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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會： 

使徒的承傳還是世俗的妥協？ 

劉勝培牧師 

 
在第一世紀，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為

了信仰不是被拉到鬥獸場餵獅子，就是

被活活燒死；但他們仍對主忠心，仍不

背棄祂的名。在二十世紀有一位少女，

雖然被槍枝抵著，仍不否認主！在這兩

個長遠的世紀之間，無以計數的基督徒

也同樣勝過考驗，他們得勝的秘訣是什

麼呢？是『信念』！什麼是信念？它是

對信仰的堅持，是拒絕妥協，無論是生

是死都以信仰為一切抉擇的根基。 
信念是今日教會最缺乏，最急需

的，以教會領袖尤然。現實主義的風氣

已經滲透許多的教會，「只要有績效，有

何不可？」成為教會事工唯一的原則。

這其中最熱門的術語是「社區教會」，「社

區教會」似乎成了一切問題的萬靈丹，

許多教會把宗派的名字拿掉，為了就是

轉型成「社區教會」，如華里克牧師的馬

鞍峰社區教會。 
在這裡先向大家介紹華里克牧師

如何開始，又為什麼許多教會都在抄襲

他的做法：首先他向社區的居民發問

卷，為的是要知道他們喜歡教會什麼地

方，又討厭教會什麼地方，然後，他以

讓不信的人覺得舒服為原則來設計他的

教會及主日崇拜，如此，當不信的人走

進教會時，他們不會覺得自己在教會。

今天如果你到他的教會，你可以有超過

二十種以上的音樂可以選擇，也可以有



Jan. 2006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Page 2 

超過十種以上的語言來聽他的證道，並

且保證你不會覺得被強迫，因為他絕對

不會提到地獄、審判這些令人不舒服，

不想聽的話題。另外，教會裡的十字架

一定不明顯，不然就是根本沒有十字

架！會堂看起來會像一個音樂廳或劇

院，為的是給人一個娛樂場所的感受。

總之，他要將教會改變成一個讓人看不

出來是教會的樣子來。 
但是教會應不應該給人如同在世

界一樣的感受呢？基督是為了要教會世

俗化而上十字架嗎？當然不是！『基督

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

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

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弗 5：

25b~27）。 
『教會』－原文 Ecclesia ── 是一群從

世界被召出來的人，為的是分別為聖，

作基督的新婦。教會就是應該和世界不

一樣，她應該是一個聖殿，一個人們可

以尋得安息的避難所，這個安息是因為

與神和好而得的。但首先他們必須要先

認罪，而不是要覺得自己很好，不是要

覺得很舒服很享受，因此，教會應該忠

實地把基督耶穌及祂釘十字架的信息傳

揚開來，這個信息『在猶太人為絆腳石、

在外邦人為愚拙』，這不是一個受歡迎的

信息！ 
相反的，華里克牧師以自己被世界

歡迎、以大公司行號常請他演講為傲，

令人不禁懷疑他到底是在傳神的話語還

是人的話語。我們的主曾說到關於被世

界歡迎的看法：『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

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

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

你們。』（約翰福音 15：19） 
很悲哀的是非常多的教會在跟隨

這個趨勢，當聚會人數少的時候，他們

歸咎於教會無法滿足社區的市場需要；

只要將教會改變成「社區教會」，就可以

迎合這個社區的市場需要，只要蓋一座

體育館，青少年事工必然蓬勃發展，只

要蓋一個餐廳級的專業廚房，老人家一

定多起來！（其實我想他們還不夠上

道，如果再加上一個麻將房和卡拉 OK，

教會一定天天爆滿！） 
其實神給每一個祂的僕人都有特

別的使命，彼得是猶太人的使徒，保羅

是外邦人的使徒(羅馬書 11：13；馬太福

音 2：8)，雖然彼得也向外邦人傳福音，

保羅也向猶太人傳福音，但是神賦予他

們的主要任務是非常清楚的。同樣地，

神也給每一個牧師，每一個教會有清楚

的使命。在這個地方，神已經將向中國

同胞傳福音的使命交給我們，我們是華

人浸信教會，我們須要忠心的使命是傳

福音：雖不拒絕向任何種族的人傳，但

是更是專心向華人同胞傳！ 
你想要看看聖經如何斷定隨波逐流

而不聽從神心意的牧人嗎？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



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

的背叛中滅亡了。這樣的人、在你們的

愛席上、與你們同喫的時候、正是礁石．

〔或作玷污〕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

己、無所懼怕．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

飄蕩．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

連根被拔出來．是海裡的狂浪、湧出自

己可恥的沫子來．是流蕩的星、有墨黑

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 。．．．這就是

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

人。』（猶大書 11~13，19） 
 

但教會需要的是： 
忠於神的交託、不為自私的利益、

有堅定的信念的人； 
是可以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是在壓力及誘惑下仍然堅定的人。 
 
