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及下主日聚會 
週 時   間 聚       會 

二 7：30 pm 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四章  

六 

2：30 pm 
中學生團契：詩歌  

大專及初在職團契：向著標竿直跑  

5：00 pm 
喜 樂 團：探訪（三）分享與學習  

仁 愛 團：讀經交通（ 8）（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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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良藥  

成 年 慕 道 班：信徒生活（ 7）：苦難之迷  

信徒造就信仰組：齊來讀聖經（三）  

信徒造就生活組：真理辨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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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慈    團：合乎主用（二）  

 

 

講台服事 招待 遞送聖經詩歌 餅杯服事 

講員：黃漢先  

領詩：吳錦明  

司琴：陳梓揚  

梁耀明  

潘細金  

譚樹恩  

阮黎萃華  

陳顥泓  

凌妙容  

吳錦明  

梁景法  

何家俊  

梁耀明  

譚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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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一卷第三十四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十月一日的家長福音聚會禱告，求主使用這聚會，叫更多的家長蒙主

拯救，也請記念當中的各樣服事。 

二、 為受浸聚會各項服事禱告，求主管理，讓清楚得救者作公開的見證，叫主

的名得榮耀。 

三、 暑假快結束，記念在學的弟兄姊妹，求主讓他們能預備好面對新的學年，

也請為剛就業弟兄姊妹的適應禱告，求主加力並扶持。 

四、 張慧萍姊妹因需照顧親人，在清楚主的帶領下，於本月的負責同工會交通

之後，表示會在九月卸下全時間同工及教會負責同工的服事，求主繼續帶

領姊妹的前路。 

五、 潘周趣眉姊妹的父親周權輝弟兄上週四（8 月 23 日）離世歸主，求主安

慰姊妹的家人及帶領安息聚會的安排。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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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定於十一月四日（主日）有受浸聚會，凡擬報名受浸者，請先與所屬

團契或主日學同工交通，截止報名日期為下主日（九月二日）。 

二、 十月一日（週一、公眾假期）有家長福音日聚會，上午在會所有福音信息

分享，中午在附近酒樓午膳，詳情請參閱報名表。（如欲參加午膳，則請

填寫報名表，並把填妥的報名表投進副堂「報名表」的信箱內。）請為家

長福音日禱告，求主使用，並盡早邀請親友參加。 

三、 今天下午二時正有兒童主日學結業禮，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四、 本週五（八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大圍寶福紀念館有宋之健姊

妹的安息聚會，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並預備時間參加。當天將有一部

旅遊車接載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往返，請於當天下午六時三十分之前，在聚

會所集合。 

五、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馬太福音第四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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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設餅與桌子    詩歌：45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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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願意我們能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 

 

  在聖所裡，設有三件器具，一張放了陳設餅的桌子，一盞金燈檯，以

及一座金香爐。這三樣的東西乃是祭司用來事奉神的。今天我們先來看陳

設餅與桌子。請看看有關經文： 

陳設餅的桌子（出 25：23－30）；陳設餅（利 24：5－9） 

 

陳設餅的意義和見證： 

1、 陳列基督的死 
  「你要取細麵，烤成十二個餅，每餅用麵伊法十分之二。」（利 24：5）

陳設餅第一個意義是預表主耶穌的死。陳設餅的原文字根有刺穿、穿透的

意思。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祂的頭被荊棘冠冕刺傷，祂的手腳被釘子刺穿，

祂的脇下被羅馬兵丁的槍刺傷，所以陳設餅就是預表耶穌基督替罪人受刑

被刺、受傷的意思。主耶穌不只為我們受傷，祂還為我們受死，就是被火

烤的意思。所以，要造成一個餅的經歷就像十字架的經歷，把一個完整的

人破碎到一個地步，讓他成為細麵，可以造成餅並陳列在神面前。今天的

擘餅聚會就是記念主耶穌為罪人受死(路 22：19)，所以這個餅是表明主的

死，我們要常常記念祂為我們犧牲捨命的救贖大恩。主耶穌為何吩咐我們

要如此行呢？祂知道我們的軟弱，但更重要的是因為祂極愛我們，盼望我

們來記念祂，不想我們離開起初的愛。就是沒有主的吩咐，我們也應常常

記念主耶穌捨身救贖的大愛。 

 

