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

福音召命
活出

使命人生

午堂崇拜
【2021年10月17日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

講員：姚澤煌牧師
講題：僕人之歌 經文：賽52:13-53:1-12
讀經：來5:1-10；可1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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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宣告》)



〈宣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宣告》)



〈宣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宣告》)





〈長存萬世〉(原曲：BETHEL CHURCH - FOREVER (WE 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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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存萬世〉(原曲：BETHEL CHURCH - FOREVER (WE SING HALLELUJAH))



〈長存萬世〉(原曲：BETHEL CHURCH - FOREVER (WE SING HALLELUJAH))



〈長存萬世〉(原曲：BETHEL CHURCH - FOREVER (WE SING HALLELUJAH))



〈長存萬世〉(原曲：BETHEL CHURCH - FOREVER (WE 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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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5:1-10】

1.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都是奉派替人辦
理屬上帝的事，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

2. 他能體諒無知和迷失的人，因為他自己
也是被軟弱所困，



【來5:1-10】

3. 因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的罪獻祭。
4. 沒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榮，惟有

蒙上帝所選召的才可以，像亞倫一樣。



【來5:1-10】

5. 同樣，基督也沒有自取作大祭司的榮耀，
而是在乎向他說話的那一位，他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來5:1-10】

6. 就如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
的體系永遠為祭司。」

7. 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
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就
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來5:1-10】

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
順從。

9. 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
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10.並蒙上帝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宣稱他為
大祭司。



【可10:35-45】

35.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翰進前來，對耶
穌說：「老師，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
你為我們做。」

36.耶穌對他們說：「要我為你們做甚麼？」



【可10:35-45】

37.他們對他說：「在你的榮耀裏，請賜我
們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38.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
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嗎？我所
受的洗，你們能受嗎？」



【可10:35-45】

39.他們對他說：「我們能。」耶穌對他們
說：「我所喝的杯，你們要喝；我所受
的洗，你們也要受。

40.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
而是為誰預備就賜給誰。」



【可10:35-45】

41.其餘十個門徒聽見，就對雅各和約翰很
生氣。

42.耶穌叫了他們來，對他們說：「你們知
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們，有大
臣操權管轄他們。



【可10:35-45】

43.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44.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人的僕
人。



【可10:35-45】

45.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日期：2021年10月17日

講題：僕人之歌

經文：以賽亞書52章13節至53章12節

講員：姚澤煌牧師



52: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
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

14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
的外表比世人枯槁─

15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
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
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3: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
顯露呢？

2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
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
仰慕他。

3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
不尊重他。



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
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

5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
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7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
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
不開口。

8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
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
罪過他被帶到死裏。

9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
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10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
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11因自己的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己
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
們的罪孽。

12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份，與強盛的均分擄
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
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以賽亞書4首僕人之歌

第一首僕人之歌：賽42:1-9

第二首僕人之歌：賽49:1-6

第三首僕人之歌：賽50:1-11

第四首僕人之歌：賽52:13-53:12



53:1 約12:38；羅10:16

53:4 太8:17

53:5-6 彼前2:24

53:7-8 徒8:32

53:9 彼前2:22

53:12 路22:37



52:13-15

53:1-3

53:4-6

53:7-9

53:10-12



52: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

14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15同樣，

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

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3:1-9

53:10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

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因自己的

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

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份，與強盛的均分

擄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

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52:13-15

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

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14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
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15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
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
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2:13-15

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
高舉，升到至高之處。14許多人因他驚奇─他

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15同樣，他也必
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
必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2:13-15

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
到至高之處。14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

的外表比世人枯槁─15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
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

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3:10-12

10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

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
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因自己的勞苦，

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
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
的同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
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
代求。



53:10-12

10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
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
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因自己的勞苦，他必看見光就
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

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
的同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傾

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
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52:13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14

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15同

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

們必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53:1-9

53:10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

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因自己的

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
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份，與強盛

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
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時代象徵 Icons
先鋒 Pioneers
巨人 Titans
藝術家 Artists
領袖 Leaders
革新者 Innovators

全球100個
最有影響力的人



恩戈齊‧奧孔約-伊衞拉
Ngozi Okonjo-Iweala

1

拜登 Joe Biden

習近平

伊麗莎白‧林恩‧錢尼
Elizabeth Lynne Cheney

賀錦麗

2

3 4 5 6 ……



52:13-15

53: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他在耶和華面前生

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

我們仰慕他。3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53:4-6

53:7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

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8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
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

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9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

使他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53:10-12



53:1-3

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他在
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使我

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仰慕他。3他被藐視，被
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

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53:7-9

7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8因受欺

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

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
裏。9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

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魷魚遊戲



53:1-3

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他在

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

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仰慕他。3他
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
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生長如嫩芽

像根出於乾地



53:7-9

7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
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

是這樣不開口。8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
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
帶到死裏。9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
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像羔羊被牽去宰殺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53:7-9

7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8因受

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
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9他雖然未
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
墓。



52:13-15

53:1-3

53: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他為我
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

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
得醫治。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

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53:7-9

53:10-12



53:4-6

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
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
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我們都如羊走
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53:4-6

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

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他為我們的過犯
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

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我們都如
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
身上。



53:4-6

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
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

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
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
孽都歸在他身上。



53:4-6

4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
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
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6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
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
孽都歸在他身上。



52:13-15 基督得榮耀 (被高升；君王閉口)

53:1-3 基督受苦 (被…；像根出於乾地)

53:4-6 基督為我們受苦 (為我們…)

53:7-9 基督受苦 (像羔羊被宰殺; 不開口)

53:10-12 基督得榮耀 (位大…；強盛…)



溫偉耀：「一個弱者，在
上帝全能和智慧的手中，
雖然自身脆弱無力，卻默
默地扭轉了他周圍的世界。
甚至是強人和政制也無法
成就的改變。這是弱者的
能力。弱者在上帝智慧的
安排和設計中，就發揮出
能力。」



盧雲：「聖方濟(1182-1226)，
這位大半生貧窮、流浪行乞、
只以禱告和宣講福音為生活的
人物，按照政治學的角度來看，
是典型的弱者。然而，他深度
的智慧，他對人類及自然界無
限的愛與關懷，他在貧乏生活
中找到的滿足與豐盛…令他成
為西方七百多年來歷史中最具
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總結

以賽亞書第四首僕人之歌，向我們展示了
這位受苦僕人的形象，而這個受苦的形象，
縱然與世俗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但十架神
學，正是我們整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
穌基督，這位受苦的僕人，亦是我們每個
信徒應該去效法的榜樣。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僕人之歌〉(玻璃海樂團《玻璃海2-重建大衛的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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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家事報告



家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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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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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2.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

3.當主再來，歡呼聲響澈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袮真偉大。

副歌：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袮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袮真偉大！何等偉大！」



頌主詩歌 161

【聞主佳音】



頌主詩歌 17

【宇宙讚揚歌】



【聖餐】

聖餐司事

聖餐分發：譚陳婉瑩執事、梁惠芳執事
畢瑞滿執事、梁莫詠絲執事

協助消毒：王鴻執事、許萬里執事
楊文偉執事、岑悅生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