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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要說「阿們」？

（第４７期）
麥浩倫

在參與崇拜或一些基督教聚會時，我們偶爾會遇上一些喜歡邀請會眾
一起說「阿們」的講員。不知道在被「說阿們」之際，大家會否與筆者有
同樣的感受：當時心裡實在沒有被觸動，滿腦子疑惑地想著「為何無故要
人跟你說『阿們』？」雖則有如此感受，但當知道身邊總有人和應的時候，
發自人性的本能會出現一種「不好意思不跟著說」的想法，特別是在參與
人數少的聚會上，結果只好無奈地以「蚊滋」的聲量回應講員的要求。其
實大家有否思想過我們說「阿們」背後的意義呢？
如果大家讀過申命記 27 章的話，相信可能對「阿們」會感到更疑惑和
陌生，在我們的認知裡面：
(利申：筆者在以下四個情況也會有聲無聲的說「阿們」)
 不是唱詩讚美有感動時說的嗎？
 不是聽道被觸動時說的嗎？
 不是祈禱時說的嗎？
 不是崇拜啟應時說的嗎？
那麼，為何以色列的百姓在面對利未人在巴路山上高聲宣佈十二道的
咒詛時，卻會以「阿們」作回應的呢？
「阿們」一詞是由原文的譯音直接翻譯過來，所以大家說「阿們」時，
已經表示你們懂得說一個原文生字了。
「阿們」有著「確實、真實的、心所
願的」意思，所以我們的祈禱多數是以「誠心所願」作結尾。當理解「阿
們」的意思後，回看以色列百姓以「阿們」作為對咒詛宣告的回應，就會
變得不再奇怪。以色列百姓以「阿們」回應是表達著一種從心而發對上帝
公義的認同，一方面表示他們心裡確切地接受犯罪必須接受懲罰的安排，
確實地相信並承認咒詛的源頭是來自罪。另一方面，表示他們願意遵守與
神訂立的這個約定，甘願接受被這些咒詛所規範。
有見及此，
「阿們」並不是隨口說的聲音，也不是別人所要求你的盲目、
無意義附和，而是一種由個人內在生命衷心發出，確切肯定、接受和承認
上帝的回應：是對上帝屬性實在的稱頌；對上帝應許確實的相信；對上帝
旨意的心願順服；與上帝立約的肯定。所以當我們再說「阿們」或被邀請
說「阿們」時，不妨細想「為何我要說『阿們』呢？」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使命宣言：我們植根柴灣，訓練門徒，走進人群，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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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偉文牧師於是主日往海南堂證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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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3/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請各堂委到接待
處的藍色堂會資料文件夾中領取議程及有關文件。
4.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3 /12 (主日)下午 1:30 在東貿廣場舉行，有關資料
文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壁
佈板，敬請留意。
5. 未報名 2018 年讀經運動的弟兄姊妹請填回應表後放在回應表收集箱內，
截止日期為 26/11(下主日)；已報名的弟兄姊妹請到禮堂後方交費。(早堂
-侯俊鵬姊妹、中堂-陳秀梅姊妹、午堂-張美華姊妹)
6.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於 30/11-3/12 在香港大球場舉行，教會每場均有入場
券，有興趣的弟兄姊妹請於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登記。
7.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成人 322 位；青少年 31 位；兒童 54 位。
8. 上主日共收獻金$89,531.80。本月至今獻金共 $370,811.10。若肢體在兩週
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姊妹查詢。
9. 同工郭珮珊姊妹於 21-29/11 放假。

2017 年感恩祈禱會
從歲首到年終上帝眷顧我們，從教會到個人都經歷生命更新和豐盛恩典。邀
請您們一同將感恩的祭，獻呈給我們天上的恩主，也同心守望禱告教會未來
五年的成長方向。
日期 : 11 月 25 日(六)
時間 : 晚上 6:00 - 8:00
地點 : 東貿禮堂

每日代禱資料
19/11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培育部的工作禱告，求主幫助老師的教導，賜他們智慧悟性幫助每一位
學習的弟兄姊妹生命更新成長，活出基督的樣式！
20/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梁遠光、吳凱詩家庭
‧ 感謝神的供應與保守，各家庭成員安好！
‧ 凱詩將在 13/12 做婦科手術，求主保守整個過程順利及之後的康復！
‧ 大女兒逸怡於 9/12 放假回港，求主保守她的平安，並與家人有美好的相
聚時間；並求主保守帶領她對信仰的追求！
‧ 感謝神給予遠光父親有强健身體，更求神給予他有對信仰認知！
‧ 新傭工於明年 3 月上班，求神帶領各人的適應。
21/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林鳯儀姊妹
‧ 感謝神帶領！找到新工作崗位，服侍兒童，在工作中得到喜樂和滿足。
‧ 求主保守家人行在神的心意中，竭力追求多作主工。
‧ 嘗試邀請未信主的親人或同事朋友參加大球場佈道聚會，求主帶領那些
被邀請的人有開放的態度，認識主耶稣。
22/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林子彭、歐陽婉玲家庭
‧ 感謝主保守！父母親的身體健康。他們將去歐洲的郵輪假期，求主保守旅
途平安愉快。
‧ 感謝主！子彭已踏入六十歲了，步入人生新階段，有著新的事物接觸和機
遇，求主繼續看顧保守。
‧ 感謝主！婉玲開展了關於「夫妻關係」方面的事奉，求主使用祝福更多的
夫婦。
‧ 女兒燕愉將於明年 1 月前往英國作交換生半年，求主保守她目前各項的準
備工作順利。

23/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劉兆強、譚燕瑞家庭
‧ 求主賜家裡各人平安及健康。
‧ 求主幫助兩女兒的屬靈生命成長，有智慧安排作息，學業成績進步。
‧ 求主保守外母陳萬意姊妹腎病能控制合宜。
‧ 求主帶領兆強和燕瑞，用心地預備讚美操驗證。
24/11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林錦輝、葉詠勤夫婦
‧ 詠勤的身體日漸軟弱，求主看顧。
‧ 感謝主的保守！錦輝的身體健康。
25/11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 感謝神，最近把信主的人加給大學小組，信徒生命穩固。願聖靈的火在大學
校園蔓延，燃點年輕的生命委身侍奉主。
‧ 華人信徒小組跟中文老師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目前每星期查考福音書。求
聖靈感動這些老師歸向父神。
‧ 求主幫助我們忠心牧養羊群，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智慧，把他們引到神
面前來。
‧ 求主幫助兩個孩子在寄宿學校的適應，差派屬靈長者和同伴引領他們走在
主的道路上。
‧ 感謝主，家中父母身體都健康。求主保守他們每天享受主的恩賜與平安。
‧ 最近石仔的鼻敏感發作比較頻繁，求主憐憫醫治。
‧ 為建校異象成立的但以理教育基金會順利得到政府批准。求天父引領適合
的僕人來同工。

「愛與忠誠」主題經文：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
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專靠
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
（申命記 30:19-20）

本週代禱事項
‧ 感謝神！楊秀平姊妹已於 16/11 出院回家休息。由於她仍需服用抗生素，該
藥物的副作用影響了她的胃口及睡眠，並有腸痛，求主幫助她有好的睡眠，
並用藥後能根治病源。
‧ 萬年青組組員施秀琼姊妹的丈夫容永德於 14/11(二)在醫院離世，求主安慰她
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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