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整為零 全民皆兵

午堂崇拜
【2022年9月25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講員：梁群英牧師 講題：居安思危
經文：摩6:1、4-7
讀經：詩146:1-10；路1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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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何等奇妙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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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俯伏在主座前，招認所犯罪愆，
教我覺悟罪惡虧欠，悲傷痛恨憂煎。

求主憐我憂傷之靈；使我痛悔真誠；
求主向我煥發光明，賜我希望之心。

【詩班獻詩】



當我祈禱，求主賞賜，願主隨時指示；
求使我心所生意念，無一非主意旨。

祈禱之時，求賜信心，使能上達天庭，
無論允否，教我深知主愛總是豐盈。
阿們。

【詩班獻詩】



1. 哈利路亞！我的心哪，你要讚美耶和
華！

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
候要歌頌我的上帝！

【詩146:1-10】



3. 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點也不能幫助。

4. 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
的，當日就消滅了。

【詩146:1-10】



5. 以雅各的上帝為幫助、仰望耶和華－
他上帝的，這人有福了！

6.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他守信實，直到永遠。

【詩146:1-10】



7. 他為受欺壓的伸冤，賜食物給飢餓的
人。耶和華釋放被囚的，

8. 耶和華開了盲人的眼睛，耶和華扶起
被壓下的人，耶和華喜愛義人。

【詩146:1-10】



9.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10.耶和華要作王，直到永遠！錫安哪，
你的上帝要作王，直到萬代！哈利路
亞！

【詩146:1-10】



19.「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
服，天天奢華宴樂。

20.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
長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

【路16:19-31】



21.想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碎食充飢，
甚至還有狗來舔他的瘡。

22.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
亞伯拉罕的懷裏。財主也死了，並且
埋葬了。

【路16:19-31】



23.他在陰間受苦，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
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

24.他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
憐我吧！請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
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
火焰裏，極其痛苦。』

【路16:19-31】



25.亞伯拉罕說：『孩子啊，你該回想你
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
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卻受痛苦。

【路16:19-31】



26.除此之外，在你們和我們之間，有深
淵隔開，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
邊是不可能的；要從那邊過到這邊也
是不可能的。』

【路16:19-31】



27.財主說：『我祖啊，既然這樣，求你
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28.因為我還有五個兄弟，他可以警告他
們，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路16:19-31】



29.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
話可以聽從。』

30.他說：『不！我祖亞伯拉罕哪，假如
有一個人從死人中到他們那裏去，他
們一定會悔改。』

【路16:19-31】



31.亞伯拉罕對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
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
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的。』」

【路16:19-31】



講題: 居安思危

經文: 摩6:1，4-7





摩6:1 ，4-7

6:1 那在錫安安逸，在撒瑪利亞山安穩，為列國之首，
具有名望，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的，有禍了。

6:4那些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羔
羊和棚裡的牛犢。

6:5他們以琴瑟逍遙歌唱，為自己作曲，像大衛一樣；

6:6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卻不為約瑟所受的苦
難憂傷；

6:7所以，現在這些人必首先被擄，逍遙的歡宴必消失。



即將到來的審判

1 即將到來的災難（5:18-20）
2 耶和華所憎惡的（5:21-24）

3 被擄的威脅（5:25-27）
4 七禍（6:1-6）

3' 被擄的威脅 (6:7)

2'耶和華所憎惡的（6:8-10）
1' 即將到來的災難（6:11-14）



1.錯誤的安逸感(6:1)

「那在錫安安逸，在撒瑪利亞山安穩，為列國
之首，具有名望，且為以色列家所歸向的，有
禍了。」

安逸(呂振中)：

舒舒服服，假設你在最頂端，被選為最適合居
住的地方。



背景: 

-國家正值繁榮

-宗教生活特別顯著

-人民生活安定

-屬靈饑荒



3:1-2「以色列人哪，當聽耶和華責備你們
的話，責備我從埃及地領上來的全家，說：
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因此，我必
懲罰你們一切的罪孽。」



錯誤的安逸感

(6:13)你們這些喜愛羅．底巴的，自誇說：
「我們不是憑自己的力量攻佔了加寧嗎？」

謬誤的敬拜

每逢節期去耶路撒冷聖殿敬拜神和獻祭



2.極盡奢華宴樂(6:4-6)

那些躺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吃群中的
羔羊和棚裡的牛犢。他們以琴瑟逍遙歌唱，為自
己作曲，像大衛一樣；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
身，卻不為約瑟所受的苦難憂傷。

象牙床

象牙用品



羊羔 牛犢

6:4  舒身在榻上＝在床榻上伸著懶腰

吃肉是有錢人的特權 VS    窮人

大麥，小麥，疏菜



大衛與拔示巴



6:5 「以琴瑟逍遙歌唱」

(呂振中)「那些應琵琶聲嘁嘁喳喳胡唱，
還自己編製各種詩歌要媲美大衛的！」



6:6 以大碗喝酒，用上等油抹身

(出30:32-33)「不可把這油倒在別
人身上，也不可用配製這膏油的
方法製成同樣的膏油。這膏油是
聖的，…凡將它膏在別人身上的，
這人要從百姓中剪除。」



6:6 不為約瑟的苦難擔憂=北國即將滅亡

神藉先知警告(3:13-15)「主耶和華－萬軍之上帝說：
當聽這話，警戒雅各家。我懲罰以色列罪孽的日子，
…我要拆毀過冬和避暑的房屋，象牙的房屋必毀滅，
廣廈豪宅都歸無有。這是耶和華說的。」

(5:11)「所以，因你們踐踏貧寒人，向他們勒索糧
稅；你們雖建造石鑿的房屋，卻不得住在其內；雖
栽植美好的葡萄園，卻不得喝其中所出的酒。」



財主與拉撒路



3.被擄侵略威脅(6:7) 

「所以，現在這些人必首先被擄，逍遙的歡宴
必消失。」

畢德生意譯：「但真正要發生的是：被迫流放。
他們會抱怨著離開這個國家，一堆破爛不堪沒
有用的東西，你把正義弄得一團糟。」

狂歡 弔喪者的哀歌



參5:3-5「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的城派出一千，只
剩一百；派出一百，只剩十個。耶和華向以色列家如此
說：你們要尋求我，就必存活。要往伯特利尋求，不要
進入吉甲，也不要過到別是巴；因為吉甲必被擄走，伯
特利必歸無有。 」

5:25-27「以色列家啊，你們在曠野四十年，何嘗將祭
物和供物獻給我呢？你們抬著你們的撒古特君王，和你
們為自己所造之偶像迦溫，你們的神明之星。所以我要
把你們擄到大馬士革以外。這是耶和華說的，他的名為
萬軍之上帝。」



[以色列的復興] 

「當聽」(摩3:1,13;4:1;8:4)

摩9:11「在那日，我必重建大衛倒塌的帳
幕，修補其中的缺口；我必建立那遭破壞
的，重新修造，如古時一般。」



五十年經驗風水大師



頌主詩歌176

【救主耶穌我來】



【聖餐】
聖餐司事

聖餐分發：
李佑成長老(聖壇)、黎梓謙執事(左)、畢瑞滿執事(左中)
李洪曉嵐執事(右中)、符春秋執事(右)、王鴻執事(後)。

協助消毒：周偉光執事(左前)、符春花執事(右前)
杜錦華執事(左後)、許萬里執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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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