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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群體》 

　　弟兄姊妹，新的⼀年⼜到了。過去⼀年您會如何總結？對
教會來說，這⼀年是經歷轉變的⼀年，堂會踏⼊30年，進⼊新
的⾥程；同⼯的增加和轉變；教會年輕的⼀代逐漸加⼊事奉的
⾏列；我們亦將於明年下旬遷⼊新的堂址。或許對部份⼈來說，
這些轉變帶來不安，然⽽，跟隨耶穌的路途，經歷變化是常態，
叫我們更成熟、更合適被上帝所⽤。讓我和⼤家⼀起回到舊約
摩西的時代，看上帝怎樣透過變化，來磨煉並祝福祂的⼦民。 

⼀、出去！為作戰作好準備：在《民數記》⾸兩章，上帝⾸先
要他們數點⼈數：「你要按宗族、⽗家、⼈名的數⽬計算以⾊
列全會眾，數點所有的男丁。以⾊列中凡⼆⼗歲以上能出去打
仗的，你和亞倫要按照他們的隊伍數點（⼀2-3）……」經⽂強
調，以⾊列⼈數點⼈數是為了「出去」，為戰爭作準備。 

　　弟兄姊妹，當我們決定信耶穌，上帝讓我們嘗到初信主的
快樂，然⽽，決志信主並⾮信仰的終點，正如以⾊列⼈出了埃
及，不等於他們已經完成使命。跟隨耶穌是⼀個旅程，我們透
過每⽇⽣活的抉擇、經歷⽣命不同的時刻，去學習在變幻的⼈
⽣中倚靠上帝。所以，「保持移動的信仰⽣活」是成⾧所需要
的。在過去⼀年裡，或更⾧的年⽇，我們仍然勇敢⾯對轉變，
在信仰中尋求突破？還是已安於現狀，不想再作任何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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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年1⽉月份差傳單位代禱需要 

