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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肩頭的以弗得 

 

大祭司的禮服以弗得，要顯出神的榮耀，華美。在兩肩上，每肩一塊紅瑪瑙，各刻着

以色列六個支派的名字。這樣，大祭司兩肩擔着全以色列族的名字(出二十八 8-9)。

在以弗得的胸牌上，有十二塊寶石，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出二十八 16-21)。 

 

神命定的大祭司，十分尊貴。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以色列全會眾，他全心之愛，是為

了會眾，不是為了自己的衣食利祿。他兩肩之力，全是為了擔當眾人的軟弱。十二支

派的名字，是刻在寶石上的，不是寫在表面上；所以是不能塗抹的。 

 

信徒在每天的生活裏，常常為屬世的一切事物忙碌，忘記了神。但神總不忘記我們。

祂說：「婦人焉能忘記他喫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

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賽四十九 15-16） 

 

舊約的大祭司預表新約的基督，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不必找其他的方法，聖經話:「我

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 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

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惠作隨時的幫助。」(來四 14-16)。 

 

我們常常會忘記神、得罪神，並不比以色列人少。但我們有一位尊貴的永遠的大祭司，

主耶穌基督，在天父右邊為我們代求。祂的肩上擔着我們的名字；祂的心上刻着我們

的名字。這是何等的安慰！我們不用擔心失去救恩，因為我們的名字不會被塗抹。弟

兄姊妹，為什麼擔當你自己的重擔呢？為什麼在憂慮的重壓之下掙扎嘆息呢？「要將

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 7）祂的肩頭永不會困倦乏力的。 

 

尚佩冰牧師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19 篇 137-138, 14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典章正直！ 

應：你所頒佈的法度是公義的，極其可靠。 

合：你的法度永遠公義；求你賜我悟性，使我存活。 

3. 讚美 ................................. 榮耀三一神 (生命聖詩 4 首) .............................. 眾  立 

1) 榮耀歸與至尊聖父，榮耀歸至尊聖子，榮耀歸與至尊聖靈， 

耶和華三位一體！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真神永不息。 

2) 榮耀歸與愛我恩主，洗除我一切罪污，榮耀歸與贖我恩主， 

使我與祂同作王，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永歸與被殺羔羊。 

3) 榮耀歸與天軍之王，榮耀歸教會之王，榮耀歸與萬國之王， 

天上地下齊頌揚；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榮耀大君王。 (間奏) 

4) 榮耀，頌讚，永遠讚美，天使天軍齊歌唱：尊貴，豐富，權柄，統治， 

宇宙萬物同頌揚；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萬王之王。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9 章 1-10 節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章 1-4, 11-12 節 

7. 獻詩 ........................ 心曲、在這個時刻 (美樂頌 74, 78 首) ...................... 兒童詩班 

8. 奉獻 ................................... 要忠心 (生命聖詩 346 首).................................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12 章 38-4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神蹟 ................................................... 眾  坐 

11. 回應 ......................... 上主作為何等奧祕 (生命聖詩 31 首) ....................... 眾  立 

1) 上主作為何等奧祕，行事偉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踪跡，駕御風暴飛馳。 

2) 聖徒應當鼓勇振奮，不怕天空多雲；雲中深藏慈愛憐憫，化為恩雨降臨。 

3) 莫憑感覺臆斷上主，一心靠主恩典；愁雲慘霧隱密之處，有主仁慈笑臉。 

(間奏) 

4) 盲目不信導致錯誤，觀察卻不領悟；惟神自己洞悉其工，向人啟發顯明。 



 

 

 

12. 家事、代禱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兒童義工培訓：幼童崇拜導師培訓班將於 5/11、12/11 下午 2:30-4:00 在副

堂舉行，培訓內容為領唱技巧、說故事技巧及認識崇拜真義。歡鼓勵現職

事奉人員及有志裝備事奉的肢體報名參加。 

3) 本年周年神學講座於 11 月 5 日（六）晚上 8:00-9:45 在本堂舉行，題目：

道在人間。邀請了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陳國權牧師主講，歡

迎各弟兄姊妹出席。詳情可參海報或向孔先生查詢。 

4) 11 月家庭團契主題為「親子靈命成長的探究」，請組員預留時間出席。 

5) 12 月教會的聖誕活動安排如下(請祈禱守望、並預備心參加及領人赴會)： 

10/12 下午 2 時基督少年軍往長者中心報佳音 

11/12 下午參與匯景花園之聖誕匯演，由粵曲班獻唱福音粵曲 

16/12 晚 8 時以利沙團往藍田康瑞苑報佳音 

24/12 晚 7 時半於教會內舉行佳音綜合晚會(福音性聚會) 

24/12 晚 9 點往藍田地鐵站及附近屋苑報佳音/往尖沙咀 

25/12 早、午堂聯合崇拜(兒、青、成、長) 

6) 24/12 平安佳音綜合晚會，詩班將獻唱「偉大真光」曲集。現招募肢體參

與獻唱，請有志於以頌聲傳播主誕降的肢體報名加入練唱的群體。(練詩

日期及時間 11 月 12 日、19 日、26 日、12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

週六晚 6-7 時。獻唱者均需出席練唱 5 次或以上。詳情參閱海報。) 

7) 教會大旅行將於 2017 年 1 月 1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舉行，行程包括遊

覽元朗屏山文物徑、聚星樓、鄧氏宗祠和屏山鄧族文物館，晚餐品嚐屏山

傳統盆菜，收費為成人每位 120 元，本堂全日制學生和 65 歲或以上長者

每位 100 元，2 歲或以下幼童（只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位 30 元，名額

限 180 位，額滿即止，11 月 6 日（下主日）開始報名，11 月 27 日截止，

詳情請參閱接待處海報。 

8) 青少年崇拜計劃於 11 月開始，暫定上午 11:15 至 12:00 於康樂室進行，

請為「青崇」事工的安排代禱。請有青少子女的家長多加鼓勵他們參加。 

9) 教會冷氣系統保溫膠喉，發現有漏水情況，已安排更換全教會冷氣系統保

溫膠喉，工程費用約十九萬，施工日期為 1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底，

請弟兄姊妹留意，注意出入安全及為此禱告、奉獻支持。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願主賜福看顧你 (普天頌讚 875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主席: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讀經: 李芷珊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芷珊姊妹 梁麗珠姊妹 張于力弟兄 朱麗麗姊妹 張于力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劉己惠姊妹 林溢輝弟兄 劉己惠姊妹 周　悠姊妹 周　悠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文蓮姊妹 梁淑敏姊妹 李淑蓮姊妹 黃瑞玲姊妹 李燕怡姊妹 方子仁弟兄 周潔頤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柯思敏姊妹 梁廣深弟兄 麥寶儀姊妹 朱月萍姊妹 鄧愛賢姊妹 呂進雄弟兄 邱頌詩姊妹

當值: 張漢榮執事 葉德誠弟兄 羅志威弟兄 惲保羅弟兄 謝月芬姊妹 黃翠屏姊妹 林志剛弟兄 招楚筠姊妹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葉蔓菲姊妹 張宏睿弟兄 吳兆隆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麥穎珊執事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葉玉娥姊妹 林二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毛家寧姊妹 葉海婷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温柔: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喜樂: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暫　停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五主日（綠）(11月6日) 聖餐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四主日（綠）(10月30日) 

本月奉獻累積: $528,000  (包括發展及購堂: $64,3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95,010

本週獻花: 唐美媚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