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

福音召命
活出

使命人生

午堂崇拜
【2021年8月01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

講員：雷建華牧師
講題：耶和華以勒 經文：出16:2-4、9-15
讀經：弗4:1-16；約6:24-35

崇拜即將開始，請靜心等候

虔備心靈，專心敬拜 請關掉電話響鬧裝置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
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十誡】

第一誡——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除
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第二誡——不可拜偶像。

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上帝的名。

第四誡——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十誡】

第五誡——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
長壽。

第六誡——不可殺人。

第七誡——不可姦淫。

第八誡——不可偷盜。



【十誡】

第九誡——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

第十誡——不可貪心。



【使徒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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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16】

1. 我為主作囚徒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
就要與你們所蒙的呼召相稱。

2. 凡事要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3. 以和平彼此聯繫，竭力保持聖靈所賜的合一。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正如你們蒙召，

是為同有一個指望而蒙召，
5. 一主，一信，一洗，



【弗4:1-16】

6. 一上帝－就是萬人之父，超越萬有之上，貫通萬有，
在萬有之中。

7. 我們每個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每個人的恩賜。
8. 所以有話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俘虜，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他升上」，豈不是指他曾降到地底下嗎？
10.那降下的，就是高升遠超越諸天之上的，為要充滿

萬有。



【弗4:1-16】

11.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
教師，

12.為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
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

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
14.這樣，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

法術，被一切邪說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弗4:1-16】

15.我們反而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
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靠著他全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
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
愛中建立自己。



【約6:24-35】

24.這時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就上了船，往
迦百農去找耶穌。

25.他們在海的對岸找到他後，對他說：「拉比，你幾
時到這裏來的？」

26.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
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而是因吃餅吃飽了。

27.不要為那會壞的食物操勞，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
物操勞。這食物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父上帝
已印證了。」



【約6:24-35】

28.於是他們問他：「我們該做甚麼才算是做上帝的工
作呢？」

29.耶穌回答，對他們說：「信上帝所差來的，這就是
上帝的工作。」

30.於是他們對他說：「你行甚麼神蹟，好讓我們看見
而信你呢？你到底要做甚麼呢？

31.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著：『他從
天上賜下糧食來給他們吃。』」



【約6:24-35】

32.於是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
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那從天上來的
真糧是我父賜給你們的。

33.因為上帝的糧就是那位從天上降下來，並且賜生命
給世界的。」

34.於是他們對他說：「主啊，請常常把這糧賜給我
們！」

35.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
絕不飢餓；信我的，永不乾渴。



耶和華以勒

出16:2-4, 9-15

禮賢會紅磡堂

2012年8月1日



背景：出埃及 (出12:29-36)

• 29 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就是從坐寶座的
法老，到關在牢裏的人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殺
了…… 31 夜間，法老召了摩西和亞倫來，說：「起來！你們
和以色列人，都離開我的百姓出去，照你們所說的，去事奉耶
和華吧！ 32 照你們所說的，連羊羣牛羣也帶走，也為我祝福
吧！」33 埃及人催促百姓趕快離開那地，因為埃及人說：「
我們都快死了。」 34 百姓就拿着沒有發酵的生麵，把揉麵盆
包在衣服中，扛在肩上。 35 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話去做，向埃
及人索取金器、銀器和衣裳。 36 耶和華使埃及人看得起他的
百姓，埃及人就給了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掠奪了埃及人。



背景：過紅海 (出14:21-31)

• 21 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用強勁的東風，使海水在一夜間退去，海就
成了乾地；水分開了。 22 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水在他們左
右成了牆壁。 23 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匹、戰車和戰車長都跟
着下到海中 …… 26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
人，他們的戰車和戰車長身上。」 27 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時候
，海恢復原狀。埃及人逃避水的時候，耶和華把他們推入海中。 28 海水
回流，淹沒了戰車和戰車長，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
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 …… 30 那一日，耶和華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人的
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死在海邊。 31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
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耶和華，並且信服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



背景：摩西之歌 (出15)

• 出15:1「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得勝，

•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 2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 這是我的 神，我要讚美他；

• 我父親的 神，我要尊崇他。

• ……

• 21「你們要歌頌耶和華，因他大大得勝，

•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埃及 紅
海



背景 (出16:1)

• 16:1 以色列全會眾從以琳起程，在出埃及之後第二個月
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間，汛的曠野。

• 地點：以琳

• 時間：2月15日 (1月14日離埃及)，即離埃及30天



埃及 紅
海

汛的曠野



背景：瑪拉，以琳 (出15:22-25, 27)

• 22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起程，到了書珥的曠野，在
曠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 23 到了瑪拉，他們不能喝
瑪拉的水，因為水是苦的；所以那地名叫瑪拉。 24 百
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我們喝甚麼呢？」 25 摩西
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他把樹丟在水裏
，水就變甜了。

• 27 他們到了以琳，在那裏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
；他們就在那裏的水邊安營。





曠野生涯：覓食困難 (出16:2-3)

• 16:2 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 3 以色
列人對他們說：「我們寧願在埃及地死在耶和華手中！
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吃餅得飽。你們卻將我們領出來
，到這曠野，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



第1段 (出16:4-5)

