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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自
己。」（提後2:13）

《民數記》把神的信實活畫在我們眼前；神所應許的，祂絕不

失信。不在乎我們對神的信心如何，神都會應驗祂所應許的，

祂是信實可靠的神。但「不信」會有嚴重的後果，會面對神嚴

厲的管教。

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本來是十一天的路程，便能進入迦南

應許地。但以色列人不信，神令他們在曠野漂流了近四十年。

最後，不信的那一代（20歲以上的那一代）都倒斃在曠野。神

興起約書亞帶領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民數記》記

載了兩次數點以色列民的人數：一次是出埃及不久，另一次是

四十年後。在這四十年期間，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對比：

I.	 當日以色列人的不信﹕

A. 以色列人往加低斯途中的失敗 10:11-12:16

B. 以色列人在加低斯的失敗 13:1-14:45

C.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失敗 15:1-19:22

D. 以色列人往摩押地時的失敗 20: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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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 萍

✑  Chris Li

當
有人剛信主時，總是鼓勵他先看新約

聖經，從福音書著手，《馬可福音》

更是福音書中最短，所以是首選。而自己也

看了四福音書二十次以上，看起來應該很熟

悉主耶穌的事蹟和教訓。誠然在頭腦上知道

很多，醫病趕鬼、平靜風浪、登山變像、餵

飽五千人、四千人等等，但當講到主耶穌三

次預告主自己必須受許多的苦，被祭司長和

文士棄絕，並且被殺，第三天復活時，門徒

的反應給自己當頭棒喝；原來自己也是一

樣，新舊約聖經看了很多遍，頭腦增加了很

多聖經知識，甚至教導人，但自己的心，信

得太遲鈍。門徒一直有主同在，見證主所講

所作，出來的反應：彼得說不可、門徒爭

大、坐左邊和右邊，完全忽略主說話內容的

[迴 響] 

