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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崇拜
【2021年12月12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講員：孔令文先生
講題：扭轉一切的大日子 經文：番3:14-20
讀經：腓4:4-7；路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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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深愛稱頌祢
我甚欣慰祢愛我 我甚欣慰祢救贖我

〈主我高舉你的名〉



祢從天上降世間 指引我路
在世間被釘十架 我罪得贖

〈主我高舉你的名〉



從十架到墳塋 從墳塋升回天
主我高舉祢的名

〈主我高舉你的名〉



尊貴 榮耀 美麗 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 永在全能 至高的讚美歸祢

〈聖潔的祢〉



一切向主屈膝 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 當得讚美 願國度權能屬祢

〈聖潔的祢〉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 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聖潔的祢〉



我獻上頌讚到祢座前 崇拜君尊救主

〈聖潔的祢〉



今我跪拜聖潔的祢 祢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
在祢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百姓都因祢歡喜

我讚頌祢

〈聖潔的祢〉



我讚頌祢 敬拜屬祢

〈聖潔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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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4:4-7】

4.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5. 上帝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4:4-7】

6. 末了，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
的、凡是公義的、凡是清潔的、凡是可
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
若有甚麼稱讚，你們都要留意。

7. 你們從我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
的，所看見的事，你們都要繼續去做，
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



【路3:7-18】

7. 約翰對那出來要受他洗的眾人說：「毒
蛇的孽種啊，誰指示你們逃避那將要來
的憤怒呢？

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和悔改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裏說：『我們有亞伯拉罕為
祖宗。』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這些石
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路3:7-18】

9.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
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10.眾人問他：「這樣，我們該做甚麼呢？」
11.約翰回答：「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

沒有的；有食物的，也該這樣做。」



【路3:7-18】

12.也有稅吏來要受洗，對他說：「老師，
我們該做甚麼呢？」

13.約翰對他們說：「除了規定的數目，不
要多收。」

14.也有士兵問他說：「我們該做甚麼呢？」
約翰說：「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
詐人；自己有糧餉就該知足。」



【路3:7-18】

15.百姓期待基督的來臨；他們心裏猜測，
或許約翰是基督。

16.約翰對眾人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
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
你們施洗。



【路3:7-18】

17.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穀物，把
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

18.約翰又用許多別的話勸百姓，向他們傳
福音。





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這是耶和華 這是耶和華

所定的日子 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 我們在其中

要高興歡喜 要高興歡喜

這是耶和華 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 要高興歡喜

這是耶和華 這是耶和華 所定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





西番雅先知

• 希西家王的玄孫

• 約西亞時代作先知



約西亞王

•最後一個好皇帝

•在位十二年拆偶像

•在位十八年推行宗教改革



……從這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力、 事奉偶像

之祭司的名字與祭司；

番1:4



百姓拜偶像

……那些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

卻又指著米勒公起誓的；

番1:5



3其中的領袖是咆哮的獅子，

審判官是晚上的野狼，

不留一點到早晨。
4它的先知是虛浮詭詐的人，

祭司褻瀆聖所，強解律法。 番3:3–4.

領袖腐敗無能



鄰國虎視眈眈

百姓拜偶像 領袖腐敗無能



「耶和華的日子」



拜偶像的百姓

那日是憤怒的日子，

急難困苦的日子，

荒廢淒涼的日子，

黑暗幽冥的日子，

烏雲密佈的日子，

番1:15

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
……耶和華妒忌的火必
燒滅全地， 要向地上所
有的居民施行可怕的毀
滅。

番1:18.



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

尋求公義，尋求謙卑；

或許在耶和華發怒的日子得以隱藏。

番2:3.



腐敗的領袖

因為那時我必從你中間除掉狂喜高傲的人，
在我的聖山上你也不再狂傲。

番3:11.



我說：『只要你敬畏我， 領受訓誨；

其住處就不會照我原先所定的被剪除

番3:7.



對於作惡、拜偶像的人來說：

「耶和華的日子」＝審判和懲罰嘅日子



西番亞書3：14－20

舊約第XXX頁



歡樂之歌

14錫安哪，應當歌唱！

以色列啊，應當歡呼！

耶路撒冷啊，應當滿心歡喜快樂！



15耶和華已經免去對你的審判，

趕出你的仇敵。

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

你必不再懼怕災禍。



我說：『只要你敬畏我， 領受訓誨；

其住處就不會照我原先所定的被剪除

番3:7.



15耶和華已經免去對你的審判，

趕出你的仇敵。

以色列的王－耶和華在你中間；

你必不再懼怕災禍。



16當那日，必有話對耶路撒冷說：

「不要懼怕！ 錫安哪，不要手軟！

17耶和華－你的上帝在你中間

大有能力，施行拯救。



對於回轉、敬畏神的人來說：

「耶和華的日子」＝拯救的日子



作惡的人：

可怕、審判、懲罰

回轉的人：

開心、歡呼、拯救





他必因你歡欣喜樂，

他在愛中靜默，

且因你而喜樂歡呼。



18我要聚集那些因無節期而愁煩的人，

他們曾遠離你，是你的重擔和羞辱。



19那時，看哪，我必對付所有苦待你的人，

拯救瘸腿的，召集被趕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們得稱讚，享名聲。



20那時，我必領你們回來，召集你們；

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

我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享名聲，

得稱讚； 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的日子」

•對作惡的人是審判的日子

•對敬畏神的人是拯救、安慰的日子

•要耐心等候神為我們平反的日子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主祢是我力量〉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 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主祢是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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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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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