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禱事項
1. 請為本教會在伯明翰、英國的華人宣教事工、教牧會
議、事工會議及教區會議。
2. 請為夏令會及尋根團代禱，以上兩項聚會將由盧龍光
牧師帶領，求主帶領赴會者從神的話語內成長活出主
題並請為這項聖工代禱。

八月家訊
3. 為需要扶持的弟兄姐妹代禱：
a) 身體欠安者：招鎮森夫婦、李孟光(加拿大)、
吳秀英、Margaret Owen、文就。
b) 待產媽媽與胎兒的健康：李穎琳、雯雯。
c) 尋找工作：Richard Sheldrick
d) 求神賜智慧和健康：譚映蔚、李敏正、朱曉君
早日完成論文。

Aug 2014

e) 英國入藉英語考試：袁謝月麗近期參加英語入
藉考試。求神賜她聰明與智慧。
Church Address :
Chatham Road, Northfield, Birmingham, B31 2PH

4. 為回原居地探親及旅行的弟兄姐妹禱告：李卓謙、張
唐玉蘭、馮浩然、張盧詠舒、鍾偉耀全家、羅曉恩、
張曜忠，願神 保守他們一切平安順利。
5. 願主激發弟兄姐妹，因本堂昐望舉辦「三福」個人佈
道訓練班及開始中文啟發課程，請各兄姐們在禱告記
念此項事工。

2014 教會年度目標：拓展神家、見証基督！
Expanding God’s Household、Witnessing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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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恩的見證》

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羅馬
書 8:24） 既然決定相信主，跟隨祂，就先脫去從前「舊人」
的行為，專心做一個「新造的人」
，在生活上盡力活出基督的
樣式，散發基督的「香氣」
，好吸引更多的人相信祂 － 我是
這樣相信著。

其實我從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學業順利，生活安逸，可從
前不覺得這是因著神的恩典。小時候我在教會，學校裡也曾
決志過，可是一直也沒有抱負，不過人云亦 云，沒有努力實
踐神的話。在學校裡背金句，讀聖經是為了拿貼紙； 上教會
是為了省得父母囉唆。從前很執著，覺得自己感覺不到神的
存在，神的同行。心裡暗暗在等一些「重大的經歷」好讓神
證明祂的存在和大能。後來乾脆離開了 舊教會。
會決定跟隨主，大概是因為後來能從身邊的基督徒老師，同
學，朋友，父母身上體會神的愛，從神而來的喜樂，盼望和
活力。
靈修的習慣是參與「成長八課」時才培養而成的。而很「巧
合」地，神藉著經文感動我 － 「看啊，我將你銘刻在我掌
上。」
（以塞亞書 49:16 上）讓我知道神在乎，疼愛我們每一
個。神甚至派祂的兒子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5:8）這份救恩神
早已為我們預備。神給了我們自由去甘心選擇相信祂。祂一
直在陪在我們身邊，一直在等待，期盼著我們能在生命裡的
好時機握緊這份寶貴的禮 物，自省悔改，遠離罪惡，與祂和
好，重修父子的親密關係，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腓立
比書 2:15）雖然決定了相信主，不代表所有的疑問也會得到
解答，例如為何神要創造我們來敬拜祂，讓祂得榮耀？ 為什
麼神要讓許多的災難發生？ …… 可是經上記著說：
「天怎樣
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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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的經過其實是在來英國讀書的時候決心讓自己重新認識
主，放下家人長輩的期望，朋輩壓力，單純的建立自己與神
的關係。可是回想一下，神一直都在我生命裡 作工。在家裡，
幸好父母讓神成為家庭之首，讓家裡每個成員多了體諒和關
愛。在學校裡，幸好又基督徒老師作好見證，讓我見到作為
基督徒生命的豐盛。在朋友之間，幸好大多都是基督教家庭
長大，以致最「離經叛道」的期間，所做的尚可接受，不至
於殺人放火。
信主後的改變，首先是多了教會裡的朋友們，能在主裡一同
成長，互相關心。其次是發現恆常靈修真的很重要，有使我
放下憂慮， 專心仰望主，學習祂的榜樣之用。另外，也是最
重要的，就是態度上的改變 － 學習用神的智慧看待人和
事。盼望能在主裡繼續成長，不要再次偏離祂的道。
以下是很喜歡的詩歌段落，純粹分享： 「信是未曾看見 依
然仰望十架」
（讚美之泉 － 凡事都能作） 「我只知道我曾
失喪 今被尋回 曾瞎眼今卻看見 每當我想到這一切 就充滿
感謝」
（約書亞 － 奇妙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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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文：出埃及記 17 章第一至七節
某人退休後，搬到一個優美的地方預備過退休生活。為了保
持健康身體，他就開始每天晨跑。跑步時，他注意到有一戶
窮苦人家，決定每天先到那戶人家，把 100 美元投入信箱。