司提反和早期教會的領袖對主及祂

的話語忠心不移，這忠心帶來什麼樣的

果效呢？『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

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

信從了這道。』（使徒行傳 6：7）。若教

會忠實的傳揚及教導神的話語，神就會

使教會興旺！神的話語是教會成長最重

要部份，我們不需要跟隨世界，我們只

要記得主曾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約翰福音 12：

32）。若我們在教會的事工及生活中高舉

基督，及祂釘十字架，祂必會給我們加

增！榮耀歸於真神！ 

 
 

 

王同樂執事 

 
歲末年初，正是讓人回顧過去策勵

將來的時候。 
珊瑚泉福音堂從一九九二年六月成

立，最初的七年一直沒有自己的禮拜

堂。先借用 Taravella 高中，又轉到美國

人的珊瑚泉浸信教會，最後是借用 Coral 
Park 小學作為崇拜聚會的地方。常常搬

家的人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個屬於自

己的固定住處。想當年我們這一群遊牧

民族，最大的心願就是擁有自己的禮拜

堂。所以從一九九五年初，“建堂”已在每

一位弟兄姊妹的禱告中被記念，也是當

時最迫切的事工之一。神沒有馬上答應

我們的禱告，卻要我們繼續行在曠野四

年之久，操練弟兄姊妹要同心合意事奉

神，因為“
”（亞四：

六），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三月，神才讓我

們順利地完成了建堂的事工。直到如

今，弟兄姊妹的合一心志仍在世人面前

為主作了美好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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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己的禮拜堂，弟兄姊妹興奮

不已。記得當年除夕夜，弟兄姊妹特別

在禮拜堂裡感恩守歲，迎接兩千年的來

臨。慢慢地，興奮的心被經常性的崇拜



與聚會所沖淡，直到禮拜堂的空間不夠

用。二零零四年初，教會獨立，禮拜堂

的擴建工作成為首要工作之一，第二期

擴建工程在不久的將來完成後，是否也

像前一期建堂，興奮之情會因著時間而

冷淡下來呢？神到底要我們這個教會在

地上為祂作什麼工作呢？ 
“ ”（箴二九：

十八），神給我們教會的異象是什麼？在

神國度的使命是什麼？耶穌基督給我們

在地上的大使命是“

”（太二八：十九∼二十），

所以神不只要我們傳福音，也要我們把

神的話教導眾人。傳福音的工作，教會

一直在做，神也把得救的人數加添給我

們，但教導栽培及門徒訓練的工作仍有

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教會的異像及使命就是在

南佛州成為基督門徒培訓的中心，不只

教導弟兄姊妹對真理的認識，也要差派

已裝備好的門徒出去，在佛州沒有華人

教會的城市，作宣教及殖堂的工作。 
當二期教育館完工後，因著那些教

室被各樣培訓課程所充分使用時，我們

興奮之情不但不會漸漸冷淡，反而再被

激勵，因為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行在祂的

旨意中，執行祂的大使命。 
一間教會的人數增長 “成就 ”不重

要，最重要是教會是否能按祂的異象與

使命，在神的國度裡被成就。 
在二零零六年開始時，讓我們彼此

勸勉互相激勵，使我們的教會成為一間

有異象有使命的教會。 
 

 

 

 

 

 

鄭敏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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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因聆聽百人甚至千人詩班

