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查經  

5：00 pm 
喜 樂 團：專題—面對社會衝擊（一）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約書亞記 (6)  - (13-14章 )  

 

 

 

主 

 

 

日 

9：00 am 

9：45 am 

11：15 am  

擘餅聚會 

信息聚會 

兒童及少年主日學 

各班兒童主日學 

少年班 

成人主日學 

青 年 慕 道 班：人的真相  

成 年 慕 道 班：信徒生活（ 2）—  靈修生活  

信徒造就信仰組：禱告（一）  

信徒造就生活組：詩歌分享  

聖 經 概 論 班：舊約—先知書 :但以理書 1-6章  

專    題    班：查經  —  哥林多前書  

成 年 初 信 班：查經  

成 年 查 經 班：查經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李德光  

領詩：馮貴滿  

司琴：唐嚴佩堃  

莊德栓  

莊張慧嫺  

阮桂開  

招曾芳妹  

黃頌麒  

蔡潔雯  

馮貴滿  

阮桂開  

粱立勤  

莊德栓  

張志輝  

＊準時聚會，安靜禱告＊ 

葵芳基督徒聚會所 
KWAI  FONG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葵芳興芳路 188 號協德大廈二樓 

電話 ：（852）2424 3289  傳真：（852）2494 0166 

網頁 ： http：//www.kfcah.org 

電郵 ： info@kfcah.org 

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六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教會的主題學習代禱，求神藉聖靈更多在我們心裡作工，

好讓我們更好追求主，預備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二、 為青少年弟兄姊妹暑期屬靈追求禱告，包括荃、葵、石三家的

讀經聚會，還有合家的青年特別聚會，求主使用這些聚會，使

他們更多被主得著。 

三、 為兒童暑期聖經班禱告，求主吸引更多的兒童參加，好能認識

耶穌並蒙拯救，也記念當中的服事安排。 

四、 記念身體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今年的青年特別聚會將於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主日至週三）

在柴灣青年廣場舉行，題目:「我們為甚麼坐在這裏？」。請注意

只參加部份聚會或不留宿者(日營及晚堂)，亦必須報名，詳情請

參閱教會佈告板及通啟一。截止報名為下主日（七月八日）。 

二、 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七月十九日至廿一日（週四至週六）

舉行，主題為「童來做個 Zookeeper」，歡迎升小一至升中一的小

朋友參加。詳情可向兒童主日學老師查詢。 

三、 下主日（七月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魏浩偉弟兄及楊淑薇姊

妹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九龍窩打老道五十四號）舉行

婚禮，請弟兄姊妹預備時間參加。當天預備了一部旅遊車接載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前往，請於當天下午一時廿五分之前，在聚

會所集合。 

四、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教會往前禱告） 

五、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見證的器皿（二）─ 祭司           詩歌：361 首 

經文：彼前二 9 

 

今年的主題是：「合乎主用」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 

 

見證的器皿（一）─ 教會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教會是

主的身體，也成了一個器皿，用來充滿那充滿萬有者的器皿；是一個

見證主豐滿同在的器皿。教會是敬拜禱告的殿（神與人相會）（弗二

21），教會應當是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禱告的地方。教會是神安息的

居所（神安息之處）（弗二 22），教會若不建造完成，神就沒有滿足，

也沒有讓神在教會中可以得著安息。所以盼望神的兒女們應早日把教

會裝飾整齊，使神得享安息。 

 

見證的器皿（二）─ 祭司 

神原初的旨意乃是要每一子民都作祭司（出十九 5-6） 

神說：我要叫你們成為祭司的國度；換句話說：每一個以色列人

都要成為祭司，每一個以色列人都要來服事神，這是一個極大的尊

榮。但是很遺憾的，我們都知道當摩西到山上去接受那十條誡命的時

候，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的平原上就得罪了神；他們作了一個金牛

犢，並且拜那個金牛犢。因為以色列民破壞了神的誡命。現在這些以

色列人乃是犯罪的民，所以他們再沒有資格來服事神了。後來，神興

起利未這一族，就是亞倫那一家；只有那一家才是作祭司的家，其他

各族都不能來服事；利未支派就幫助亞倫這個家來服事神。以色列民

再不能直接來服事神了，他們必須間接（藉著居間者）來到神面前，

必須有祭司為他們獻祭才可以，他們只能讓祭司為他們敬拜神。這是

以色列民歷史上的重大悲劇。 

 

主耶穌在救贖裡恢復了一切（啟一 5-6） 

在時間滿足以後，神就把祂的兒子送到世上來，為一個童女所

生，且生在律法底下，來拯救我們，把我們從罪惡的捆綁裡釋放出來，

讓我們有了兒子的身分。所以主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在救贖裡祂恢

復了一切已經失去的東西。主用血洗淨我們的罪以後，叫我們可以在

神面前作祭司。所以你看見，我們這些信主的人，每一位作神兒女的，

在神面前都是一個祭司來服事神。 

 

新約裏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彼前二 5，9） 

對我們來說，能以服事神乃是極大的尊榮。為什麼我們活在世

上？為什麼神要拯救我們？我們被拯救乃是要來服事神，來為神活

著，不是為著自己。當神的子民一同來服事神的時候，祂的教會就要

被建造起來。我們如同一個身體，是基督的身體；假如只有幾個肢體

能自由活動，而其他肢體都是癱瘓的，那麼這個身體怎麼會是健康的

呢？怎麼能夠長成呢？每一個肢體在身體上的都要有活動，可能各人

有不同的工作，但是必須一同來服事，每一個人都盡他的本分，來服

事主。這樣你就會發現教會被建造起來了。我們活著乃是為著主的，

我們是一個祭司，在世的生命乃是為著事奉神！神可能安排你作一些

副業，然而不論你的副業是什麼，你的正業乃是事奉神！在神的子民

當中，不應該有一班特別的少數的人來服事神，整個身體必須來事奉

神。 

 