帝一直保守他們，懷疑上帝是否與他們同在。難怪摩西在以
色列民要進入迦南地之前，要再次嚴正聲明：
「你們不可像從
前在瑪撒那樣試探上主──你們的上帝。」
（申命記 6 章 16
節）
在新約中，耶穌也和以色列民一樣曾在曠野，度過 40 天沒
食物的日子。但不同的是，耶穌沒有忘記上帝的恩典，因祂

受幫助的家人後來知道是這位每天晨跑的先生暗中捐助，心
中非常感謝老天這麼眷顧他們。這好心人士持續做了一個月
後，發現另一戶更需要幫助的人，於是將原來的 100 美元投
入這家的信箱。經過一段時間，之前受幫助的人因為沒再收
到錢，就氣忿忿地想問個清楚，一早果然遇到那位先生，就
抓著他說：
「你為什麼不再給我 100 元？」
上述故事，是否讓你看見人不知感恩和愛抱怨的心態？若把
眼光轉回今天的經文，以色列民似乎也有類似情況。

知道上帝的靈和祂同在。這讓耶穌非常有決心、毅力與確信；
即使環境再不好，耶穌依然不忘上帝時刻同在的恩典，用非
常安靜、沉穩、清楚的心來面對一刻。唯有記念上帝的恩典，
人才可能真實感受到上帝的話是危機中的力量。耶穌引用聖
經對試探祂的撒但說：
「要拜主──你的上帝，惟獨敬奉祂。」
「人活著不是單單靠餅，必須靠上帝的話。」
「不要試探主，
你的上帝。」耶穌永不忘記上帝的愛與恩典，並且時時靠上
帝的話語，將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記念上帝的恩典
以色列民不久前才經歷過上帝賜下鵪鶉與嗎哪的恩典，現在
卻又在抱怨了。經文一開始指出，他們遵照上主的指示離開
汛曠野，一站一站遷移，來到利非訂紮營。想不到，那裡卻
無水可喝。以色列民本應想到上帝不久前的供應；不過，他
們此刻卻大吐苦水，甚至說：
「從前我們的同胞以色列人曾死
在上主的聖幕前；我們寧可跟他們同死。」
（參閱民數記 20
章 3 節）
我們看見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就一直在抱怨；或許他們在埃
及已經抱怨慣了，現在遇到苦難，不滿的心態更顯露出來。
今天經文連續記錄兩次「埋怨」與「試探」
，只不過另一次已
變成地名「瑪撒」與「米利巴」
。這表明當時以色列人忘記上

