負面和黑暗的環境作出正面光明的生命見證？

在憎恨之處散播愛； 

在嫉妒之處散播饒恕； 

在懷疑之處帶來信心； 

在失望之處帶來希望； 

在黑暗之處散播光明； 

向愁苦者分享愛； 

不求受安慰，而是安慰人； 

不求被諒解，先去諒解人； 

不求愛，先去愛； 

不求接受，先付出； 

先寬恕人才能被寬恕； 

老我要死去，才得永恆的生命！ 



三. 讚美衣 (賽 61:3; 箴 17:22; 詩 28:7)

 基督徒在屬靈操練上，要意識神、意識自己和意識撒但。

 我們要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 9:10)來識破那惡者的

詭計，以活出自由釋放地讚美神的生命！

 撒但的詭計包括：

 牠是說謊者(約 8:44)：使你懷疑自我的價值和神對你的愛

 牠是控訴者(啟 2:10)：使你指責自己和別人的錯誤，引致內疚

感和紛爭。

 牠是偷竊者(約 10:10)：竊取神給你一切的祝福，使你常常陷

於屬靈的缺乏和貧窮中！

 牠是毁滅者(約 10:10)：毁滅你的志氣，勇氣和士氣，使你常

常陷於沮喪，感到無力感

 感謝神！我們可以靠着神所賜的權柄，得勝撒但的技倆和攻擊！

(路 10:19)

 就是「以讚美依代替憂傷之靈」(賽 61:3)

 憂傷之靈：「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之靈，使骨枯乾。」

(箴 17:22)。例如消沉、沮喪、傷心、憂鬱，也有從逆境而來

的不安、懷疑和恐懼。

 相對地，讚美神使我們的心靈變為歡喜快樂！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祂，就得

  幫助；所以我心中歡喜，我必用詩歌頌讚祂。」(詩 28:7) 

 神使我們心靈得着平安、喜樂、滿足、剛強、力量和信心！

 聖經充滿中用讚美擊開捆鎖的見證，包括：保羅和西拉在獄中禱

告、唱詩、讚美神擊開捆鎖；獄卒問保羅「我當怎樣才可以得救？」

(徒 16:30)保羅告訴他「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必得救！」

(徒 16:31)獄卒因此擊開心靈捆鎖，因信主帶來喜樂和平安！

 此外，我們也要檢視生命中的捆鎖，也記念同受捆鎖的人，使我

們重新享受神的愛和回應神(來 13:3)。

 穿上讚美衣的操練：

1. 將自己的本相帶到神面前，陳明內心真實的光景，求神幫助，

仰望祂、稱讚祂！(詩 42:5、11)



2. 學習一天七次讚美神(詩 119:164)，即時時讚美主！

3. 在任何處境中操練讚美神(詩 34:1, 146:2, 9:1-2)。不論早上起來

時、行走時、乘座交通工具時、在順境中、在逆境中、開心快

樂時、痛苦憂傷時、得意時、沮喪時、戀愛時、失戀時、失眠

時、失業時、都要讚美神！

結語： 

以「喜樂油和讚美衣」的生命，活出對神的真誠、專注、熱愛和

讚美，在神面前洋溢著滿足的喜樂！(詩 16:11) 

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