意思，亦反映到自己過往讀經的粗心大意，

錯過了主寶貴的說話。

馬利亞獻香膏讓主仍在地上時已能享

用，正因她能靜心在主腳前。現今自己雖然

準備進入老年階段，但主仍給自己這樣反思

的機會，要獻得及時，未見主面仍可獻上。

「人子來，並不是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

10:45，尊貴的主竟然來服事我們這些卑微

的人。

我們若能明白主話語，跟從主腳踪而

行，齊來服事主、服事人，不是爭競教會領

導地位，這樣教會的生活是主為大、主為

首，有主同在，就是天堂。                                        

這
是我第三次參加聖經信息協會的課

程，之前的兩個課程是查考《創世

記》及《出埃及記》，而這次則是研讀《馬

可福音》。我之前已讀過《馬可福音》及其

他福音書數次，亦有參加過關於福音書的查

經班及主日學，並一直以為《馬可福音》算

是在聖經裡較顯淺的一卷書，然而這個課程

卻令我對《馬可福音》改觀，發現它裡頭其

實也藏著很多的奧秘。

在完成這次課程後，我感覺獲益良多，

不單是因為能夠重新仔細查考耶穌基督的事

蹟及教導，而且這個課程也清楚解釋了一些

我之前不明白的比喻和預言。另外，這也是

我第一次以比較福音書的方法來閱讀《馬可

福音》，發現一些福音書之間看似不吻合的

地方，其實都有合理的解釋，這對於當我

要解釋聖經給身邊的弟兄姊妹時有很大的幫

助。這個課程裡的反思及應用問題亦很發人

深省，讓我再次思考主耶穌與我的關係，從

而鼓勵我行事為人都該與所蒙的恩相稱。

怎樣準備新一代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這充

份證明神的應許是絕對可信可靠的。神給亞

伯拉罕的應許是沒有條件的，絕對不會因為

人的不信便把應許取消，只不過是延遲了近

四十年，便信實地把以色列人帶進迦南應許

地。

你對神的信心如何？有軟弱嗎？以色列

人當年的失敗，是我們信心生活的一個很好

的鑑戒（林前10:1-13）。仔細閱讀《民數

記》，不要犯當日以色列人不信的錯誤。從

當日的以色列人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不信的嚴重性。從神的信實、當日給那一代

以色列人的供應、帶領，讓我們可以深深地

體會到神的慈愛、憐憫。神是絕對可信可靠

的，神不會因我們的軟弱就把我們丟棄，這

在我們信心成長的路上有很大的幫助。

你信神的應許嗎？你對神的話有沒有信

心？神是不失信的，那我們該如何過信心的

生活？

以色列人當日的失敗是在他們的信心上。他

們不信的行為包括：

1. 為食物發怨言

2. 米利暗及亞倫對摩西的領導生嫉妒

3. 十個探子報惡信，以色列人不信神的應

許，只看眼前的困難

4. 可拉黨的背叛 – 不順服神和摩西的權柄

5. 摩西的軟弱及不信的行為

6. 巴蘭的試探：以色列人與外邦女子親近

行淫，拜她們的偶像

II. 神的信實、帶領及供應

神無條件的應許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

罕的後裔以色列人，祂並沒有因以色列人的

不信，便把應許取消。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不

信，他們便不能得到應許地的福氣；然而在

四十年後，神信實地藉著約書亞帶領新一代

的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民數記》記載神

✑ 鄧英善牧師

Dr. Patrick Tang



✑  Billy

✑  麥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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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主讓我可以參與是次《馬可福音》的研經課程。由於在過程中我

們需要查考其他福音書、舊約聖經及《啟示錄》裏的預言，讓我不

單對《馬可福音》書的內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更令我對整個基督信仰有更

進深的認識，讓我對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架上，並從死人中復

活的事蹟有更深刻的體會。參與了這次課程，我發現最大的益處就是讓我

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有著更大的信心，現在跟人傳福音時再沒有從前那種戰

戰兢兢的感覺，而是可以更清晰地、更有說服力地把信仰的核心傳給未信

的人。再一次感謝主為我安排了這次寶貴的研經課程。 

[迴 響] [迴 響] 

神
的大能：神藉十災讓埃及人知道耶和

華是誰，祂擊打埃及人所拜的假神偶

像：生育之神、曠野之神、太陽神、牛神及

管理疾病、瘟疫、醫治、天空、莊稼、生

產、風暴等等之神。

1. 神的信實：神應許的，祂必成就。

以色列民忘記神如何把他們從埃及為

奴之地領出來，讓他們可以進入祂向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應許的迦南地。當他們剛

剛離開埃及地不久，就開始埋怨無水、無食

物，神一路供應他們一切所需。

今天回想神在我人生路上，好多次用祂

大能的手將我抱起，經過死蔭的幽谷，我要

決意永不忘記祂的恩典，堅定相信祂是我的

供應者，祂是我隨時的幫助。

2. 神喜悅甚麼？神喜悅人的聽話和順服。

在造會幕的過程中，神親自吩咐摩西

造會幕的材料、尺寸、步驟，清楚表明祂是

位有次序的神，正如祂創造天地萬物時也是

有次序的；再者，當以色列民甘心樂意的奉

獻，並完全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話，去完成

造會幕的工程。聖經記載一幅很美的圖畫：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

滿會幕…」當人順服聽從神吩咐時，神不就

向人彰顯喜悅？神與人同住同在，何等大的

恩典。神與人同在，感謝神！

✑ Doris Lam

《馬可福音》是我參加聖經信息協會課程第三個經卷。完成十課《馬

可福音》課程的功課後，作一個檢討，看看自己要改進的地方，有沒有遺

漏了或沒有做好的。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不祇是找到答案，而是應該不惜時間，盡可能跟

著習作的指示來做。習作列舉的參考經文,要一一細讀。我們可以透過不

同經文，比較內容，得出最好的答案。例如第十課的5.2.3有8節參考經

文，祇有每節都閱讀，才有完整答案。

另外是背誦鑰節，可以幫助我們對經文有更深的體會。例如背誦可6

章34節令我想起主是憐憫的主，顧念人的需要，雖然疲倦，仍起來餵養祂

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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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在查考整卷《出埃及記》中共40
章的經文，察看到神的偉大、信實、