◆停止埋怨提升靈命
上帝每日都賜下新的恩典，期待祂的國能降臨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們要好好謹守上帝的誡命，遵行祂的道，敬畏祂。上
帝時時刻刻帶領我們，保守我們；所以當苦難來臨，我們要
思想的或許是上帝在管教我們，要我們學習不再抱怨了。上
帝若不疼惜人，那麼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抱怨時，祂怎麼會給
他們所不認識的嗎哪？
有時苦難一來，我們總看不見上帝早已保守我們，忘記祂早
就把最好的福分賞賜給我們了。即使苦難來臨，也是上帝要
透過這患難來鍛鍊我們，試驗我們，為要給我們得著永恆的
福分。上帝若不在曠野苦煉我們，我們很容易就心高氣傲，
忘記祂的恩典；就像以色列人忘記上帝將他們從埃及為奴之

《不要再抱怨》

台灣教會公報社網上資料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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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領出來，忘記所有恩賜、能力是從祂而來，以致認為自己
擁有的財富和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沒有人像耶穌基督那樣，讓自己無罪的
生命代替有罪的生命被釘在十字架上。主耶穌流出寶血，就
是為了洗淨那相信祂或不相信祂的人，使人罪得赦免，生命
不再有瑕疵。為了我們，主耶穌甘心放下尊榮的生命，成為

莫大的恩惠，因為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都已超過原本該有的。
當我們真正用感謝上帝恩典的心來生活時，將發現祂一路帶
領我們進入那有泉源湧流出來的美地；因為祂時時刻刻的同
在、帶領，我們也必如鷹展翅上騰，即使經歷生命的高峰與

僕人的樣式，幫助我們走出被挾制的奴隸生命，希望我們體
會成為祂兒女的喜悅。所以，我們不要再被撒但欺騙了，不
要再抱怨了，不要再懷疑上帝對我們的愛，更不要放棄祂喜
悅我們成為王子公主的尊榮的生命。
我們不要忘記上帝的恩典，也不可忘記祂的話。有時上帝讓
我們經歷苦難、經歷飢渴，是要讓我們體會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祂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正如祂曾帶領以色列人
藉著祂的話語，經過廣大可怕的曠野，祂仍從天降嗎哪，讓
水從堅硬磐石中流出來餵養他們。的，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告
訴我們，即使我們肉體毀壞，內心卻要因為主而一天新似一
天，讓屬靈生命更有能力。上帝必補償我們，即使我們物質
上好像缺乏了，但靈性上卻跨了一大步，使我們得以一步一
步前進，屬靈生命更像主耶穌基督。

================================================

低谷時，都能定睛盼望那永恆的生命。

教會近期活動
1) 7/9 將會慶祝中秋節, 請為當天食物自由奉獻。
2) 20/9 將舉行秋季旅行，地點：倫敦奧運村，每名收費
£10，請與張楊偉虹姐妹報名。
3) 4/10 將於救世軍舉行大學生迎新會，求主帶領本聚會
讓學生們能在海外但有如在家的感覺。
4) 26/10 本堂將舉行 20 週年堂慶，講員: Rev.Dr
.Christina Le Moignan，請為當天食物自由奉獻。
5) 本堂謹訂於 8 月 25 日至 28 日舉行本年夏令會，敬約
弟兄姐妹預留時間來赴會。
6) 本堂並於 9 月 2 日至 6 日舉辦衛斯理尋根團，並將由
盧龍光牧師帶領，請兄姐預留時間，共沐主恩。
7) 若信徒是一位納稅者而有給教會奉獻，就懇請參加本
堂的退稅計劃＜Gift Aid＞，請向廖薜恆燕姐妹索取參
加退稅計劃。如你的奉獻是入信封並填上名字，教會
也能從政府收到一些退稅。

◆擁有更豐盛的生命
正如文章一開始所提到的故事，那個窮苦人家因他人的慈愛
已持續領受每天多出來的祝福；但他卻不知感恩，反而向施
惠者抱怨。同樣的，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所賞賜的，早已是福
杯滿溢了。當我們仔細思想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家庭、
親屬、健康、工作、服事時，會發現上帝早已給了我們豐富
的恩典。我們不要只在乎眼前短暫的失去，而遺忘了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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