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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崇拜
【2022年4月24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

講員：姚澤煌牧師 講題：上帝是公義的嗎？
經文：哈1:1-3:19
讀經：詩150:1-6；約2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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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惟獨耶和華當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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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6】

1. 哈利路亞！你們要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
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

2. 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因他極其偉大
讚美他！

3.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詩150:1-6】

4.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
音讚美他！

5.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6. 凡有生命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哈利路亞！



【約20:19-31】

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
怕猶太人，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
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20.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
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約20:19-31】

21.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
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他向他們吹一口氣，說：「領
受聖靈吧！



【約20:19-31】

23.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
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24.那十二使徒中，有個叫低土馬的多馬，耶
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約20:19-31】

25.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
了。」多馬卻對他們說：「除非我看見他
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用
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約20:19-31】

26.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
在一起。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

27.然後他對多馬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
來，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過來，探入
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約20:19-31】

28.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上
帝！」

29.耶穌對他說：「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
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



【約20:19-31】

30.耶穌在他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
有記錄在這書上。

31.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子，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著
他的名得生命



復活期第二主日

日期：4月24日

講題：上帝是公義的嗎？

經文：哈1:1-3:19



哈1:1「哈巴谷先知所看見的默示。」

哈3:1「哈巴谷先知的禱告，調用流離歌。 」

哈3:19 下「這歌交給聖詠團長，用絲弦的樂器。 」



社工：
過咗身都未得到公義！

29/3新聞：三年前無家者家當被清走，康文署敗訴須每人賠一百元



哈1:1-4 先知向上帝第一次申訴

1哈巴谷先知所看見的默示。 2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不應
允，要到幾時呢？我向你呼喊「暴力！」你還
不拯救？3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坐視
奸惡呢？毀滅和兇暴在我面前，爭執與紛爭不斷發生。4因此律法無效，公

理從未彰顯。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遭受扭曲。



哈1:5-11 上帝回答先知第一次申訴
5你們要向列國觀看，注意看，要驚奇，再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日子，有一件事發生，

儘管有人說了，你們還是不信。6看哪，我必興起迦勒底人，
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霸佔不屬自
己的住處。7他威武可畏，審判與威權都由他而出。8他的馬比豹更快，比晚

上的野狼更猛。他的戰馬跳躍，他的戰馬從遠方而來；他們飛跑，如鷹急速抓食，9
都為施行殘暴而來，他們的臉面向東，聚集俘虜，多如塵沙。10他譏誚列王，嘲諷領
袖，嗤笑一切堡壘，堆土攻取它。11那時，他如風猛然掃過，他背叛，顯為有罪；他
以自己的力量為神明。



哈1:12-17 先知向上帝第二次申訴
12耶和華－我的上帝，我的聖者啊，你不是從亙古就有嗎？我們必不致死。耶和華啊，

你派他為要行審判；磐石啊，你立他為要懲治人。13你的眼目清潔，
不看邪惡，也不看奸惡，為何你卻看著人行詭
詐呢？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人，為何你保持
沉默呢？14你為何使人如海中的魚，又如無人管轄的爬行動物呢？15他用鉤

子把他們全拉上來，用羅網捕獲他們，拉漁網聚集他們。因此，他歡喜快樂，16向羅
網獻祭，向漁網燒香；因為他藉此得豐盛的收穫與肥美的食物。17但他豈可因此屢屢
倒空羅網，時常殺戮列國的人，毫不顧惜呢？





哈2:1-4 上帝再回答先知第二次申訴
1我要站在我的瞭望臺，立在城樓上觀看，看耶和華要對我說甚麼，我可用甚麼話向
他訴冤。2耶和華回答我，說：將這默示清楚地寫在看板上，使人容易朗讀。3因為這
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論及終局，絕不落空。它雖然耽延，你要等候；因為它必臨到，

不再遲延。4看哪，惡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
人必因他的信得生。



哈2:5-20  五個禍哉

哈2:5-8 第一個禍哉
5他因酒詭詐、狂傲、不安於位；他張開喉嚨，好像陰間，如死亡不能知足，
他聚集萬國，招聚萬民全歸自己。6這些人豈不都要提起詩歌和俗語，嘲諷他說：

禍哉！你增添不屬自己的財物，靠押金發財，
要到幾時呢？7咬傷你的豈不忽然興起，

擾害你的豈不突然崛起，你就成為他們的擄物嗎？

8因你搶奪許多國家，流人的血，向土地、城鎮和

全城的居民施行殘暴，各國殘存之民都必搶奪你。



哈2:5-20 五個禍哉

哈2:9-11 第二個禍哉

9禍哉！那為本家積蓄不義之財、在高處搭窩、
指望得免災禍的人！10你圖謀剪除許多民族，犯了罪，使自己的家

蒙羞，自害己命。11牆裏的石頭要呼叫，屋內的棟梁必應聲。



哈2:5-20 五個禍哉

哈2:12-14 第三個禍哉

12禍哉！那以鮮血建城、以罪孽造鎮的人！13

看哪，這不都是出於萬軍之耶和華嗎？萬民勞碌得來的被火焚燒，萬族辛苦建造的，
歸於虛空。14全地都必認識耶和華的榮耀，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



哈2:5-20 五個禍哉

哈2:15-17 第四個禍哉

15禍哉！那給鄰舍酒喝，加上毒物，使人喝醉，
為要看見他們下體的人！16你滿受羞辱，不得榮耀；你也喝吧，

顯明你是未受割禮的！耶和華右手的杯必傳到你那裏，你的榮耀就變為羞辱。17黎巴
嫩所受的殘暴必淹沒你，野獸所遭遇的毀滅使你驚嚇；因你流人的血，向土地、城鎮
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殘暴。