憐憫。祂曾應許亞伯拉罕要把以色列人從埃

及為奴之家救贖出來，並要帶領他們到應許

之地(創15:13-14)，神亦向亞伯拉罕指著

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

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

星、海邊的沙，你的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

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因你的後裔得福。」(創

23:16-18)

- 神藉著祂巧妙的安排，使摩西在埃及的社

群成長，祂呼召摩西作以色列人的拯救

者，並透過摩西和亞倫向法老提出領以色

列人出埃及的要求，後因法老的心剛硬而

施行十災使其屈服。

- 神藉火柱、雲柱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境，並使紅海分開，帶領以色列人避過法

老的追趕，使每個以色列人都有機會領受

和體會到祂的恩典和施行的神蹟。

- 祂在曠野中賜水和食物使以色列人得以存

活。

- 祂賜下律法和典章給以色列人以重整他們

對神的信仰，並向神遵守與祂所立的約。

- 神啟示會幕、祭司聖衣的樣式，膏立和獻

祭的指示，會幕的功用，使眾以色列人都

能明白到獻祭、敬拜和救贖的意義，並因

此得與神相會。

- 神指定會幕的人選，因這些人都是有祂的

靈所充滿，有智慧聰明、知識及能作各樣

創
天造地三位一體真神，感謝讚美

祢，讓我在同工退修營有份，可以

出席不是偶然的，感謝祢揀選和安排，

給我人生再次學習機會。

這次退修營學習，重新調整我事

奉的焦點。首先要敬畏耶和華，盡心、

專心去事奉。學習耶穌的榜樣，不以自

己與神同等為強奪，放下自己，反倒虛

己，自願不使用神的權柄，百分百神和

人，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讓我看見神奇妙大愛，

我既然被神揀選，更加要努力事奉，在

每次事奉都要謹記神的恩典，碰到困難

要謹記救主與我同行，祂必照亮我路

程；只要聽主命令，信靠順服，此外并

無別法；惟有信靠順服，主必憐憫，因

為活著不再是我，乃是榮耀基督。

感謝神，賜鄧英善牧師有屬靈亮

光，明白我在事奉路上所遇見及碰到的

各樣事情；

感謝神，指引鄧牧師親自教導，在

我生命裡，有鄧牧師和弟兄姊妹同走天

國之路；

感謝讚美神的恰當安排，讓我在這

次退修營裡，學了人生中寶貴的事奉一

課：

信靠順服，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林峰

✑ Ella Chung

[迴 響] 

