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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月 第七十八期

邵晨光院長

申命記第九章提到以色列是上帝的
百姓，是祂的產業，是祂領出為奴
之地的，所以上帝要他們忠心愛
祂。摩西的信息很適合我們活在二
十一世紀的信徒。

一 聽從和遵照祂的恩領(九 1~6)
.

1. 上帝的大能 (1~3 節 )

以色列阿，
以色列阿，你當聽！
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
但河，
但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國民，
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國民，
得著廣大堅固、
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
高得頂天的城邑。
你今日當知道，
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的上帝在
你前面過去，
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
如同烈火，要滅絕他
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
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

摩西重申上帝的命令，要百姓回想
為甚麼無法進入迦南，當初他們不
敢面對高大的亞衲族人，但上帝
說，我是烈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
制伏在你面前，因此以色列民才敢
與他們征戰，摩西也一再提醒百
姓，上帝在前方引導，我們也當確
知上帝在我們前方引導我們，這樣
才能面對問題。
當亞謹諾開始做總統時，他不要警
衛在前面開路，因為當時有人總在
警衛開路時跟在後面走，為了不讓
這種場面發生，他就不要警衛開
路，不過若沒有警衛開路恐怕總統
會有危險，感謝主我們的上帝總是
走在我們前面，祂的大能幫助我們
面對問題。

2. 上帝的計劃 (4~6 節 )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
義，也不是因你心裡正直，
也不是因你心裡正直，乃是因
這些國民的惡，
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上帝將
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
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華
要 堅 定 他 向 你 列 祖 亞 伯 拉 罕、
罕 、以
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上帝有祂偉大的計劃，所以摩西要
百姓遵從上帝的命令。第四至六節
摩西提醒百姓，你進去得他們的地
並不是因你的義，而是因為這些國
民的惡。我們對阿拉伯中東地區的
觀念應清楚明白，在創世紀第十五
章十六節上帝已對亞伯拉罕說，當
時該地的罪惡尚未滿盈，他們敬拜
假神且行惡，上帝等了四百年，才
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第五節提到
耶和華要堅定祂向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所起的誓，應許將迦南地
賜給他們，這是上帝起誓立的約，
上帝一定會守約。第六節說這地本
是迦南人居住的地方，但上帝要將
這美地賜給以色列人為業。
有個父親很愛他的兒子，兒子也知
道父親愛他，父親問兒子希望收到
甚麼大學畢業禮物，兒子說我希望
有一輛車，當兒子畢業時，父親給
了兒子一本聖經，兒子很不高興地
對父親說，你知道我要的是一輛車
而不是聖經，從那天起，兒子不跟

父親說話，並離家而去，經過一段
時間，不料父親突然去世，兒子很
後悔就回家來，在房間裡他看到父
親送的聖經，當他翻開聖經時，突
然有把鑰匙掉下來，上面寫著：兒
子恭喜你大學畢業了，聖經是上帝
的話，你若認識上帝，上帝必引領
你一生的道路，我已經為你預備了
一輛車，這車也已經付完款了。很
可惜這兒子沒有享受到父親留給他
屬靈的遺產。

二 渴慕和察看祂的偉大(九 7~29)
.

1. 用真理敬拜祂 (7~21 節 )

a.鑄造偶像和祂的怒
a.鑄造偶像和祂的怒氣
鑄造偶像和祂的怒 氣 (7~17 節)
你起來，
，趕快下去！
你起來
趕快下去！因為你從埃及
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壞了自己；
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壞了自己； 他
們快快的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
們快快的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
自己鑄成了偶像。
自己鑄成了偶像。

摩西期望百姓明白上帝的話，遵守
服從上帝的帶領，所以不厭其煩地
重申上帝的作為，要百姓渴慕察看
上帝的偉大，上帝也要我們明白祂
實在是偉大的，我們應該用真理敬
拜祂。以色列人曾在何烈山上造偶
像，引起上帝憤怒要滅絕他們，摩
西上山四十天，亞倫竟幫百姓造了
一隻金牛犢，當百姓離開埃及時，
上帝親自在西乃上教導他們，但他
們忘了上帝的教導，鑄了金牛犢。
摩西曾問亞倫說，為什麼做這事呢?
亞倫說我收了百姓奉獻的金子，丟
進火爐，突然間就跑出一隻牛犢
來，請問這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
他們造牛犢是因為他們在埃及看過
這偶像，就以為這樣做能增加他們
的信心。
今日我們菲律濱並不是沒有愛主的
信徒，只是我們的信徒有時糊里糊