差派單位：董上⽺羊、蔡佩恩宣教⼠士（烏⼲干達） 

1. 2018年年4⽉月、5⽉月有來來⾃自美國、加拿⼤大的短宣隊到來來，在貧⺠民窟的⼩小學、當地及華⼈人教

會中服事，求主使⽤用他們，並保守所有籌備的⼯工作。另外有數隊短宣隊（ 包括兒童事

⼯工及醫療隊）在計劃再來來烏⼲干達服事，求主使⽤用。 

2. 2018年年我們⼀一家在6⽉月⾄至8⽉月會回亞洲分享烏⼲干達事⼯工，求主使⽤用。  

3. 因著「夢想翅膀」事⼯工，我們有機會走近好些住在貧⺠民窟的家庭。求主賜我們智慧與耐

性，去跟進和⿎鼓勵這些家庭，幫助他們在困境中建立對上帝的信⼼心。  

⽀支持單位：呂呂⽂文東、鍾倩⽂文宣教⼠士（柬埔寨） 

1. 感謝主為新光、⽢甘泉和美⾨門預備本地同⼯工，為整個團隊的相處、成長，並能夠彼此建立

禱告；⼜又記念念各事⼯工的福⾳音機會，並求主引導未信主的同⼯工明⽩白真理理。 

2. 為我們搬出市區、遠離宣教⼠士網絡，在新社區的適應禱告。 

3. 為我們的⾝身⼼心健康，有⼒力力去推動各事⼯工發展並繼續忠⼼心於教育、傳道的使命禱告。 

4. 為我們在2018年年⾯面對的新挑戰禱告：與本地⼈人同⾏行行、差會⾏行行政、接待及推動宣教等的

新安排。 

⽀支持單位：劉劉淑姬宣教⼠士（泰國） 

1. 為我預備回去述職，安置泰國⼯工場各樣事情交代，交接，房⼦子的安置等事情，許多繁瑣

的事情等，能⼀一⼀一對應。 

2. 為我需要去曼⾕谷做⾺馬來來⻄西亞簽證禱告，希望⼀一切順利利。 

3. 為這個⽉月有⾺馬來來⻄西亞辦事處來來做宣教中⼼心籌款的錄影事⼯工禱告。 

4. 為泰國宣教中⼼心，這個⽉月開始挖井和拉電的⼯工程順利利進⾏行行，更更為著這裡的同⼯工團隊，有

主的保守能同⼼心合⼀一，完成神託付的⼯工作。 

⽀支持單位：許沛鋒、⿈黃麗君宣教⼠士（⽇日本） 

1. TMC透過聖誕禮物盒、「兒童聖誕」活動、報佳⾳音及平安夜燭光崇拜向很多墨墨⽥田區居

⺠民介紹耶穌降⽣生及聖誕的真正意義。  

2. 感謝神使⽤用TMC報佳⾳音團隊，求神感動外地教會未來來派短宣隊參參與TMC的聖誕佈道活

動。  

3. 感恩TMC過去⼀一年年平均每週超過三⼗十⼈人出席崇拜，求神繼續將同⼯工及會眾加給教會。 

4. 求主讓沛鋒與加拿⼤大差會主任Melvin和PJ Sayer在教授英語事⼯工上有美好配搭。  



2017年年12⽉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2017年年11⽉月堂費累積結存 $514,973.77 同⼯工薪⾦金金 136,480.50
奉獻/其它 公積⾦金金及利利息 8,115.00
當納⼗十⼀一 145,600.00 社保 1,350.00
其他 145,386.00 神學⽣生實習津貼(11及12⽉月) 9,270.00
無封 17,344.20 清潔費 8,000.00
主⽇日學 867.50 講員費 3,927.00
信諾團 1,341.00 信諾團午餐費⽤用資助 1,656.40
獻花 200.00 購買書籍及教材 895.00
⾳音響 500.00 教會除夕晚餐 1,555.90
教會裝修費 6,000.00 安裝正堂對講機 6,868.00
銀⾏行行轉賬奉獻1 16,000.00 建道神學院事⼯工⽂文憑認證課程 30,389.86
銀⾏行行轉賬奉獻2 7,300.00 ⽀支付幹事零⽤用⾦金金 3,00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3 12,800.00 信⼼心堂新址租⾦金金(2018年年1⽉月) 70,04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4 500.00 雜費 4,673.60
銀⾏行行轉賬奉獻5 9,000.00 電費 64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6 7,300.00 電話費 512.00 287,373.26
銀⾏行行轉賬奉獻7 14,500.00
銀⾏行行轉賬奉獻8 500.00
銀⾏行行利利息 75.94 385,214.64

代轉 代轉

黎黎師⺟母 300.00 黎黎師⺟母 300.00
李美儀傳道 300.00 李美儀傳道 300.00
某傳道夫婦AB 2,400.00 某傳道夫婦AB 2,400.00
某傳道A 600.00 某傳道A 600.00
某傳道B 400.00 某傳道B 400.00
某姊妹A 400.00 某姊妹A 400.00
某姊妹B 3,000.00 某姊妹B 3,000.00
澳⾨門學⽣生福⾳音團契 1,000.00 澳⾨門學⽣生福⾳音團契 1,000.00

⽀支持宣教⼠士： ⽀支持宣教⼠士：

董上⽺羊宣敎⼠士夫婦 100.00 董上⽺羊宣敎⼠士夫婦 100.00
呂呂⽂文東宣敎⼠士夫婦 1,000.00 9,500.00 呂呂⽂文東宣敎⼠士夫婦 1,000.00 9,500.00

總收入 394,714.64 2017年年12⽉月堂費累積結存 $612,815.15
$909,688.41 $909,688.41

12⽉月堂費收入: $394,714.64      12⽉月堂費⽀支出: $296,873.26      12⽉月堂費結餘: $97,841.38

17年年11⽉月結存 17年年12⽉月收入 17年年12⽉月⽀支出 17年年12⽉月結存

差傳基⾦金金 354,128.10 64,080.00 ⽀支持宣教⼠士 30,000.00 388,208.10
神學基⾦金金 44,661.60 400.00 45,061.60
慈惠基⾦金金 11,828.80 520.00 12,348.80
發展基⾦金金 4,110,416.55 5,900.00 4,116,316.55
退休教牧基⾦金金 108,340.00 6,590.00 114,930.00
*給予本堂之⽀支票抬頭請寫「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司庫：丘福源    司數：鍾志江