• 4 耶和華對摩西說：「看哪，我要從天降食物給你們。

•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當天的分量。這樣，我就可以考
驗他們是否遵行我的指示。 5 到第六天，他們預備食物，
所收集的分量要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第2段 (16:6-8)

6 摩西和亞倫對以色列眾人
說：「到了晚上，你們就知
道是耶和華將你們從埃及地
領出來的。 7 早晨，你們要
看見耶和華的榮耀，因為耶
和華聽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
言了。我們算甚麼，你們竟
然向我們發怨言呢？」

8 摩西又說：「耶和華晚上
必給你們肉吃，早晨必給你
們食物得飽，因為耶和華已
經聽見你們向他所發的怨言。
我們算甚麼呢？你們的怨言
不是向我們發的，而是向耶
和華發的。」



第3段 (16:9-12)

9 摩西對亞倫說：「你對以
色列全會眾說：『你們來到
耶和華面前，因為他已經聽
見你們的怨言了。』」 10 

亞倫正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話
的時候，他們轉向曠野，看
哪，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
現。

1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12 

「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
言了。你要對他們說：『到
黃昏的時候，你們要吃肉，
早晨也必有食物得飽。你們
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第4段 (出16:13-21)

• 鵪鶉及嗎哪 (16:13-15上)

• 13 到了晚上，有鵪鶉上來，遮滿營地；早晨，營地周圍有
一層露水。 14 那一層露水蒸發之後，看哪，曠野的表面出
現了小圓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樣。 15 以色列人看見了，
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說：「這是甚麼？」







聽從 (15:15下-17)

• 摩西對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 16 耶和華所
吩咐的是這樣：『你們每個人要按自己的食量收集，各人要
為帳棚裏的人收集，按照人口數每個人一俄梅珥。』」 17 以
色列人就照樣去做；有的收多，有的收少。 18 用俄梅珥量一
量，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都按着自己的食
量收集。



不聽從 (16:19-21)

• 19 摩西對他們說：「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早晨
。」 20 然而他們不聽從摩西，當中有人把食物留到早晨
，食物就生蟲發臭了。摩西就向他們發怒。 21 他們每日
早晨按着各人的食量收集；太陽一發熱，食物就融化了。



五餅二魚 (約6:25-35)

• 25 他們在海的對岸找到他後，對他說：「拉比，你幾時到這裏來的？」
26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
了神蹟，而是因吃餅吃飽了。 27 不要為那會壞的食物操勞，而要為那存
到永生的食物操勞。……

• 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寫着：『他從天上賜下糧食來給
他們吃。』」 32 於是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從天
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那從天上來的真糧是我父賜給你們的。
33 因為 神的糧就是那位從天上降下來，並且賜生命給世界的。」

• 34 於是他們對他說：「主啊，請常常把這糧賜給我們！」 35 耶穌對他們
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信我的，永不乾渴。



總結

• 肉體需要

• 心靈需要















奉獻是我們對上帝感恩的回應
這段時間，弟兄姊妹如欲奉獻，可以：

1. 存入紅磡堂戶口

中國銀行戶口： 012-677-0-006415-8

請緊記入數後將銀行入數紙寄回紅磡堂

2. 寄支票到紅磡堂

支票抬頭「禮賢會紅磡堂」

3. 轉數快FPS

紅磡堂FPS識別碼：162355275

請緊記在提示訊息輸入：「奉獻者姓名+奉獻類別」

並且保留記錄，以便日後確認奉獻資料



簡報及本週金句



家事報告



家事報告



家事報告



家事報告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
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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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阿們。



【三一頌】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鴻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大哉，大哉，三一真神。



【崇拜結束．安靜散會】







頌主詩歌 29

【能救世人只有基督】



【十誡】

第一誡——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除了我以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
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為我耶
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
懲罰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施慈愛，直到
千代。



【十誡】

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
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第四誡——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六日
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
─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
女、奴僕、婢女、牲畜，以及你城裏寄居的客
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 因為六日之內，耶
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就安
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十誡】

第五誡——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
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第六誡——不可殺人。

第七誡——不可姦淫。

第八誡——不可偷盜。



【十誡】

第九誡——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

第十誡——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不可
貪戀你鄰舍的妻子、奴僕、婢女、牛驢，
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詩班獻詩】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我何需別有所求，
主愛憐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祐，
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樂，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詩班獻詩】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崎嶇路安然走過，
遇試煉主賜恩相助，生命糧日日賜我，
我步履雖困倦無力，我心靈雖渴難名，
但我見靈磐現我前，快樂泉源湧不停。
但我見靈磐現我前，快樂泉源湧不停。



【聖餐】
聖餐司事

聖餐分發：
戴春華長老(聖壇)、畢瑞滿執事(左)、
符春秋執事(左中)、杜錦華執事(右中)、
符春花執事(右)、張旭康執事(後)

協助消毒：譚陳婉瑩執事(左前)、李洪曉嵐執事(右前)
梁惠芳執事(左後)、梁莫詠絲執事(右後)



【詩班獻詩】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主慈愛何等豐富，
主應許在天父家裏，為我備安樂住處，
到那日我復活變化，如展翼飛光明所，
千萬年我仍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
千萬年我仍要歌唱，耶穌凡事引導我。



頌主詩歌 222

【天父必看顧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