2、常擺在神面前 

  「要把餅擺列兩行，每行六個，在耶和華面前精金的桌子上；…每安

息日要常擺在耶和華面前；這為以色列人作永遠的約。」（利 24：6，8）

十二個餅代表十二支派，陳設餅原來的意思就是「常在餅」或是「面前餅」，

就是常常擺在耶和華神面前的餅，所以這個代表以色列民蒙神的記念、看

顧之中。對我們來說：十二個餅乃是講到教會，我們也應好像陳設餅一樣，

將自己常擺在神面前；住在主裡面，就是常在神面前（約 15：9-10）。這

使我們知道神是常常看顧著我們，並蒙神的記念。 

 

3、基督馨香的祭 
  「又要把淨乳香放在每行餅上，作為紀念，就是作為火祭獻給耶和華。」

（利 24：7）當每個安息日更換餅的時候，祭司就把淨乳香燒在神面前，當

作火祭獻與神。耶穌基督就是那個完全把自己獻上，充滿馨香之氣的乳香，

完全的燒在神的面前 (弗 5：2)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

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

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林後 2：14-15)

今天你認識基督，這個認識就在你身上有一個香氣透出來；在我們裡面屬

靈的生命，會發出一種基督馨香之氣。基督的香氣你沒有辦法製造，如果

今天你真正認識基督，無論你在甚麼地方，人就能聞到基督馨香的味道。

這個基督馨香之氣，自然而然從你的生命中發出去。人與你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聞到一種味道，這是主的味道。願我們更多認識基督，從而在我們身

上能顯揚基督馨香之氣，叫人也認識基督。 

 

4、基督是生命糧 

  「這餅是要給亞倫和他子孫的；他們要在聖處吃，為永遠的定例，因

為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是至聖的。」（利 24：9）這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

義呢？第一，餅就是以色列人每天活下去要吃的東西，所以有陳設餅擺在

神面前，提醒他們，是神供應他們每日的飲食。陳設餅提醒我們，我們每

一天生活在世上，需要神兩個恩典，一是祂供應我們吃的食物，主耶穌教

導門徒的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路 11：3)第二，基

督是我們生命的糧(約 6：51)，是祂供應我們屬靈的食物，就是神的話；我

們每天需要吃飯，但更需要主的話。「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人飢餓非因無餅，乃

因不聽神的話 (摩 8：11)；我們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話的提醒和引導，我們

每天必須領受神的話，就是我們靈魂的食物。我們讀了神的話，就能使我

們的屬靈生命長大成人，這樣我們才能吃乾糧，心竅便習練得通達，就能

分辨好歹了(來 5：14)。 

 

願我們能顯出陳設餅的見證： 
1、常常記念基督的死，不忘記主的救恩。 

2、常住在主裡面，將自已擺在神的面前，叫我們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3、在生命中活出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使人也認識到主的救恩。 

4、每天必須要從主那裡吸取生命的糧，使我們得以長大成人見證神。 

 

陳設餅的桌子的意義和見證： 

1、披戴基督 

  「要用皂莢木做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

精金。」（出 25：23-24） 

皂莢木代表天然的人，雖然不容易朽壞，但也會朽壞；又滿佈荊棘，其實



用途不大。當皂莢木包上了精金，就可以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其一就成為

擺放陳設餅的桌子，放在聖所之內。我們好像皂莢木，本來是個罪人，亳

無用處。但我們蒙救贖，得著基督的生命，就披戴了基督，才能到神面前

來（加 3: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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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2、存心敬畏 

  「要包上精金，四圍鑲上金牙邊。桌子的四圍各做一掌寬的橫樑，橫

樑上鑲著金牙邊。」（出 25：24－25） 

 

表明神的保護：金牙邊從實用方面來看，是為著不叫桌面上的物件滑落

到地上；從屬靈意義來看，表明神的保護，就是主必保守我們。因為主曾

說過，誰也不能從祂的手中把我們奪去。我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不住地攪擾神的兒女，使之得不著供應，以至生命枯乾、靈命

昏暗，成了撒但可吞吃的人。但感謝神！祂要顯出保護的能力，使祂的供

應不被攔阻。因著神的供應有了保護，神兒女的靈裏就不至缺乏；因著裡

面的飽足，神的兒女就能保持生命的甦醒和健壯。 

 

敬畏謹守服事：金牙邊像冠冕的形狀（英文用 crown 這詞），代表神的

權柄。當祭司在桌子前服事的時候，必須存著敬畏的心，恭敬小心地在神

面前事奉。許多人在享用神恩典供應的時候，忽略了當以敬畏的心來接受；

在神面前的事奉，不能輕浮、不能失了謹守。神乃是輕慢不得的，若是在

神面前不端莊、不謹守，那些起伏的金屬物就會碰傷我們的手；因此，我

們要在信心裏學習以敬畏的心來服事神。 

 

