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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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主詩歌 6

【太初有一大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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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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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

1. 耶和華作王，萬民當戰抖！他坐在基路伯
的寶座上，地當動搖。

2. 耶和華在錫安為大，他超越萬民之上。
3. 願他們頌揚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為聖！
4. 喜愛公平、大能的王啊，你堅立公正，在

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義。



【詩99:1-9】

5. 當尊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他腳凳前
下拜。他本為聖！

6.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亞倫，在求告他名
的人中有撒母耳。他們求告耶和華，他就
應允他們。



【詩99:1-9】

7. 他在雲柱中向他們說話，他們遵守他的法
度和他所賜給他們的律例。

8. 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啊，你應允了他們；
你是赦免他們的上帝，卻按他們所做的報
應他們。



【詩99:1-9】

9. 當尊崇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他的聖山
下拜，因為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本為聖！



【路9:28-36】

28.說了這些話以後約有八天，耶穌帶著彼得、
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29.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改變了，衣服潔
白放光。

30.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路9:28-36】

31.他們在榮光裏顯現，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完成的事。

32.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
見耶穌的榮光和與他一起站著的那兩個人。



【路9:28-36】

33.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彼得對耶穌
說：「老師，我們在這裏真好！我們來搭
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
以利亞。」他卻不知道自己在說些甚麼。



【路9:28-36】

34.說這些話的時候，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
他們一進入雲彩就很懼怕。

35.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兒
子，我所揀選的。你們要聽從他！」



【路9:28-36】

36.聲音停止後，只見耶穌獨自一人。當那些
日子，門徒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見的事告
訴任何人。



顯現期最後主日

日期：2月27日

講題：MIRROR

經文：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講員：姚澤煌牧師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29摩西下西奈山。摩西從山上下來的時
候，手裏拿著兩塊法版。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摩西不知道自己臉上的皮膚因耶和華和
他說話而發光。30亞倫和以色列眾人看
見摩西，看哪，他臉上的皮膚發光，他
們就怕靠近他。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31摩西叫他們來，亞倫和會眾的官長回
到他那裏，摩西就跟他們說話。32隨後
以色列眾人都近前來，他就把耶和華在
西奈山與他所說的一切話都吩咐他們。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33摩西跟他們說完了話，就用面紗蒙上
臉。34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話
的時候，就把面紗揭下，直到出來。摩
西出來，將所吩咐他的話告訴以色列人。
35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臉，他臉上的皮
膚發光。摩西就用面紗蒙上臉，直到他
進去與耶和華說話才揭下。





哥林多後書3章18節

18既然我們眾人以揭去面
紗的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MIRROR)裏返
照，就變成了與主有同樣的
形像，榮上加榮，如同從主
的靈變成的。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29摩西下西奈山。摩西從山上下來的時
候，手裏拿著兩塊法版。



19-24章 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領受律法

25-31章 上帝啟示如何建造會幕(敬拜)

32-34章 拜金牛犢、摩西再上西奈山
34:29-35 摩西下西奈山

35-40章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敬拜)



19-24章 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領受律法

25-31章 上帝啟示如何建造會幕(敬拜)

32-34章 拜金牛犢、摩西再上西奈山
34:29-35 摩西下西奈山

35-40章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敬拜)



19-24章 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領受律法

25-31章 上帝啟示如何建造會幕(敬拜)

32-34章 拜金牛犢、摩西再上西奈山
34:29-35 摩西下西奈山

35-40章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敬拜)



19-24章 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領受律法

25-31章 上帝啟示如何建造會幕(敬拜)

32-34章 拜金牛犢、摩西再上西奈山
34:29-35 摩西下西奈山

35-40章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敬拜)



19-24章 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領受律法

25-31章 上帝啟示如何建造會幕(敬拜)

32-34章 拜金牛犢、摩西再上西奈山

35-40章 以色列人建造會幕(敬拜)



陶恕：
「今日我們最大的困
乏就是不少人努力改
造神來迎合他們自己，
以為自己可以控制這
位權能的神，而且可
以隨己意的利用祂。」



第38號中籤：
「人扳高處求真果，

我向低邊拾芥薑；
媚奧不如去媚灶，
莫教涉獵逞英豪。」

金牛犢

黃大仙 關帝 天后 觀音

車公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摩西不知道自己臉上的皮膚因耶和華和
他說話而發光。30亞倫和以色列眾人看
見摩西，看哪，他臉上的皮膚發光，他
們就怕靠近他。