的巧工，因神要求嚴格完美，祂要與以色

列人同在。

- 神強調安息日的重要性，祂要以色列人世

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神並賜下法

版作為立約的憑據。

- 以色列人在經歷了神的帶領、賜與和這豐

盛的恩典後，很快便偏離神的道，自行鑄

造了一只金牛犢並向牠下拜和獻祭，這事

真叫人難以理解，這群以色列人不久前才

經歷神的各樣恩典，現在他們對神的信心

如此薄弱，惹動神向以色列人大發烈怒。

- 神是有憐憫、慈愛、恩典和救贖，祂垂聽

摩西代求，接受百姓的悔改，衪的應許(

出33:1)沒有滅絕以色列人，並與他們重

新立約。

- 以色列人為造會幕所需而甘心樂意奉獻，

會幕及一切所需順利完成並建立起來，耶

和華使衪的榮光充滿了會幕。

我經過十個星期對整卷《出埃及記》的

研讀，深深體會到神的偉大、信實、慈愛、

憐憫、恩典…衪重視與以色列人及列祖立的

約，拯救衪的子民脫離困境及一切的苦難。

感謝神，藉主耶穌十架的犧牲和救贖，

並藉福音的廣傳，使我們都可以因信耶穌成

為神的兒女。願我們都能夠常存感恩的心，

活出基督的樣式，並求主幫助我們脫離罪惡

的捆綁。

願榮耀、頌讚歸於神！

自
從本年三月開始參加聖經信息查經班的《

路加福音》、《加拉太書》及《以弗所

書》研讀至今，多謝鄧牧師的悉心教導，在這半

年裡，我對聖經真理的理解加深了很多。每次做

功課的時候，因著鄧牧師設計的問題，令自己更

仔細思考及認識耶穌的救恩。

在《路加福音》中，鄧牧師提到耶穌與門徒

的親密關係，祂的慈愛、彼此感情的流露盡在不

言中：就是耶穌呼召西門作門徒的第一次眼神接

觸，及最後一次：「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

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先，你要

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路22:61-
62）

這個透過分組討論得以交流各組員對經文

的不同領受及分享，最後由鄧牧師作深入分析及

講解的查經班，使我不但更清楚經文的內容，而

且印象更深刻。尤其鄧牧師總結每一課的屬靈功

課，大大提醒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是建基在神的

話語上，是真實可信的。」「出於神的話，沒有

一句不帶能力。」「耶穌是基督：我們對祂的認

識要直接、正確、全面。」更要在實踐上也認定

耶穌是我們人生的主，跟從祂，為主傳揚福音。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

要得人了。』」（路5:10）傳福音就能得到真正

的喜樂。名字在生命冊上：信耶穌得永生。

衷心感謝鄧牧師開設這個查經班，讓我們弟

兄姊妹有機會一同學習、一同成長，又多謝組長

們的親切牧養，彼此關懷，扶持勉勵。讓我們在

地上已活出、享受天家般的喜樂生活。讚美感謝

主，在我們中間帶領著一切。

✑ 周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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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选地点及时段参加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聚会地点	 民数记	 创世记(注)	 申命记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	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10/2/14	~	7/4/14	(9周)	 19/5/14	~	28/7/14	(11周)	 11/8/14	~	15/9/14	(6周)
	 90	Homebush	Road,	 28/4/14	~	5/5/14	(2周)	 	 13/10/14	~	10/11/14	(5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10/2/14	~	7/4/14	(9周)	 	 11/8/14	~	15/9/14	(6周)
	51	Hawkesbury	Road,		 28/4/14	~	5/5/14	(2周)	 	 13/10/14	~	10/11/14	(5周)
	Westmead,	NSW	2145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10/2/14	~	7/4/14	(9周)	 19/5/14	~	28/7/14	(11周)	 11/8/14	~	15/9/14	(6周)
	 Church	of	Christ	 28/4/14	~	5/5/14	(2周)		 	 13/10/14	~	10/11/14	(5周)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	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11/2/14	~	8/4/14	(9周)	 	 12/8/14	~	16/9/14	(6周)
	 	 29/4/14	~	6/5/14	(2周)	 	 14/10/14	~	11/11/14	(5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11/2/14	~	8/4/14	(9周)	 	 12/8/14	~	16/9/14	(6周)
	1A,	Kensington	Street,	 29/4/14	~	6/5/14	(2周)		 	 14/10/14	~	11/11/14	(5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12/2/14	~	9/4/14	(9周)	 21/5/14	~	30/7/14	(11周)	 13/8/14	~	17/9/14	(6周)	 	
	 5-7	Castle	Hill	Road,		 30/4/14	~	7/5/14	(2周)	 	 15/10/14	~	12/11/14	(5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13/2/14	~	10/4/14	(9周)	 	 14/8/14	~	18/9/14	(6周)
	 2/4	Gladstone	Road,	 			1/5/14	~	8/5/14	(2周)	 	 16/10/14	~	13/11/14	(5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註：《创世记》是重开课程,	只限在列出地点提供。以上日期和
地点的安排，日后如有变动，将在查经班另行通告。

讲师：邓英善牧师(现场讲解或播放DVD)

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民數記》記載了兩次數點以色列民的人數：一

次是出埃及不久，另一次是四十年後。《民數記》記

載神怎樣準備新一代以色列人進入應許地，這充份

證明神的應許是絕對可信可靠的。神給亞伯拉罕的應

許是沒有條件的，絕對不會因為人的不信便把應許取

消，只不過是延遲了近四十年，便信實地把以色列人

帶進迦南應許地。但「不信」會有嚴重的後果，會面

對神嚴厲的管教。

你信神的應許嗎？你對神的話有沒有信心？神是

不失信的，那我們該如何過信心的生活？ 

[民數記] 