3、信心跟從 
「要做四個金環，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腳上的四角。安環

子的地方要挨近橫樑，可以穿槓抬桌子。要用皂莢木做兩根槓，用金包裹，

以便抬桌子。」（出 25：26－28） 

 

用信心支取神的供應：金子代表人的信心。桌子的四角要安上四個金環，

又用兩條槓穿在金環內，神的百姓無論走到那裡，桌子也抬到那裡。就表

明人應以信心與神的供應聯結，以信心支取神的供應。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屬靈的食糧，無論在甚麼地方，主都已經為我們預備好了。不管人在

什麼地方仰望等候神，他都能享用神的供應。 

 

用信心跟從主的脚踪：金子包裹皂莢木做成的兩根槓就是以信心顯明神

的見證。我們以信心接受基督的權柄，高舉基督，於是基督生命的豐盛便

顯出來了。神要人作他的見證，要人肩負起神的見證。信心使人成為神的

見證，因為信心使人與神的豐富相連，使人從軟弱變為剛強，從絕望轉為

滿有榮耀的指望。我們要用信心跟從主的脚踪行。  

 

4、顯出功用 

  「要做桌子上的盤子、調羹，並奠酒的爵和瓶；這都要用精金製作。」

（出 25：29）桌上這些器皿有著不同的功用，這也提醒我們在神家中，同

樣有著不同的功用，在不同的崗位事奉神。但願我們「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10）並且「全身都靠他

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6）  

 

5、與主相交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出 25：30） 

「桌子」總是代表「交通」的，桌子上面有「常在餅」。這是表明我們的

主在這裡，我們是與主常在交通之中。我們不單與主有交通，我們更是與

主的身體有交通。我們雖然多，但只有一個餅、只有一個身體；我們以基

督為我們的生命，互相聯絡作肢體。「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壹 1：

3) 願我們在生活中能更多認識主耶穌，越來越親近主。盼望我們每天都能

到主面前，與主坐席，與主相交。 

 

願我們也能顯出陳設餅桌子的見證： 
1、披戴基督在神面前事奉。 

2、要學習以敬畏謹守的心來服事神。 

3、用信心支取神的供應及跟從主的脚踪行；以信心顯明神的見證。 

4、照著各人的功用彼此相助，百節各按各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5、常在身體裡與主相交。 

 

  求主憐憫，使我們都願意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無論在甚麽地方，能

用生命見證神。 

 □ 陳福生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

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1-13） 

  神的心意乃是在教會身上，神為叫教會得幫助、得造就，

所以賜下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這些人都是神

賜給教會的，但他們不是主角，他們不過是神的用人，教會才

是主角。這些人若不能叫教會成長起來，就未能完成神給他們

的託付，因為只有當教會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神

才心滿足。求神開我們的眼晴，讓我們都有祂的眼光，好叫我

們為神的心意就是教會的成長一同禱告，叫基督身體上的每個

肢體都能一同長進，並發揮功用。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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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

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我們這

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按

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

說預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

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

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羅 12:3-8） 

  神給教會中的每個肢體都賜下恩賜，不要看我們自己過於

所當看的，意思是不要看自己的恩賜過大，但也不輕看自己的

恩賜，因為這些恩賜是神賜下要我們在教會中一同運用的。保

羅提到七方面的恩賜：說預言、作執事、作教導、作勸化、施

捨、治理和憐憫人，沒有一個人能包攬所有的恩賜，神也不要

這樣，祂要我們認清自己的那份恩賜，然後就照神所賜的信心

度量，專一的，誠實殷勤地，甘心樂意去服事。因此我們要禱

告，求神叫教會中的每一位肢體都清楚自己的那份恩賜，並且

忠心地去服事，叫教會能成長。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若

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

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

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彼前 4:10-11)  

  彼得說到我們的恩賜，沒有像保羅那樣細分為七樣，彼得

只分為話語和事務兩方面的服事，為神說話的要按著神的聖言

講，作事務的要按神的力量去服事，無論那一樣服事，都要高

舉基督，都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神才能在其中得榮耀。因此我

們要更多學習十字架的功課，不憑自己的肉體去服事，乃是讓

基督加增，讓基督活出，才能叫教會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主回來的日子近了，在福音和教會建造上，需要更多弟兄

姊妹來承擔，但願我們都好好預備自己，好叫神能使用我們每

一個，在地上作祂忠心的見證，成就祂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