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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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恩主祢是光
漆黑裡亮光全人類盼望歸向

《世界之光》1/7



真光只得祢唯獨 真理
祢是榮耀我王至高的主

《世界之光》2/7



高舉祢名諸天歌唱
願各族願各民各地傳頌聖潔屬主

《世界之光》3/7



真光普照遍地傳揚
權能都歸於祢萬有都歸與祢
頌讚都歸於祢基督為王

《世界之光》4/7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 1:3）

《世界之光》5/7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翰福音8:12)

《世界之光》6/7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世界之光》7/7



耶穌基督 我們救主
祢未曾放棄作我們的救贖

《我們的救主》1/11



耶穌基督 我們倚靠
在一切之上祢是最重要

《我們的救主》2/11



耶穌基督 我們幫助
世間隱情祢比誰都要清楚

《我們的救主》3/11



耶穌基督 我們山寨
來把我們藏在祢的同在

《我們的救主》4/11



祢的恩典 我的至寶
無助迷失時把我懷抱

《我們的救主》5/11



患難之日我們向祢求告
萬軍耶和華來將我們圍繞

《我們的救主》6/11



我們要看見祢的榮耀
在危難時刻我們正需要

《我們的救主》7/11



聖靈澆灌這地 為我們帶來醫治
快來做成惟有祢能作的事

《我們的救主》8/11



我們要看見祢的榮耀
最危難時刻我們正需要

《我們的救主》9/11



宣告耶穌基督衪寶血帶來恢復
在無力之處惟有祢能滿足

我們的救主

《我們的救主》10/11



我們的救主

《我們的救主》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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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147:12-20】

12.耶路撒冷啊，要頌讚耶和華！錫安哪，
要讚美你的上帝！

13.因為他堅固了你的門閂，賜福給你中間
的兒女。

14.他使你境內平安，用上好的麥子使你滿
足。



【詩147:12-20】

15.他向大地發出命令，他的話速速頒行。
16.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灰燼。
17.他擲下冰雹如碎渣，他發出寒冷，誰能

當得起呢？



【詩147:12-20】

18.他一出令，這些就都融化，他使風颳起，
水便流動。

19.他將他的道指示雅各，將他的律例典章
指示以色列。

20.他未曾這樣對待別國，至於他的典章，
他們向來都不知道。哈利路亞！



【約1:10-18】

10.他在世界，世界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
不認識他。

11.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並不接納
他。

12.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
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約1:10-18】

13.這些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的意願生的，而是從上帝生
的。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



【約1:10-18】

15.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先於我，因為
在我以前，他已經存在。』」

16.從他的豐富裏，我們都領受了恩典，而
且恩上加恩。



【約1:10-18】

17.律法是藉著摩西頒佈的；恩典和真理卻
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18.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只有在父懷裏獨
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來。



就職禮



聖誕後第二主日

日期：2022年1月2日

講題：回歸與復興

經文：耶利米書31章7至14節

講員：姚澤煌牧師



耶利米書31章7至14節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為
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耶和華
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
(《七十士譯本》『主已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以
色列的餘民。』



耶利米書31章7至14節

8看哪，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領來，從地極召
集而來；同他們來的有盲人、瘸子、孕婦、產婦；
他們必成群結隊回到這裏。9他們要哭泣而來。
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行
走正直的路，他們在其上必不致絆跌；因為我是
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耶利米書31章7至14節

10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要在遠方的海島傳
揚，說：「趕散以色列的必召集他，看守他，如
牧人看守羊群。」11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救
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



耶利米書31章7至14節

12他們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因耶和華的宏恩而
喜樂洋溢，就是五穀、新酒和新的油，並羔羊和
牛犢。他們必像有水澆灌的園子，一點也不再有
愁煩。13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老
的，都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
喜，並要安慰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14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
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香港基督徒靈性狀況」研究發佈會：
「最能形容自己靈性生活」
「我和耶穌有實在的關係，讓我生命有所不同」：4成
「我和耶穌有親密的關係，每天都讓我的生命有所不同」：1成半



耶利米書31章的主題：上帝子民的回歸與復興

31:1-6 31:1 「耶和華說」

31:7-14 31:7 「耶和華如此說」

31:15 31:15 「耶和華如此說」

31:16-22 31:16 「耶和華如此說」

31:23-36 31:23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說」

31:37-40 31:37 「耶和華如此說」



31:7-14

31:7 「拯救」

31:8-9 「召集」

31:10-11 「看守」

31:12-14 「使…喜樂」



31:7「拯救」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SING 
ALOUD，為萬國中為首的歡呼RAISE SHOUTS。
當傳揚PROCLAIM，頌讚PRAISE/說SAY：『主
已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



