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揚傳道
舊約《民數記》的故事，主要是神透過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經過，從出埃及、
過紅海之後，到他們要進入應許之地前。書中記載了兩次人口普查，分別是
對出埃及的舊一代（1-4 章）和後來入迦南的新一代（26 章）。可是，兩次普
查之間相距四十年，也表示說以色列人從埃及到迦南的路程，共花了四十年
時間。本來最多一個月的路程，但以色列人卻走了四十年，這是因為他們在
路上屢次得罪了拯救他們的神。所以，我想用幾次牧聲的機會，看看以色列
人得罪神的地方，同時讓我們可以知往鑒今。
這次我們會看的是以色列民的埋怨（民 11:1-15）。1-3 節記載了發生在他備
拉的小故事，就是耶和華因為聽見了以色列民的怨言惡聲，祂發火了！這簡
短的故事告訴我們，神是會因祂子民的怨言而生氣的。有了這個理解，我們
就進入主要的故事，就是有些在以色列民中的外人，他們起了貪慾和渴望，
挑起了以色列人的哭號：「誰給我們肉吃呢？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花
錢就吃魚，也記得有黃瓜、西瓜、韮菜、葱、蒜。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
除這嗎哪以外，在我們眼前並沒有別的東西！」（民 11:4-6）原來他們所埋
怨的，是在這前往應許之地的旅途上，膳食水平倒退，還不如以前在埃及當
奴僕的時候呢！
我小時候在香港，曾經參加過旅行團到澳洲雪梨旅遊。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
一幕，是團友中有一家人，因吃不慣西餐，就在餐廳的餐桌上擺出幾個「合
味道」杯麵，還叫服務員給他們拿熱水煮麵。我當時年紀雖小，也深感不妥，
果然餐廳經理看見後也面露難色。品嘗當地菜餚，不單是旅行的意義之一，
也是對人家的尊重。口味不慣是正常，但當著人家面前煮快熟麵，就是一種
「打臉」，是沒有愛心、毫不顧及別人感受的行為。
以色列人想起在埃及吃過的「合味道」，卻忘記了當時揪打過他們的皮鞭，
忘記了在無盡的勞役中零盼望的日子。現在，他們居然為了快熟麵，「各在
各家的帳棚門口哭號」（10 節）。這等於「打臉」那位淹沒了埃及追兵，給
予他們「神子民」身份的神，是對神的冒犯。另外，為了旅途上的吃喝，而
否定旅程原本的目的和重點，也就是神所應許之地和上帝的同在，這是忘恩
負義。於是，耶和華的怒氣大作。摩西面對以色列人的埋怨，他也不高興，
而且在神面前求死解脫（15 節）。其實，這也是一種禮貌的埋怨，但神對摩
西的請求卻作了積極的回應，賜他減輕負擔的出路。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神對以色列人的埋怨，跟對摩西禮貌的埋怨，態度完全
不同！因此，我們在神面前並非有苦不能說，有屈不可言的。保羅說：「只
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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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聽說你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你對主耶穌的信心。願你與人分享信心的時候，能產
生功效，讓人知道我們所行的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腓利門書 5-6 (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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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禱事奉
1.

2.

家事分享

大使命:中國少數民族

塔塔爾族是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不到四
千人。他們分布在新疆各處，全民信仰伊斯蘭教，是不折不扣的未得
之民。求主興起維吾爾族及哈薩克族的基督徒往他們當中，見證基
督；差遣宣教士向他們傳揚福音，興起他們跟隨主的心誌；興起教育
工作者，在這個看重教育的民族，展開帶職事奉的工作。

繼續為香港祈禱

在香港多個區域，示威者和警方從汽油戰和催
淚彈，升級到真刀真槍交戰，雖然混亂情況已經失控，但神啊，我們
知道祢仍然掌權，所以我們仰望祢，求祢將香港從絕望中拯救出來，
因為唯獨祢才是我們黑暗中的盼望。更祈求神賜下愛心給每一個愛
神、愛香港的人，因愛能使人復和、包容與接納，不要讓我們再被憤
怒的試探所勝，繼續挑撥仇恨和偏見，成為阻擋十字架福音的人，求
主幫助憐憫。又願每一個跟隨祢的人，都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去表
達心聲，彰顯祢的憐憫、慈愛和公義，用謙卑的心與祢同行，作福音
和平的使者。讓人在絕望的時候遇見祢、尋求祢、榮耀祢。最後，願
祢的旨意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終願一切榮耀、頌讚，
都歸給祢這位在洪水泛濫時，仍然作王的三一真神。

特別需要：

1. 感謝神！鄧子揚傳道與傅偉瑜姊妹於上週五誕下麟兒，母子平安。

1. 今天中午有午餐，請各位留下來一同享受在主里的團契。
2.

教会将从 16 日（周三）开始举办英文班，国语授课学习生活实用英语，
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身边的华人朋友来参加。查询：孙雷雷传道。

講道大綱：
講道大綱：基督徒的享樂觀
基督徒的享樂觀

傳道書 5:18-20; 3:14

引言：
引言：

1.

追求享樂不能給人完全滿足

2.

享樂是神賜給人的祝福

3.

智慧的享受人生的富樂

2. 为钟腓力弟兄祷告，求神医治他持续了几周的重感冒，保守他能够尽
快恢复健康。
3. 为林琼姐妹祷告，求主赐下医治保守她尾骨骨裂的康复过程，使她能
够尽快痊愈。
4. 为 Ryan 和 Lisa 一家祷告，在面临车要大修和家里被盗的困境时，求
神赐给他们平安和信心，带领他们在逆境中信靠上帝经历神的恩典。

【註：你想請教會為你禱告的事項可告訴孫雷雷傳道（0421-998868）或
王旭姊妹（0430 325 988），我們彼此服侍一同經歷上帝奇妙的作為。】
經常費奉獻
進度表(至 2019 年 9 月 29 日)

上週獻金

實收奉獻

$17,946

$259

預算支出

$50,900

$1,300

-$32,954(-64%)

-$1,041(-80%)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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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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