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整為零 全民皆兵

午堂崇拜
【2022年8月28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講員：梁群英牧師 講題：謙卑的智慧
經文：箴25:6-7
讀經：詩112:1-10；路1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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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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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宙讚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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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獻詩】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

因主是陶匠，我是泥土，

陶我與造我，照主旨意，

我在此等待，虔誠侯主。



【詩班獻詩】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

鑒察試驗我，就在今天！

求將我洗淨，潔白如雪，

今謙卑跪下，在主腳前。



【詩班獻詩】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

思想與言行，憑主指引，

聖靈充滿我，顯明主恩，

惟望主耶穌，常住我心。



【詩112:1-10】

1. 哈利路亞！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
這人有福了！

2. 他的後裔在世必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蒙
福。



【詩112:1-10】

3. 他的家中有金銀財寶，他的義行存到永遠。
4. 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照耀，他有恩惠，

有憐憫，有公義。



【詩112:1-10】

5. 施恩與人、借貸與人、秉公處事的人必享
美福，

6. 他永不動搖。義人被記念，直到永遠。



【詩112:1-10】

7. 他不懼怕兇惡的信息，他的心堅定，倚靠
耶和華。

8. 他的心確定，總不懼怕，直到他看見敵人
遭報。



【詩112:1-10】

9. 他施捨，賙濟貧窮，他的義行存到永遠，
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

10.惡人看見就憤怒，必咬牙而消亡，惡人的
心願要歸於幻滅。



【路14:1、7-14】

1. 安息日，耶穌到一個法利賽人的領袖家裏
去吃飯，他們就窺探他。
7. 耶穌見所請的客人選擇首位，就用比喻對
他們說：



【路14:1、7-14 】

8. 「你被人請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主人請了比你尊貴的客人，

9. 請了你和他的那人前來，對你說：『請讓
座給這一位吧。』你就羞羞慚慚地退到末
位去了。



【路14:1、7-14 】

10.你被請的時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讓主人
來對你說：『朋友，請上座。』那時，你
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11.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
必升為高。」



【路14:1、7-14 】

12.耶穌又對請他的人說：「你準備午飯或晚
餐，不要請你的朋友、弟兄、親屬和富足
的鄰舍，免得他們回請你，你就得了報答。

13.你擺設宴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疾的、
瘸腿的、失明的，



【路14:1、7-14 】

14.你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
到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到報答。」



主題: 謙卑的智慧

經文: 箴25:6-7 



考天才



箴25:6-7 

25:6 不可在君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站在大
人的位上。

25:7 寧可讓人家說「請你上到這裡來」，強如
在你覲見的貴人面前令你退下。



1.認識自己

25:6 不可在君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站在

大人的位上。

25:7 寧可讓人家說「請你上到這裡來」，強

如在你覲見的貴人面前令你退下。



主位
第一主賓席 第二主賓席

末位

門

25:6 不可
在君王面前
妄自尊大



(路14:7-11)「耶穌見所請的客人選擇首位，就
用比喻對他們說：你被人請去赴婚宴，不要坐在
首位上，恐怕主人請了比你尊貴的客人，請了你
和他的那人前來，對你說：請讓座給這一位吧。
你就羞羞慚慚地退到末位去了。你被請的時候，
去坐在末位上，好讓主人來對你說：朋友，請上
座。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為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為高。」



門

主位
第一主賓席 第二主賓席

末位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經》)

(箴25:14)「人空誇禮物而不肯贈送，就好像有
風有雲卻無雨。」

(箴27:1-2)「不要為明天自誇，因為你不知道每
天會發生何事。要讓陌生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
誇；讓外邦人稱讚你，不可用嘴唇稱讚自己。」



新約: 文士喜愛會堂裏的高位和宴席上的首座

「除去銀子的渣滓，銀匠就做出器皿來。除去王
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箴25:4-5)



2.接納自己

25:6 不可在君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站在

大人的位上。

25:7 寧可讓人家說「請你上到這裡來」，強如

在你覲見的貴人面前令你退下。



「我憑着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
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羅12:3) 

「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







3. 尊主為大
25:6 不可在君王面前妄自尊大，也不要站在大人

的位上。
25:7 寧可讓人家說「請你上到這裡來」，強如在你

覲見的貴人面前令你退下。



(箴25:1)「以下也是所羅門的箴言」
(箴25:2)「隱藏事情是上帝的榮耀」

(箴 22:4)「敬畏耶和華心存

謙卑，就得財富、尊榮、生

命為賞賜。」



謙卑包括兩方面:

1.對神（25：1 - 7）

2.對人（25：8-28）





箴15: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

，必有謙卑。

箴22:4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

、生命為賞賜。



箴25章

A. 當得的榮耀（2-3節）

B. 除去惡人（4-5節）

C. 寧可降卑（6-7節）

D. 爭訟有方（8-10節）

E. 說話合宜（11-12節）

F. 忠信的使者（13-14節）

G. 有節制地堅持（15-16節）

F1. 良善的鄰舍（17-18節）

E1. 待人合宜（19-20節）

D1. 待敵有愛（21-22節）

C1. 寧可退讓（23-24節）

B1. 抵擋惡人（25-26節）

A1. 不當得的榮耀（27節）



-謙卑 虛心自省，得更多進步機會
-放低身段 易讓人伸出援手，在患難中得更多援助
-低姿態 犯錯後獲人原諒，免於更劇烈抨擊



總結: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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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阿容我與祢同行】



【聖餐】
聖餐司事

聖餐分發：
梁業成長老(聖壇)、杜錦華執事(左)、符春花執事(左中)、
陳永超執事(右中)、黎梓謙執事(右)、譚陳婉瑩執事(後)。

協助消毒：周偉光執事(左前)、戴碧珠執事(右前)、

梁惠芳執事(左後)、梁莫詠絲執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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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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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