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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命！

（第３８期）
葉永傑

「聽命」是《申命記》其中一個重要主題。以色列人在曠野已經有 40 年，他
們來到摩利平原，將要進入耶和華所賜的應許之地。這時候的以色人，不再
是昔日的「雜牌軍」
，而是已經成為一支有組織的軍隊。(申 1:9-16、書 2:811)在這個的背景下，「 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都曉諭他
們。」 (申 1:3)
「聽命」的反義是「違背」
。
《申命記》指出以色列人不能進入應許之地的主
要原因「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申 1:26)；
「違背」可理解為「不順服、
抗拒、背逆」的行為。而《申命記》就以「摩西派遣探子進迦南」一事，指
出以色列人為何「違背」耶和華的命令。
1. 「信仰」受制於當下環境
以色列人是照耶和華的吩咐，從何烈山起行至亞摩利人山地，並在每支
派中派遣一人作為探子窺探那地的情況，探子的回報是「耶和華 – 我們
的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是美地」(申 1:25)，但經文馬上指出，以色列人因為
看見當地的亞摩利人及亞衲族人，就在帳棚內發怨言：
「耶和華因為恨我

們，所以將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要把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除滅我
們。」(申 1:26-27) 他們忘記了上帝昔日如何帶領他們出埃及，並在曠野
路上一切的作為。
2. 「己意」取代「神意」
因著他們的怨言，耶和華懲罰這代人不得進入應許之地，經文形容當時
以色列人為「這惡世代的人」
；他們自知已闖禍，就決定「情願照耶和華
吩咐上去爭戰」(申 1:41)，但這時耶和華的吩咐「不要上去，也不要爭戰」
，
因為「耶和華已不在你們中間」(申 1:42)，結果他們「被亞摩利人攻擊、
追趕、殺害，直至何珥瑪。」(申 1:44)他們再一次「違背」耶和華的吩咐，
以自己的意思取代耶和華的意思。
「信仰受制於環境」、「以自己的意思取代上帝的意思」；以色列人因此「違
背」上帝的命令，令上帝稱他們為「這惡世代的人」
，今日我們的信仰也是種
狀況嗎？今星期主日開始，教會講壇將分享一個系列《申命記 – 愛與忠誠》
，
從《申命記》中探索上帝與祂的子民的關係；而「愛與忠誠」的表達就是在
於是否「聽命」
。
「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人，我
父要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約 14:21)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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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是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弟兄姊
妹出席參與。
2. 教會祈禱會於 21/9(四)下午 1:00 及 22/9(五)晚上 8:00 舉行。鼓勵弟兄姊
妹同心禱告！
3. 兒童區兒崇敬拜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10 至 12 月份
詩歌資料。
4. 兒童區大喜樂導師請往辦公室郭珮珊姊妹的工作桌面取 10 至 12 月份教
材資料。
5. 9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8/9(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6. 「插花工作坊」於 30/9(六)晚上 6:00-8:00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請弟
兄姊妹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報名參加。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8 位；青少年 43 位；兒童 57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225,412.10。本月至今獻金共 $508,122.60。若肢體在兩
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同工陸秀嫻姊妹於是主日放假。

2017 聖樂事奉人員招募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祂的聲音。」
聖樂部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參與各聖樂事奉崗位：
敬拜組及詩班
- 基本資格：洗禮兩年及穩定出席崇拜（洗禮未足兩年者按情況由牧師批
核）
- 詳情可向吳文慧姊妹或葉娟雲姊妹查詢
司琴及司他或其他樂手
- 基本資格：已信主及穩定出席崇拜，願意以奏樂事奉神
- 詳情可向吳文慧姊妹查詢，若弟兄姊妹願意事奉但覺得技術上要再多加
操練，聖樂部可安排導師輔助

