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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遠 

 
歷代志下 23 章至 27 章是大衛臨終前安排利未人及祭司在地上聖殿的供職，高銘謙有以下的扇形

分析1； 
 
A 一般利未人 (23 章) 

 B 祭司  (24 章) 

  X 利未歌頌者 (25 章) 

 B’ 利未守護者 (26 章) 

A’ 一般官員 (27 章) 
 
A 及 A’是一般的事奉者，23 章是一般的利未人，以「革順、哥轄、米拉利的子孫分了班次。」30

歲以上的數達 38,000 人，學者認為這應該不是實數，因為在聖經中，很多時為了表達整全的象徵

數字，如 3、4、10、12 及 1,000，都會用上誇張法
2
來表示，以達至整全的寫作目標。在 27 章一般

的官員也出現同樣的情況； 

27:1 以色列人的族長、千夫長、百夫長和官長都分配班次，每班二萬四千人，整年按月輪流出

入，按班次服事王。 
 
B 及 B’是照五經已有的傳統分編制，24 章按亞倫的子孫3分成 24 個班次，也是 12 的倍數。26 章

的利未守護者，學者指出也可以分成 24 個家族4。 
 
X 屬於扇型分析的核心部份，當中有 4,000(4x1000)位事奉者，精通頌讚的有 288(12x24)人，同樣

是分成 24 班次。這部份的事奉者是大衛特別作出安排，在五經中是沒有，並且在 25 章的第 1

節； 

大衛和事奉團隊的眾領袖分派亞薩、希幔，以及耶杜頓的子孫唱歌，以彈琴、鼓瑟、敲鈸伴奏。

他們供職的人數如下。 
 
經文中的唱歌，原文應翻譯成「說預言」，因為這些說預言的是「以彈琴、鼓瑟、敲鈸伴奏。」所

以被翻譯成唱歌5。而這些人也是被「分派」出來，是在眾人中特別地「分別出來」。當然，我們

已無法回復當年大衛對聖殿事奉的真貌，一方面在聖殿的敬拜已失傳，另一方面沒有相關的歷史

文獻，但聖經文字的意思是清楚的，其使命重要性也是被肯定。 
 
從聖殿的事奉中，可見到「說預言」及「以彈琴、鼓瑟、敲鈸伴奏」何其重要，並且事奉者的職

務也是「任重道遠」。 
 

陳志輝先生

                                                 
1 歷代志上-預備天地同步的聖殿敬拜，明道社有限公司，高鉻謙，頁 436。 
2 頁 377。 
3 亞倫的 4 個兒子，拿答、亞比戶因獻凡火而被神擊殺(利 10:1-2)，沒有子孫。所以職份只分予以利亞撒、以他瑪的子孫。 
4 頁 415。 
5 頁 403 



 

 

 

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五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始禮頌 .......................... 尋求良善 （崇拜樂章 II 37 頁) ............................ 眾  立 

尋求良善、棄歪謬，才可存活。如此，萬軍之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3. 宣召 .......................... 詩篇 126 篇 3、5-6 節 (舊約 898 頁) ........................ 眾  立 

啓：3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應：5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合：6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 

4. 讚美 ................................... 三一真神 (生命聖詩 6 首)................................. 眾  立 

1 天上父親，慈愛淵深，為我成就救贖大恩，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寬恕大愛。 

2 全能聖子，道成肉身，祭司，先知，救主，大君，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拯救宏恩。 

3 永恆聖靈，賜新生命，從罪從死，救出萬靈，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生命大能。  (間奏) 

4 主耶和華，父子聖靈，三位一體，奧妙真神，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求賜赦免，恩典，生命，阿們。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歌唱主生平 (生命聖詩 110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43 章 16-21 節 (舊約 1068 頁) ..................... 眾  坐 

            腓立比書 3 章 4-14 節 (新約 304 頁) 

8. 獻詩 ............................... 神羔羊（耶穌！神愛子 23 頁） ............................ 詩  班 

9. 奉獻 ................................................ 慈悲穏定歌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約翰福音 11 章 55 節-12 章 11 節(新約 161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把握時機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by Mark E.Bloedow ............ 眾  坐 

Were you there? by Dorothy Wells 

14. 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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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上 24 至 29 及歷代志下 1 章。 

  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 

  內資料。 

3)「福音研經課程」已經開課，時間為主日上午 10:30-11:15，地點於 101 室，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請已報名朋友留意。 

4) 週三晚查經祈禱會，將會開始查箴言書，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福蔭團契於 4 月 13 日下午 2:00-4:00 有專題講座，由黃曉恩醫生主講，題目：

「遺傳性癌症」，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6) 2019 年藍田堂記念主受苦的聚會如下：  

4 月 19 日晚上 6:00 至 7:00 默想祈禱會，同日晚上 7:30 受難節聖餐崇拜。 

4 月 21 日早、午堂復活節崇拜(聯合崇拜)，主日學及兒童詩班練習暫停。

請肢體預備心依時出席，默念主恩！  

7)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演

員」現階段需要招募事奉人員 (包括：老師、助教、茶點、遊戲活動等崗

位)，有意參加者請 4 月 21 日前在大門口張貼於報告板上的招募表簽上你

的名字或直接聯絡朱姑娘。 

8) 2018-2019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9 年 5 月 5 日開始，上課時

間是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各課

程簡介可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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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by Max Regar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成人主日學 (基礎) 被時代選中的門徒 周家邦先生 

成人主日學 (中級) 從聖經中看如何處理憂慮和恐懼 袁熙群先生 

成人主日學 (進深) 聖經詩歌文學欣賞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健康的門徒生活— 

以弗所書研讀(下）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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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袁熙群先生 袁熙群先生

主席: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連卓欣弟兄 周鈺貽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　諾弟兄 鄭穎儀姊妹 陳　諾弟兄 呂潔儀執事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區惠娟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嘉鳳姊妹 李淑蓮姊妹 林瑞馨姊妹 林文蓮姊妹 李淑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譚富霖弟兄 賴文湘姊妹 邱頌詩姊妹 李靜賢姊妹 黃寶強弟兄 袁麗娟姊妹 雷瑞玉姊妹 温寶儀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黃翠屏姊妹 朱麗麗姊妹 張金生弟兄 孔憲榮弟兄 王炳生弟兄 馬志國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　溢弟兄 蔡加德弟兄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王偉樂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葉玉娥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陳玉燕姊妹 陳玉燕姊妹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梁諾希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林曉潼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司事: 葉栢揚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李軼謙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棕枝主日（紅）(4月14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紫）(4月7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1,243,053  (包括發展及購堂: $107,698) 上週奉獻總數: $222,450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李思敏姊妹、梁偉寧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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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