神奇妙的帶領及供應	-- 
信心的回應

[聖經信息查經班]

「聖經信息查經班」是人人都天天查考聖經的平信

徒讀經運動，讀經計劃涵蓋整本新舊約全書，對比

一般查經班有以下的突破：

• 間歇性查經的突破

• 選擇性查經的突破

• 無備而戰的突破

• 單向解經的突破

「聖經信息查經班」亦是一個有傳承的讀經計劃，

裝備學員成為組長，得以帶領更多人在神的話語上

得造就。

2014年「聖經信息查經班」將查考《民數記》和

《申命記》，並重開《創世記》課程。

你願意用這方式來查經嗎？你願意接受這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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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神恩領，鄧英善牧師於本年七月經協

會安排首次踏足紐西蘭，此行在奧克

蘭主領了一連串聚會及接受一個電台直播訪

問，並拜訪了克里浸信會神學院，所有聚會

統由當地 March for Jesus 機構承辦。

各場的聚會有來自不同教會的會眾參

加，當中不乏鄧牧師在香港及馬來西亞曾

牧養過的弟兄姊妹，又遇上幾位昔日曾是

他學生的傳道人，一別經年，咸覺鄧牧師

對聖經教導的熱心有增無減。

這次的主題是「燃點火熱的心，愛慕

主的話」，鄧牧師向與會者發出挑戰，勸

喻他們有系統地恆切讀經，因為神的話是

事奉的基礎、救恩的指示、信心的根基及

[協會消息]

感
謝神的帶領，讓鄧英善牧師能夠親臨

悉尼主領七月二十日在 Uniting Ven-
ues North Parramatta Bulayu House 

首訪紐西蘭 同工退修營
屬靈操練和裝備的基礎。即時已有人表示有

興趣採用「聖經信息查經班」的模式，經過

禱告後，紐西蘭第一個「聖經信息查經班」

迅即於九月誕生，願榮耀歸神。

所舉行本年度的同工退修日。是次退修日的

主題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當日除了鄧牧師的主題信息分享外，還

有小組討論分享、代禱及集體遊戲、唱詩、

回應等內容。有卅多位同工參加了這次退修

日，享受了一天美好的團契交通時間，讓我

們對救主耶穌基督有更深的認識，重新調校

我們生命的焦點，彼此激勵，效法主耶穌基

督謙卑順服的榜樣！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

神的形像……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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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恩領聖經信息協會(澳洲)進入 

第七週年，又為事工打開了紐西蘭的門，

求主繼續帶領事工前進，榮神益人。

• 感謝神！保守帶領悉尼查經班今年順利 

完成查考《路加福音》、《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及《腓立比書》。

• 感謝神！Melbourne 和 Adelaide 的幾

間教會仍持續在教會內開辦查經班， 

求神保守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話語。

• 求神帶領 2014 年上半年《民數記》的 

報名工作，吸引更多弟兄姊妹報讀。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洲城市的 

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推動 

有系統的讀經運動，建立生命。

• 求神預備查經班各班的事奉人手，特別 

預備足夠正、副組長帶查經。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行動上、禱告上、 

經濟上支持 BESA 的各樣需要。

[感恩代禱事項]

Suite 228, Level 3, 813 Pacific Hwy.,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P.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Ph:(02) 8021 0139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www.bibleexposition.org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ABN 20 440 148 379  

顧問牧師： 
張明俊牧師、鄭智斌牧師、謝友德牧師

董事會

主席： 鄧英善牧師 

義務文書： 陳梁璧儀

義務司庫： 林譚美莉

委員： 劉國楨、余大峰 、伍志強

幹事： 曾雪莉

義務法律顧問：周傑輝律師

編輯委員會： 林譚美莉、曾雪莉

[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1/7/13 - 30/9/13 收支簡報

 1/7/13 – 30/09/13 1/7/12 – 30/06/13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2,914.58 14,065.03

奉獻 17,629.60 67,167.05

其它收入 494.52 229.30

總收入 21,038.70 81,461.38

銷售成本及開支 20,188.95 86,473.04

期間盈餘/(不敷) 849.75 (5,011.66)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推動 
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收條寄回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