傳道部 – 差傳快訊

2017 洗禮班
日期：10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1:45 至下午 1:15
導師︰教牧同工、執事
地點︰東貿 1-2 號房間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課程目標：
1. 幫助肢體認識基本教義及實行基本信仰
2. 預備肢體接受洗禮及加入教會
洗禮資格：
1. 清楚明白接受主耶穌的拯救，承認祂為救主
2. 出席洗禮班的各課，不得缺課超過兩次
3. 洗禮者必須參與教會崇拜，並有穩定的小組生活
4. 完成福音班、價值觀重整、初信成長班
5. 有靈修的習慣
6. 寫出或說出「得救見證」
7. 經執事、同工問心事合格 (個別約時間)
8. 完成功課記錄表

每日代禱資料
17/9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幼兒園事工禱告，求主使用教會和幼兒園的合作，讓幼兒園的家長和幼
兒能夠從中認識福音，又求主興起教會的弟兄姊妹關心及參與幼兒園的
服事！
18/9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林慧玲姊妹
‧ 女兒在 10 月開始，上一個為期兩年的藝術課程，求主保守她學習順利。
‧ 近日，母親的身體虚弱，進進出出醫院兩次，求主醫治。
‧ 感謝主！我和家人身體一切安好。
19/9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黎寶梅姊妹
‧ 醫生安排於明天(20/9)在東華東醫院進行取回左眼眼架手術，求主賜智慧
給醫生與醫護團隊有良好配合，並準確無誤地順利完成手術，也求主保守
她的康復進度良好，不會有併發症及感染。
20/9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李玉蓮姊妹
‧ 感謝神！在柴灣堂已經二十多年了，看著柴灣堂由幾十人發展到三百多
人，實在感激神的看顧，求主繼續祝福教牧同工有智慧地帶領我們跨過每
一個難關！
‧ 教會舉辦 S.H.A.P. E.課程，求主賜自己智慧、能力去明白當中的意義。
‧ 丈夫、兄弟姊妹、姪兒及兒甥還未信主，求聖靈感動他們早日相信耶穌！
21/9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林美儀姊妹
‧ 感謝主，兒子澤澧剛剛升上小一，他對新學校已很適應。
‧ 求主繼續醫冶頸椎的問題，感恩這幾個月的治療有很好的進展！
22/9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李玉琴姊妹
‧ 外婆早前跌倒，手部的瘀黑已好轉但仍有痛，求主憐憫，早日康復。
‧ 舅父母在九月中去旅行，求主保守路上平安、愉快。
‧ 為未信主的家人祈禱，盼他們早日接受福音！

23/9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感恩父親為我們一家興起了代求者，求父幫助和教導我們在代求上有更好
的操練和擺上，要確信屬靈的仗要以聖靈方能成事。也求父讓我們和代求
者有更好的結連和默契，能一起藉著代求更多明白父的心意。
‧ 感恩述職期能和家人有美好的時光，求父更多的保守和祝福我們的家人，
最重要的是，能認識那愛他們的父。
‧ 感恩我們夫婦能在述職期間能有這麼棒的輔導經歷，求父的愛和保守常與
我們同在，讓我們能更與父同心同行。
‧ 感恩平安返回大山小山國，生活作息和孩子們上學的事都安頓好了。但是
在語言學習、開展平台、代求操練等事上，我們需重新規劃時間表，求父
賜下智慧和力量讓我們作出安排和調整。
‧ 特別為小芥代求，她的皮膚總是出紅粒和痕癢，求父憐憫和醫治她，讓她
的皮膚狀況好起來。

主題經文：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8)

本週代禱事項
‧

‧

‧

九月開學啦！為每一位作老師的禱告，求主加他們力量，使他們在繁忙的工
作裡，如何有心有力面對不同學生的需要！也為每一位作學生的禱告，求主
賜他們智慧，如何在成長及學習中找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為黎寶梅姊妹左眼做手術祈禱，醫生安排於 20/9(三)在東華東醫院進行取回
眼架手術。求主賜智慧給醫生與醫護團隊有良好配合，並準確無誤地順利完
成手術，也求主保守她的康復進度良好，不會有併發症及感染。
為梁健熙弟兄禱告，他於 14/9 入院進行檢查是否合適做手術。求神保守各
樣順利安全下可於 26/9 入院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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