塗，以為隨從中國人的風俗，可以
幫助我們，就在桌上擺置口含金塊
的蟾蜍，認為多一樣東西也無所
謂，沒甚麼錯，但這些都是上帝所
憤怒的東西，上帝要我們專心愛
祂，行在正路上。
最近教皇突然辭職，其實這位教皇
在教義上幫助天主教走上正路。在
一九六十幾年梵諦岡第二次開會研
討如何增加天主教人數，當初有人
對所寫的東西有了不同的解釋，因
為有人比較開放，很可惜在菲律濱
有些天主教徒不知道自己信了甚
麼。這位辭職的教皇其實是很謙卑
的，當前一任教皇去世時，他突然
降卑成一位普通的神父，趕緊去敲
門通知梵諦岡排位第二的人物，對
方聽了很奇怪，認為這不是他需做
的工作，他是非常謙卑的。
這六百年來沒有一位教皇敢辭職，
其實他想告訴我們，他只是普通的
人，不是我們要拜的人。當以色列
人看見牛犢時，以為牛犢可帶領他
們，如果我們有何東西阻礙我們靠
近上帝，這些就是我們的偶像了。
b. 代禱的果效(
代禱的果效 ( 18~21 節 )

第十八節說摩西俯伏在耶和華面前
四十晝夜替百姓代禱，他怕上帝發
怒滅絕百姓。上帝對摩西說，我要
除去亞倫，興起你的後裔，但摩西
謙卑地為百姓禱告，代禱的果效是
很大的，因為上帝會垂聽我們的禱
告，我們不要只是頭腦相信，要更
實際地為我們的家人禱告。
有次有對夫婦開車去旅行，因為趕
時間晚上也開車，突然間有位婦人
迎面而來，閃避不及就撞上她，其
實這位婦人是想要自殺，這位弟兄
仍送她去醫院救活她，當她心中痛
苦掙扎時，她告訴教會，弟兄姊妹
就替她代禱，因此讓她看到了上帝
的恩典。當我們遇到不如意的傷心
事時，上帝會藉著人的代禱讓我們
得到平安，並看到上帝的愛，且藉

著兄弟姊妹的愛鼓勵我們。
2. 堅持與祂同行 (22~29 節 )

a.懷疑上帝和祂的怒
a.懷疑上帝和祂的怒氣
懷疑上帝和祂的怒 氣 (25~24 節 )
你們在他備拉、
、瑪撒、
你們在他備拉
瑪撒、基博羅哈他
瓦又惹耶和華發怒。
瓦又惹耶和華發怒。耶和華打發你
們離開加低斯巴尼亞，
們離開加低斯巴尼亞，說：你們上
去得我所賜給你們的地。
去得我所賜給你們的地。那時你們
違背了耶和華你們上帝的命令，
違背了耶和華你們上帝的命令，不
信服祂，
信服祂，不聽從祂的話。
不聽從祂的話。

摩西除了要百姓用真理敬拜上帝
外，也要他們用信心跟隨上帝。他
備拉、瑪撒、基博羅哈他瓦和加低
斯巴尼亞到底在哪兒呢?瑪撒是百
姓出埃及過紅海時埋怨沒有食物吃
的地方，上帝就在那兒賜下嗎哪，
但是他們很快地就忘記上帝領他們
過紅海，又從天將嗎哪給他們吃的
恩典，不信祂的大能和愛，百姓在
他備拉又埋怨說我們的心血枯竭
了，除這嗎哪以外，我們沒有肉可
吃。耶和華就怒氣發作，使火在他
們中間焚燒，所以這地叫他備拉。
後來耶和華把鵪鶉由海颳來，百姓
卻貪心捕取，耶和華發怒，用最重
的災殃擊殺了他們，基博羅哈他瓦
(就是貪欲之人的墳墓)。第四個地
方是加低斯巴尼亞，當時上帝要領
他們進入迦南，就叫他們差派十二
個探子去探查那地，但探子看到亞
那族人十分高大就驚慌失措，不肯
作戰，所以百姓在加低斯巴尼亞行
走三十八年，這是因為百姓對上帝
沒信心，不願跟隨上帝的結果。
有位弟兄在曠野迷了路，他求上帝
給他水喝，不久他真的看到一台抽
水機，旁邊有一小瓶水和一張紙
條，紙條上寫著請你把這瓶水倒進
抽水機，再按壓抽水機，水就會湧
出來，他面對兩個抉擇，一是照紙
條所說的去做，一是把水喝掉，結
果他照紙條去做，最初水並沒有出
來，他還是繼續努力，結果水湧出
來，他興奮無比，盡情喝水，還有
多餘的水能倒在身上，他很高興地
把水再倒進水瓶，然後寫著：我照
二