中國銀⾏行行澳⾨門元⼾戶⼝口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 / Igreja Protestante Faith Church de Macau  0 7 0 0 1 0 2 8 7 2 6 2



⼆、順從。為信⼼打穩基礎：在《民數記》裡⾯，另⼀個經常
出現的字詞是「耶和華所吩咐」，為甚麼「照做耶和華所吩咐」
是那麼重要？環顧整卷《聖經》，上帝對祂的⼦民就只有⼀個
要求：順從。所以，當以⾊列臨近迦南地，摩西是這樣勸勉他
們：「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上帝所吩咐的謹守遵⾏，
不可偏離左右。你們要⾛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吩咐的⼀切道
路，使你們可以存活得福，並使你們的⽇⼦在所要承受的地上
得以⾧久（申五32-33）。」上帝對於屬祂的⼈，由始⾄終，就
只有這⼀個要求：順從。 

　　弟兄姊妹，《民數記》告訴我們，信⼼是敢於實踐上帝的
吩咐。順從不單是「同意」上帝的⼼意，向上帝表⽰祂「對」、
「應該的」，但⾃⼰卻袖⼿旁觀，無⽬的地等待。相反，在⽇
常⽣活遵⾏上帝，逐步嘗試以⾏動表達對上帝的順從，這才是
信⼼的表現。 

三、利未，以神為本的象徵：「利未⽀派」在《民數記》佔很

重要的部份。它是以⾊列12個⽀派之⼀。但上帝將利未⽀派分
別出來，沒有被編⼊軍隊中，也不⽤經營⾃⼰的⼟地，⽽專責
從事宗教事務。上帝之所以有此安排，重點並⾮要突顯利未⽀
派⾼⼈⼀等、特別蒙上帝喜愛。⽽是要表明，以⾊列民，是個
重視上帝的群體，他們將事奉上帝放在⾮常重要的位置。 

　　今⽇，在耶穌所建⽴的教會裡，我們都成為祭司，幫助⾝
邊的⼈敬拜上帝。您的⽣活是如何表明您重視上帝？在我們的
時間、⼼⼒的⽐重上⾯，我們是如何表達，我們是⼀群重視上
帝的群體？在新的⼀年準備展開，您打算花多少時間、代價去
過⼀個重視上帝的⼈⽣？求主幫助我們，給我們重新⽴志的勇
氣，為過重視上帝的⽣活作準備。——黎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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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各經常聚會出席⼈人數（平均數）： 

1⽉月份肢體及聚會消息： 

• 1⽉月份起，⽉月禱會改為逢第⼆二個禮拜四，肢體交通會改為逢第四個禮拜四。 

• 1⽉月份起，詩班訓練時間將改為逢週三晚上7時半。 

• 1⽉月份起，栽培訓練時間為逢第⼆二個禮拜五晚上8時半-10時。 

• 教會結他班為逢週六4時半，地點於新樂樂樂樂副堂，歡迎有興趣⼈人仕參參加。 

• 教會桌遊⼩小組為逢週⼆二7時45分，歡迎有興趣⼈人仕參參加。 

• 1⽉月11⽇日（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月禱會，由黎黎光偉牧師負責。 

• 1⽉月12⽇日（五）晚上8時半⾄至10時半為栽培訓練。 

• 1⽉月25⽇日（四）晚上8時半為肢體交通會。 

預告2018年年2⽉月份的聚會： 

• 2⽉月2⽇日晚上8⾄至10時（五） 
2⽉月3⽇日下午2⾄至6時（六）　為教會研經⽇日營：但以理理書選讀，講員為馮錦鴻傳道。 

• 2⽉月8⽇日（四）晚上8時半為本堂⽉月禱會，由盧 ⿈黃淑卿姊妹負責。 

• 2⽉月9⽇日（五）晚上8時半⾄至10時半為栽培訓練。 

• 2⽉月22⽇日（四）晚上8時半為肢體交通會。 

主⽇日崇拜 241 (141) 信諾少⻘青團 25 (9) ⽉月禱會 12

兒童主⽇日學 47 (35) 信恩⻘青年年團 35 (24) 交通會 40

信愛伉儷團 25 (17） 信德⻘青年年團 11 (6) 信恆成年年團 10

1. 教會正進⾏行行核淮更更改⼯工程申請，期望於1⽉月31⽇日前遞交有關交件。 

2. 記念念流感⾼高峰期，為學校、社區中⼼心及醫院的前線職員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能