祭司事奉的原則 

一、穿聖衣 ─ 把自己藏在基督裏（加三 26-27） 

當一個祭司還沒有在神的殿裡盡祭司的職分以前，他必須穿祭司

的衣服（出廿八 1-4）；這些祭司的衣服乃是為著榮耀、為華美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翻譯成今天新約的話，意思在我們盡祭司的職分以

前，頭一件事情必須穿作祭司的衣服。聖經裡講到衣服，乃是講到義

的行為。如果我們只穿遮體的衣服來就近神，就必發現我們的衣服在

神的面前好像破布一般。當你就近神的時候，神就光照我們，馬上我

們一切的羞恥、一切的骯髒都被暴露出來了。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加三 26-27）「…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

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三 9-10）所以憑著我們自己不能來事奉神，我們不能按著天然

的才幹來事奉神，我們不能藉著以往的經歷來事奉神，我們也不能用



從世上學來的方法來事奉神，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來事奉神，我們

不能用天然的力量來事奉神；因為這一切都要遭到神的拒絕，這一切

都不遮蓋我們的赤身露體。所以當我們來服事神作祭司的時候，必須

穿聖衣。那麼“祭司的聖衣”是什麼呢？包括很多不同的佩件，有外

袍有內袍，還有其它的。這一切都是講到主耶穌基督。祂就是我們的

榮耀，是我們的華美，所以我們要披戴基督；因為祂是我們的義、是

我們的聖潔。只有在基督裡的時候，我們纔能盡祭司的職分。如果我

們不是住在基督裡，就不能夠作祭司。每一次當我們來事奉主的時

候，要記得必須穿祭司的衣服，我們要把自己藏在基督裡，讓基督被

彰顯。讓主的旨意得著成就、讓主的智慧成為我們的智慧、讓祂的計

劃就是我們的計劃、讓祂的能力成為我們的能力；只有這樣穿祭司衣

服的時候，我們的服事纔能蒙悅納。 

 

二、要奉獻 ─ 獻上身體作活祭（羅十二 1-2） 

亞倫和他的兒子們穿上祭司的衣服，他們還需要經過一個儀式，

就是奉獻。他們要獻上一隻公綿羊，要把他們的手按在公綿羊的頭

上。把手按上去，乃是說他們與獻為祭的公綿羊是一樣的。當他們這

樣奉獻公綿羊的時候，就是把自己也奉獻了。然後拿另一隻公綿羊宰

了，這隻公綿羊的血要抹在亞倫和他兒子的右耳及右手的大拇指和右

腳的大腳指上。從那一天開始，他們就能夠盡祭司的職分（出廿九

15-20）。 

所以我們怎樣來盡祭司的職分呢？乃是要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羅十二 1-2）。每一個信徒都要把身體當作活祭來獻上。神雖然付

出了祂愛子寶血的代價，但祂還是以愛來對待我們。不是因著律法的

要求，乃是因著神的慈悲。我們想想看神所賜給這麼多的慈悲，是如

此的施憐憫！如果我們被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就要把身體當作活祭來

獻上。每一位信徒，若還沒有把身體當作活祭來獻上的，就不能夠盡

祭司的職分。為什麼呢？因為你的身體還是為著你自己的，當神要用

你的身體的時候，你說：不！這是我自己的，你不允許神在你的身上

作祂的工作。所以，我們要把身體當作活祭來獻上，我們的身體只能

給神使用。  

 

三、得膏油 ─ 得聖靈的能力（徒一 8） 

亞倫和他的兒子們穿了祭司的衣服以後，就要得著聖膏油，然後

他們就能夠成聖，就被分別出來了（利八 12）。作祭司的當他們穿上

祭司的衣服以後，膏油就倒在亞倫的頭上。因著這樣的澆灌，他就能

夠作祭司的工作了。  

“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五旬節的那一天，聖靈從主

耶穌那裡澆灌下來，臨到那一百二十個信徒，他們都得著聖靈的澆灌

（徒一 8），然後他們就能實在的盡祭司的職分。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回顧以往的二十個世紀之中，聖靈實在是流到聖徒的中間；如果你是

把自己放到基督作頭的地位，如果你是在基督的身體上，實在是有你

的一份，那麼聖靈就要來充滿你；乃是藉著聖靈的能力，你就能夠盡

祭司的職分。所以，如果我們要作祭司，就必須被聖靈充滿，只有藉

著聖靈的能力，我們才能夠服事。 

 

四、得恩賜 ─ 彼此服事（羅十二 3-8） 

每一個人都應當來服事，就是按著神賜給各人的恩賜彼此服事。

我們每一個人最少得著一種恩賜，要盡神所給的恩賜來彼此服事。所

以我們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

得合乎中道。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恩

賜，所以在基督裡我們互相聯絡作肢體，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

功用彼此服事。我們得到這些恩賜，就當專一、誠實、殷勤、甘心地

服事神。 

 

五、要事奉 ─ 作忠心的僕人（太廿五 14－30） 

我們要作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要像那領五千的和二千的隨即拿

去做買賣（殷勤服事）；不要像那領一千的去把銀子埋藏（沒有盡本

分服事），若不然就會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願我們都作合乎主用的器皿：「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

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

不義。』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

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19-21） 

□ 陳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