紙條所說的去做，果真有水湧出。
很多教訓已經寫在聖經上了，所以
我們當相信上帝是偉大的。
b.代禱的果
b.代禱的果效
代禱的果 效 (25~29 節 )
他們是你的百姓，
他們是你的百姓，你的產業，
你的產業，是你
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領出來的。
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領出來的。

第二十五節，當摩西遇到這些困難
時，他在耶和華面前照舊俯伏四十
晝夜，第二十六節說百姓是上帝的
產業，也是祂救贖的，我們也是上
帝的產業，上帝必關心幫助，第二
十七節摩西提醒上帝說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是你所愛的，是你與他
們立約起誓應許帶領他們到此地
的。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其軟
弱，但上帝恩待他們，我們上一代愛
主的長者，他們用心愛主，豈不都
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照顧祂的百姓
直到千代，凡願意走在上帝旨意中
的，上帝必施恩看顧。第二十八節
摩西祈求上帝：為祢名的緣故，求
祢憐憫恩待百姓。摩西很會禱告，我
們今日做代禱者，是因為上帝的恩典
和愛我們才能到施恩寶座前禱告。
有一位姊妹到教會來時滿衣是血，
因為他叔叔吸毒打了她，她在禱告
時，還求主救她叔叔，憐憫他，其
實她也可在上帝面前控告她叔叔，
但她知道叔叔需要上帝的救恩。這
世界十分混亂，需要更多的代禱者
來禱告，我們要為困苦患難中的人
代禱，求 主為主 名的 緣 故憐憫 他
們，因為他們是屬上帝的產業。今
日我們為何要對主忠貞呢？因為上
帝愛我們，我們應該要聽從遵照祂
的帶領，渴慕並察看祂的偉大。

結語

我們對上帝要忠
貞，祂的恩領必
使我們聽從祂；
祂的偉大必使我
們 渴 慕 祂，我 們
當用真理敬拜祂，
堅持與祂同行。

摩西禱告

泉水旁...

菲國「豬肉桶」(Pork Barrel)醜
聞主角女商人珍妮‧林‧那布
尼示（Janet Lim Napoles），被
親信敏胡‧雷（Benhur Luy）
指控她如何把百億元優先發展
援助基金分發給虛無的非政府
機構從事「幽靈」工程。雷氏
乃被指控那布尼示的表親，和
前私人助理員及親屬，如今成
了對手，而百億元「豬肉桶」
騙局醜聞的那布尼示為指定貪
污及濫用公款的唯一主腦。更
嚴重的是平民百姓不時發動反
「豬肉桶」示威，菲國一度出
現緊張氣氛，無可否認：那布
尼示是眾目昭彰、眾口聲討的
國家最大仇敵呢！
其實這件醜聞已開庭露出涉嫌
幾位國營公司首長，並高級參
議員！切實證明人心比萬物都
詭 詐，壞 到 極 處，誰 能 識 透
呢？（耶十七 9）。背後真正
的大罪人、大敵人乃是與上帝
唱反調，頂撞主，欺騙人的魔
鬼撒旦呀!
一 這仇敵無孔不入
在購物商場閒逛，不時會有推
銷員及年輕服務員笑臉迎面而
來，他們甜言蜜語、贈送優惠
禮物，主要針對人心喜歡接受
免費小禮品，而他們真正想換
(

)

邵莊秀美博士

取的是你我寶貴時間，聽聽他們
介紹新產品！無論你我如何表示
無意購買，但還是有不少人被說
服，購買不該買的貨品。早在上
帝創世以來，夏娃、亞當在惡蛇
狡猾善詐欺騙下，把全人類墮落
罪中，已是例證（創三 1~6）。
你我應該時時儆醒提防，叫魔鬼
無隙可乘。
二 這仇敵無惡不作
「豬肉桶」醜聞揭發者作證時
稱，所有「豬肉桶」基金全部匯
入該女商人銀行戶口，然後她再
將「回饋」轉至政治人物帳戶百
分之五十！目前有幾位被指控濫
用公款的官員被解職，有的堅持
不認罪，有的堅稱自己是清白
的，有的提出身體欠安要求離席
法庭。醜聞未揭露時，這群圖謀
私利，什麼惡事都做得出來。醜
聞一曝光，還裝腔作勢，裝神弄
鬼，真是居心不良，黑色都要爭
辯為白色呢。在福音書中可見鬼
魔互相作惡陷害人（太八；可
五；路八）。使徒保羅囑咐我們
要彼此赦免，免得撒旦趁著機會
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它
的詭計（林後二 11）。要在主
基督面前彼此認罪饒恕，在基督
裡無可指責。
(