有智慧、果斷應對流感的挑戰。也懇請⼤大家為教會的事奉⼈人員禱告，求主幫助我

們，盡所能讓全會眾在安全的環境下聚會。 

3. 記念念所⽀支持的宣教⼠士，新⼀一年年繼續蒙上帝帶領，讓福⾳音得到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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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封
11⽉月

【98】 500 【100】 1100

12⽉月

【01】 2000 【02】 100 【03】 800 【04】 300 【05】 500

【06】 500 【07】 1100 【08】 200 【09】 1000 【10】 103

【11】 600 【12】 6000 【13】 3000 【14】 100 【15】 500

【16】 100 【17】 2500 【18】 9000 【19】 12000 【20】 200

【21】 100 【22】 200 【23】 200 【24】 1000 【25】 1200

【26】 3100 【27】 12100 【28】 4000 【29】 4000 【30】 1000

【31】 50 【32】 3400 【33】 3000 【34】 3000 【35】 9000

【36】 3000 【37】 2000 【38】 200 【39】 500 【40】 500

【41】 1500 【42】 500 【43】 300 【44】 2500 【45】 200

【46】 800 【47】 500 【48】 300 【49】 1133 【50】 500

【51】 500 【52】 1000 【53】 3000 【54】 19600 【55】 2000

【56】 3000 【57】 100 【58】 11000 【59】 500 【60】 500

【61】 500 【63】 200 【64】 1100 【65】 100 【66】 503

【67】 1000 【68】 1500 【69】 750 【70】 7000 【71】 10000

【72】 10000 【73】 2500 【74】 5000 【75】 4900 【76】 4500

【77】 100000 【78】 200 【79】 380 【80】 7500 【81】 7200

【82】 300 【83】 2000 【84】 1000 【85】 1000 【86】 1000

【87】 200 【88】 3000 【89】 100 【90】 100 【91】 500

【93】 1100 【94】 3000 【95】 500 【96】 6300 【97】 100

【98】 1350 【99】 3100 【100】 3550 【101】 1100 【102】 500

【103】 100 【104】 500 【105】 500 【106】 1500 【107】 3000

【108】 1800 【109】 500 【110】 100 【111】 1000 【112】 100

【113】 500 【114】 4000 【115】 12257 【116】 7500 【117】 100

【118】 3100 【119】 500 【120】 3400 【123】 6000 【124】 400

差傳認獻

17年年12⽉月
【1】 300 【2】 500 【3】 500 【4】 - 【5】 500
【6】 - 【7】 200 【8】 - 【9】 - 【10】 1200
【11】 - 【12】 1500 【13】 - 【14】 - 【15】 -
【16】 200 【17】 - 【18】 400 【19】 - 【20】 -
【21】 200 【22】 200 【23】 1000 【24】 - 【25】 200
【26】 - 【27】 1000 【28】 200 【29】 3000 【30】 -
【31】 1480 【32】 100 【33】 1200 【34】 500 【35】 -
【36】 - 【37】 1600 【38】 200 【39】 - 【40】 4000
【41】 - 【42】 - 【43】 2000 【44】 - 【45】 -
【46】 200 【47】 2000 【48】 2500 【49】 100 【50】 1000
【51】 - 【52】 800 【53】 - 【54】 - 【55】 4000
【56】 300 【57】 2000 【58】 100 【59】 500 【60】 -
【61】 - 【62】 - 【63】 500 【64】 500 【65】 -
【66】 500 【67】 600 【68】 - 【69】 - 【70】 -
【71】 150 【72】 - 【73】 - 【74】 - 【75】 -
【76】 - 【77】 100 【78】 - 【79】 - 【80】 -
【81】 - 【82】 - 【83】 200 【84】 200 【85】 200
【86】 - 【87】 - 【88】 - 【89】 1000 【90】 500
【91】 - 【92】 6000 【93】 500 【94】 - 【95】 -
【96】 - 【97】 750 【98】 1000 【99】 - 【100】 -
【101】 500 【102】 500 【103】 - 【104】 - 【105】 10000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們在疾病的掙扎中，渴望藉著潔淨的⽔，得到上帝的醫治。《聖經》