31:7 「拯救」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為
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主已
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



31:3

3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救主捨命心破碎》

1. 你曾否念過十字故事，耶穌在上捨命；主
寶血從祂肋旁流下，罪債為你還清。

2. 你曾否念過救主為你戴上荊棘冠冕，主禱
告，「他們所作無知，神啊，求你赦免。」

3. 你曾否念過主仰望天，說「成了」是為你，
你曾否對主說「感謝主，因你為我捨己」。

副歌：救主為你捨命心破碎，救主捨命心破
碎；為你為我身懸十架，救主捨命心破碎。



31:8-9 「召集」

8看哪，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領來，從地極召
集而來；同他們來的有盲人、瘸子、孕婦、產婦；
他們必成群結隊回到這裏。9他們要哭泣而來。
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行
走正直的路，他們在其上必不致絆跌；因為我是
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



31:18

我聽見以法蓮為自己悲嘆說：『你管教我，我便
受管教，我如未馴服的牛犢。求你使我回轉，我
便回轉，因為你是耶和華－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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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11 「看守」

10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要在遠方的海島
傳揚，說：「趕散以色列的必召集他，看守他，
如牧人看守羊群。」11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
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之人的手。



31:28

我先前怎樣看守他們，為要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苦害，也必照樣看守他們，為要建立、栽
植。這是耶和華說的。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1. 教會是為崇拜聚會而存在；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1. 教會是為崇拜聚會而存在；

2. 生活終將回到正軌；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1. 教會是為崇拜聚會而存在；

2. 生活終將回到正軌；

3.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遇到問題我可以自己
解決；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1. 教會是為崇拜聚會而存在；

2. 生活終將回到正軌；

3.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遇到問題我可以自己
解決；

4. 我不需要去幫助別人，我相信他們可以自己
解決問題；



在後疫情時代須告別的5個思維：

1. 教會是為崇拜聚會而存在；

2. 生活終將回到正軌；

3. 我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遇到問題我可以自己
解決；

4. 我不需要去幫助別人，我相信他們可以自己
解決問題；

5. 只要我們的國家有財力和能力解決問題，我
們就不需要害怕。



31:12-14「使…喜樂」

12他們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因耶和華的宏恩而
喜樂洋溢，就是五穀、新酒和新的油，並羔羊和
牛犢。他們必像有水澆灌的園子，一點也不再有
愁煩。13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老
的，都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
喜，並要安慰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14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
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31:7-14 「使…喜樂」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為
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主已拯
救他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

13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老的，都
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喜，並
要安慰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



31:12-14

12他們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因耶和華的宏恩而
喜樂洋溢，就是五穀、新酒和新的油，並羔羊和
牛犢。他們必像有水澆灌的園子，一點也不再有
愁煩。13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老
的，都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
喜，並要安慰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14
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
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7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為雅各歡樂歌唱，為萬國中為首的歡呼。當傳揚，頌讚說：

『主已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以色列的餘民。』8看哪，我必將他們從北方之地領
來，從地極召集而來；同他們來的有盲人、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群結隊回

到這裏。9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行走
正直的路，他們在其上必不致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10

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要在遠方的海島傳揚，說：「趕散以色列的必召集他，

看守他，如牧人看守羊群。」11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救贖他脫離比他更強

之人的手。12他們來到錫安的高處歌唱，因耶和華的宏恩而喜樂洋溢，就是五穀、
新酒和新的油，並羔羊和牛犢。他們必像有水澆灌的園子，一點也不再有愁煩。13

那時，少女必歡樂跳舞；年輕的、年老的，都一同歡樂；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

為歡喜，並要安慰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喜樂。14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
滿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這是耶和華說的。



回歸與復興

耶利米書31章告訴我們：回歸，是
我們在上帝的愛中回轉歸向祂，經歷
祂的牧養；復興，是我們看到上帝的
行動與工作，並且願意以生命和行動
去回應祂。



神祢聽見這世上的聲音
是充滿懼怕不平安

《永遠的約》1/7



而祢說要帶這世代出黑暗
讓被擄歸回重得釋放

《永遠的約》2/7



來求告祢祢就應允
並將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指示我

《永遠的約》3/7



聽候差遣讓萬國得見
祢用愛立永遠的約成就祢創世的心意

《永遠的約》4/7



在這悖逆動亂世代
深信祢慈愛永長存

《永遠的約》5/7



當我軟弱疲乏無力
祢必伸手拯救我
領我跨過飛越更高

《永遠的約》6/7



重建城牆復興祢的國
開展使命人生

《永遠的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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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及讀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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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