哈2:5-20 五個禍哉

哈2:18-20 第五個禍哉
18偶像有甚麼益處呢？製造者雕刻它，鑄成偶像，作虛假的教師；製造者倚靠的是自

己所做的啞巴偶像。19禍哉！那對木頭說「醒起」，對
啞巴石頭說「起來」的人！偶像豈能教導人呢？
看哪，它以金銀包裹，其中並無氣息。20惟耶和華在

他的聖殿中，全地都當在他面前肅靜。



哈3:1-19

哈巴谷書第1章：先知的疑惑和申訴

哈巴谷書第2章：上帝的應許和宣告

哈巴谷書第3章：先知的信心和禱告



哈3:1-15 上帝透過大自然去彰顯祂的能力
1哈巴谷先知的禱告，調用流離歌。2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耶和華啊，我懼怕你的作為。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將它

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3上帝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細拉）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
遍滿全地。4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裏發出光芒，那裏隱藏他的能力。5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6他
站立，震動大地，他觀看，震動列國。永久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他的作為與

古時一樣。7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地的幔子動搖。8耶和華啊，你豈是向江河發怒，向江河生氣，向
海洋發烈怒嗎？你騎在馬上，坐在得勝的戰車上，9你的弓全然顯露，箭是發誓的言語；（細拉）你以江河分開
大地。 10山嶺見你，無不戰抖；大水氾濫而過，深淵發聲，洶湧

翻騰。 11因你的箭射出光芒，你的槍閃出光耀，日月都停在原處。12你發怒遍行大地，以怒氣責打列國，如打穀一

般。13你出來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你打破惡人之家的頭，暴露其根基，直到頸項。（細拉）14你以其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他們如

旋風將我颳散，他們喜愛暗中吞吃困苦的人。15你騎馬踐踏海，踐踏洶湧的大水。



3、4月份澳洲東部嚴重水災



哈3:1-15 上帝透過大自然去彰顯祂的能力
1哈巴谷先知的禱告，調用流離歌。2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耶和華啊，我懼怕你的作為。求你在這
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將它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3上帝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

蘭山臨到；（細拉）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遍滿全地。4他的輝煌如同日光，從他手裏發出光芒，那

裏隱藏他的能力。5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6他站立，震動大地，他觀看，震動列

國。永久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他的作為與古時一樣。7我見古珊的帳棚遭難，米甸地的幔子動搖。

8耶和華啊，你豈是向江河發怒，向江河生氣，向海洋發烈怒嗎？你騎在馬上，坐在得勝的戰車

上，9你的弓全然顯露，箭是發誓的言語；（細拉）你以江河分開大地。 10山嶺見你，無不戰抖；

大水/氾濫而過，深淵發聲，洶湧翻騰。 11因你的箭射出光芒，你的槍閃出光耀，日月都停

在原處。12你發怒遍行大地，以怒氣責打列國，如打穀一般。13你出來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
膏者；你打破惡人之家的頭，暴露其根基，直到頸項。（細拉）14你以其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他們

如旋風將我颳散，他們喜愛暗中吞吃困苦的人。15你騎馬踐踏海，踐踏洶湧的大水。



創6:9-8:19 洪水的記載

創6:5「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大惡極，終

日心裏所想的盡都是惡事。」

創6:9「挪亞是個義人，在他的世代中是

個完全人。挪亞與上帝同行。」



哈3:16-19 先知發出信心的凱歌

16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
朽爛，在所立之處戰兢；但我安靜等候災難之
日臨到那上來侵犯我們的民。17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

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18然而，
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19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
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這歌交給聖詠團長，用絲弦的樂器。



結局？



哈3:16-19 先知發出信心的凱歌
16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在所立之處戰兢；但我安靜等候

災難之日臨到那上來侵犯我們的民。17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
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18然而，我
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19主耶和華是

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這歌交給聖詠團長，用絲弦的
樂器。



哈3:16-19 先知發出信心的凱歌
16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在所立之處戰兢；但我安靜等候

災難之日臨到那上來侵犯我們的民。17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雖然)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收成， (雖然)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 (雖然)棚內也沒
有牛；18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上帝喜樂。19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又使我穩行

在高處。這歌交給聖詠團長，用絲弦的樂器。



哈3:16-19 先知發出信心的凱歌
16我聽見這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在所立之處戰兢；但我安靜等候
災難之日臨到那上來侵犯我們的民。17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

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18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上帝喜樂。19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
腳快如母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這歌交給聖詠團長，

用絲弦的樂器。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3:19





總結

三章的《哈巴谷書》給我們看到，哈巴谷先知
經歷從疑惑到相信、從申訴到讚美。哈巴谷先
知在結束的時候，正是邀請我們，在黑暗的日
子，一同踏上這條信心的旅程，並且去經歷上
帝應許的實在，「惟義人必因他的信得生」。

上帝是公義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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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歌】



【聖餐】
聖餐司事

聖餐分發：
區安國長老(聖壇)、梁莫詠絲執事(左)、杜錦華執事(左中)、
符春花執事(右中)、許萬里執事(右)、周偉光執事(後)

協助消毒：譚陳婉瑩執事(左前)、畢瑞滿執事(右前)
王鴻執事(左後)、符春秋執事(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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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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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