告訴我們當時的畢⼠⼤池，「裏⾯躺著許多病⼈，有失明的、瘸腿的、

癱瘓的（約五3）。」然⽽，他們⼀直得不到盼望，⽔池沒有為他們帶

來真正的清潔。 

　　及⾄耶穌到來，扭轉了這個局

⾯，祂不但在畢⼠⼤池醫好⼀位病

了⾜⾜38年的病⼈（約五5-8）；也

透過西羅亞池，讓⼀位⽣來瞎眼的

⼈復⾒光明（約九1-7）。 

　　事實上，⽤來⾏潔淨禮的⽔池，

它本⾝並沒有任何魔法，更不會讓

⼈得到真正的潔淨。但透過耶穌基

督的使⽤，卻成為⼈得醫治⼯具。 

　　今天，兩個⽔池已經⾯⽬

全⾮，再沒有⽔留在池的遺址

裡。隨著聖殿的被毀，⼈們再

沒有淨⾝的需要。現在只能夠

運⽤個⼈的想像⼒，懷緬過去

朝聖者遠道⽽來的熱鬧情境。 

　　雖然，我們再尋不著淨⾝池，

聖殿也不再復⾒。不過，醫治⼈

⾝⼼靈的上帝，卻仍然活著。祂

不但赦免我們的罪、得到真正潔

淨。更藉著聖靈，教導我們過聖

潔的⽣活，以清潔的⼼迎⾒上帝。

——黎光偉 

2004年年發現⻄西羅亞池的遺址，現只剩下池邊的台階

⻄西羅亞池的想像圖

以⾊色列列博物館內，⻄西羅亞池的建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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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重遊耶路撒冷聖殿的遺址時，發現舊城

區有兩個⼤型的⽔池，當然，今天它們已不具儲⽔

⽤途，成為歷史遺跡。這兩個⽔池分別分別置於聖

殿以北地勢較⾼的「畢⼠⼤池」，以及聖殿以南地

勢較底的「西羅亞池」。原來這兩個池⼦其中的功

⽤，相信是讓朝聖者進⾏淨⾝的禮儀。 

　　為甚麼進聖殿者需要淨⾝？這可以追溯到摩西頒佈律法的時代。

原來當時⼈因⽪膚病、接觸屍體，或⽉經等情況，會被視為不潔淨，

這⼈除了⾝體復原或清潔乾淨外，他必需要⾏潔淨禮儀。因為，經上

說：「……任何不潔淨的⼈，他若不潔淨⾃⼰，那⼈要從會中剪除，

因為他玷污了耶和華的聖所，除污穢的⽔沒有灑在他⾝上，他是不潔

淨的（民⼗九20-21）……」⽽淨⾝禮儀其中⼀個不可或缺的部份，就

是「⽤⽔洗澡」，象徵整個⼈得到潔淨。⽽當時祭司或利未⼈，他們

在進⼊聖殿事奉以先，也要進⾏淨⾝禮儀。 

　　到了耶穌時代，淨⾝⽂化已相當普及，

⼈們會在進⼊聖殿以先，清潔⾃⼰，預備以

潔淨的狀態朝⾒上帝。⼤型的公共⽔池亦成

為淨⾝的場所。不但如此，隨著社會的變遷，

⼈們除了希望在池中得到潔淨，更盼望得到

醫治。畢⼠⼤希伯來⽂意思為「憐憫之家

⼈可⾒當時，「（ beṯ ḥisdāʾ ,ּבֵית חִסְּדָא）

信⼼心之旅⼆二：潔淨與醫治

畢⼠士⼤大池遺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