出34:28

摩西在耶和華那裏四十晝夜，不吃飯不
喝水。



出34:6

耶和華在他(摩西)面前經過，宣告：
「耶和華，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的
上帝，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
信實。」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31摩西叫他們來，亞倫和會眾的官長回
到他那裏，摩西就跟他們說話。32隨後
以色列眾人都近前來，他就把耶和華在
西奈山與他所說的一切話都吩咐他們。



29摩西下西奈山。摩西從山上下來的時候，手裏拿著兩塊法版。

摩西不知道自己臉上的皮膚因耶和華和他說話而發光。30亞倫
和以色列眾人看見摩西，看哪，他臉上的皮膚發光，他們就怕
靠近他。31摩西叫他們來，亞倫和會眾的官長回到他那裏，摩

西就跟他們說話。32隨後以色列眾人都近前來，他就把耶和華

在西奈山與他所說的一切話都吩咐他們。33摩西跟他們說
完了話，就用面紗蒙上臉。34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
話的時候，就把面紗揭下，直到出來。摩西出來，將所吩咐他

的話告訴以色列人。35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臉，他臉上的皮膚

發光。摩西就用面紗蒙上臉，直到他進去與耶和華說話才揭下。



香港基督徒讀經生活調查
選項 比例

我幾乎每天都讀聖經。 55.1%

我平均兩三天讀一次聖經。 17.35%

我差不多每週讀一次聖經。 5.1%

我讀經沒有規律，偶爾會讀一次。 12.24%

我幾乎不讀聖經。 4.08%

以上描述都不符合我的讀經現狀。 6.12%



香港基督徒讀經生活調查
選項 比例

我幾乎每天都讀聖經。 55.1%

我平均兩三天讀一次聖經。 17.35%

我差不多每週讀一次聖經。 5.1%

我讀經沒有規律，偶爾會讀一次。 12.24%

我幾乎不讀聖經。 4.08%

以上描述都不符合我的讀經現狀。 6.12%

紅磡堂：

我幾乎每天都讀聖經

91.7%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33摩西跟他們說完了話，就用面紗蒙上
臉。34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話
的時候，就把面紗揭下，直到出來。摩
西出來，將所吩咐他的話告訴以色列人。
35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臉，他臉上的皮
膚發光。摩西就用面紗蒙上臉，直到他
進去與耶和華說話才揭下。





出埃及記34章29至35節

33摩西跟他們說完了話，就用面紗蒙上
臉。34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話
的時候，就把面紗揭下，直到出來。摩
西出來，將所吩咐他的話告訴以色列人。
35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臉，他臉上的皮
膚發光。摩西就用面紗蒙上臉，直到他
進去與耶和華說話才揭下。



林後3:7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事奉尚且有榮
光，以致以色列人因摩西臉上那逐漸褪
色的榮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臉，



哥林多後書3章14至18節

14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
這同樣的面紗還沒有揭去；因為這面紗在基督裏才
被廢去。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
面紗還在他們心上。16但他們的心何時歸向主，面
紗就何時除去。17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哪
裏就有自由。18既然我們眾人以揭去面紗的臉得以
反映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了與主
有同樣的形像，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哥林多後書3章14至18節
14但他們的心地剛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同樣的面紗還沒有
揭去；因為這面紗在基督裏才被廢去。15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誦讀摩西
書的時候，面紗還在他們心上。16但他們的心何時歸向主，面紗就何時

除去。17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18既然
我們眾人以揭去面紗的臉得以反映主的
榮光，好像從鏡子(MIRROR)裏返照，
就變成了與主有同樣的形像，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極度自卑的肥仔 → 充滿自信的靚仔

無價值的泥土 → 極精美的陶瓷

一堆廢鐵 → 光滑鏡子

頑梗悖逆的人 → 被主使用的人



主的形像和主的榮光是指甚麼？

四福音 ：耶穌基督的生平

哥林多後書：保羅事奉的人生



愛犠牲

服事捨己



總結：
弟兄姊妹，今日你和我都可以成為
Mirror(一面鏡子)，透過我們的生
命，在世人中間去反映耶穌基督的
榮光，活出捨己、犠牲、服事、愛。



頌主詩歌 266

【更與主相親】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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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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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