)

三
三

(三)這仇敵無能抵主
在聖經中，魔鬼(Devil)又名撒
旦(Satan)；撒旦的意思是「對
頭」或「抵擋者」；魔鬼又稱
「惡者」，即指犯罪墮落的天
使。主 耶穌在 世趕 除的 污鬼
(Demon)是魔鬼的部下。人一
旦被污鬼附著，便無法與人正
常來往，甚至還會反抗擺脫任
何 約束，坐臥 不安 地傷 害自
己。耶穌特地拯救被污鬼附著
的 人，污 鬼 認 識 耶 穌，也 信
祂，卻是戰驚（可五 7 ；雅二
19）。耶穌給予門徒權柄可以
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
切的能力（路十 18~19）。主
來的日子近了，撒旦必被摔在
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
去。信徒勝過撒旦是因羔羊的
血 和自 己所 見證 的道（啟十
二 11、12），上帝的兒女們在
主手中無所畏懼。
結語
魔鬼撒旦是我們在世間最大的
仇敵，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我 們已 經得 勝有 餘了（羅八
37），更要穿上上帝所賜全副
軍 裝，好在磨 難的 日子 抵擋
它，並且成就一切還能站立得
住（弗六 11、13）。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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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晨光院長和邵莊秀美博士及校友莊道揚牧師、 ■校友林克舜牧師擔任本年度「迎新會」的講員，他
洪少康牧師等代表菲律濱華人教會於九月二十五 以保羅勸告哥林多教會的信息：「你們應該效法
至十月七日往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市參加 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1)，勉勵神學
國際佈道協會舉辦的門徒「倍增事工」訓練；又 生「效法基督」，在神學裝備過程中要愛主，要治死
邵院長和邵莊秀美博士於十月十三至十七日往黎 「自我」和「罪」，每天與主同行，實踐聖經和神學
巴 嫩 參 加 國 際 福 音 派 神 學 教 育 協 會 董 事 會 的真理，活出基督的樣式，將來更好地事奉主。
(ICETE) 會議，十八及十九日應韓國福音派神學
協會( KETS) 的邀請擔任今年講座的講員之一，
也負責專題講座，二十至二十五日在 ACTS 神學
院主講該院一年一度的宣教講座，二十七至二十
八日往納卯基督教會主持本院神學主日及兩場福
音佈道會。
拓 展 部 消 息



本院今年度提摩太短宣隊活動在余民利牧師策
劃及安排下，分成五支小分隊於九月至十月間往
南古島、描戈律、怡朗、朗嗎倪地、加拉扳等
地：一方面促進學生在短宣體驗中更加認識當地
教會，另一方面也推介學院事工及幫助教會栽培
信徒，吸引更多有志全時間奉獻青年踏上事奉主
受裝備的道路。
教師與學生

夏偉傑博士
林冬陽
朱明宗
馬麥克博士
莊善賢
黃友順
黃俊儒博士
許佳美
戴慧英
余民利牧師
施麗君
劉美麗
許書義牧師
許邵晨心師母
劉 偉
馮金飛

訪問與培訓

怡朗基督教三一堂
聖經研究方法
(Oct. 25-28)

加拉扳基督教會
閱讀舊約律法書
(Oct. 25-28)

描戈律基督教三一堂
傳道書研經

第二學季靈修日

■本學季「靈修日」講員馬麥克博士從創世記第十
五章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中「對話」的信息，鼓勵
同學要向上帝開放自己的心胸，以信靠的心把問題
帶到上帝的面前直接求問，上帝將藉聖經的話，或
透過講壇的信息，或是詩歌的吟唱等不同的方法來
回應，因為上帝在每個人身上有祂的計劃。下午，
師生們在計順市俱樂部的不同角落團契交通，或游
泳、保齡球、羽毛球、撞球……靈修日開啟新學季的
日程，引領師生進入另一個豐盛的神學裝備里程。

(Oct. 25-28)

南古島中華基督教會
基督與救恩
(Sep. 13-16)

朗嗎倪地基督教會
主題講座)
(

(Oct.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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