的頌讚而受到震撼嗎？每當聽到這是天

父世界”時，你是否會不禁讚歎神奇妙創

造大能？或許你覺得奇怪，為何每回唱

到”奇異恩典”時總不自覺的動容，而聽

到”Alleluia Chorus”總是不自主的和眾

人一同站立？或許是主日崇拜當中的一

首傳統聖詩，或許是收音機電台播出的



一首聖誕歌曲，或許是孩子口中哼哼唱

唱主日學中學的兒童詩歌，或許是你躲

在自家浴缸中放膽而吟的現代讚美詩，

都可能觸動了你心靈讓你願意跟神親近

向神委身；或許是頌讚、或許是認罪、

或許是感恩、或許是哭求，神將詩歌放

在我們當中，使詩歌成為我們屬靈生活

的一部分，讓我們可以藉著詩歌，來到

神的面前，藉著旋律和歌詞，將我們所

要傳達的情感意念表明出來，也讓我們

在詩歌當中更認識這位永生之神。 
 基督徒禱告時祈求的話通常說

得順溜之極，但一要讚美神就經常拙口

笨舌，對神感恩讚美的話說不出三句，

就開始進入冗長的祈求；詩歌可以幫助

我們來稱謝神的恩典，歌頌神的屬性，

以及讚美神的奇妙大能，一些我們日常

禱告中不習慣說出的頌讚，我們可以開

始經由詩歌獻給神，然後慢慢學習而成

為我們跟神交通的一部分；保羅在以弗

所書第五章中說“當用詩章、頌詞、靈

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彼此對說”指出詩歌在團體敬拜中的角

色及重要性，音樂本身可以凝聚注意

力，也可以讓眾人一同抒發情感，因此

可以幫助眾人一同來到神面前來專心讚

美祂，而眾人一同歌頌也是信徒生活彼

此見證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應當勉力照

著這教導而行。 
 然而怎樣才是保羅所說的”口唱

心和”呢？字面上很容易了解--口裡所唱

的真是心中所想的，但是要真正個人及

眾人口唱心和並不容易，對音樂的熟悉

度常是一個主因，一首詩歌的旋律好聽

與否常是我們對它的第一印象，也往往

決定了我們對這首詩歌的看法，但旋律

好聽與否常是很主觀的，一個聽慣古典

音樂的人聽到四平八穩的傳統聖詩多半

覺得很熟悉，而且很容易進入詩歌當

中，但對一首以現代流行曲風寫成，甚

至帶有黑人靈歌風味的讚美詩，或許就

覺得格格不入；相反的一個聽慣現代搖

滾的人，對古典聖詩就可能覺得古板無

味。此外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人，對不

同風味的曲調也會有不同的領受，年輕

一代華人基督徒喜愛像”讚美之泉”之類

音樂團體的風格，中生代台灣基督徒對

天韻詩歌難以忘情，而由大陸來的基督

徒則覺得迦南詩選中首首動聽，如果再

加上喜歡英文讚美短歌的，或是基督徒

搖滾樂的，怎樣可以讓口味雜陳的教會

真正地”口唱心和”呢？重點就在於明白

唱詩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取悅我們個

人還是取悅神？當我們常常懷著一個意

念”唱詩是讓神聽的，是要神喜悅而不是

滿足我們自己的喜好”，音樂風格就不至

於成為眾人口唱心和的攔阻，我們應當

對不同曲風的聖詩都懷著相同的心態來

唱，畢竟所獻的對象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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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一首歌的熟悉度常影響我

們唱詩的態度，對於不熟的詩歌往往忙

著認旋律對歌詞，哪還有閒暇想著該用



什麼心態唱，這也無可厚非，因此筆者

有一個建議，每當唱一首陌生的詩歌沒

辦法馬上跟上時，寧可先不唱而在大家

唱的時候思想歌詞所要傳達的訊息，也

就是藉著明瞭詩歌釐正意念，先跟弟兄

姊妹”心和”了再想辦法學”口唱”；另一個

極端則是對一些詩歌太熟了，熟到已經

不再花心思去想詩歌到底在唱些什麼，

當然也忽略了詩歌的對象而只是形式化

的唱出來，這些都是我們要注意且避免

的。當我們願意花心思去思想詩歌的內

容，詩歌的寫作背景經常可以幫助我們

有更深的體會，明白 John Newton 信主

前後的經歷可以讓我們體會”奇異恩典”
中歌詞所說的深刻；知道 Fanny Crosby
的一生可以讓我們有著相同的心態唱她

所寫”有福的確據”時發出向人向神的見

證說”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

主晝夜唱和！”，在網路上以及一些書上

有許多的訊息可以幫助我們在這方面下

一些功夫，The Cyber Hymnal 網站 
(http：//www.cyberhymnal.org)在收集傳

統聖詩英文歌詞，midi 及一些背景上有

很詳盡資料，弟兄姊妹可以參考。 
 筆者以前曾和 Boston 教會的弟

兄姊妹分享過：詩歌敬拜帶領者在台上

看台下每個人唱詩時的態度和表情及投

入程度是一目了然，弟兄姊妹對不同詩

歌的反應常是不同，許多時候我們動口

唱歌，但心卻不在詩歌當中，也不在神

身上，如果一個在台上領詩的人都可以

看出台下會眾是否真正用心在唱，何況

是鑑察人心的主？我們並不是要尋求現

代靈恩教會的狂亂或是激情，而是每當

我們敬拜時，要時刻想到我們唱歌的對

象是我們的神，是至尊至高的永生神，

知道我們心思意念的神，是輕漫不得的

神，但卻也是願意我們親近祂向祂傾心

吐意的神，當我們只是動口但心思卻不

在思想詩歌內容並獻給神時，不論我們

有再好的聲音，再好的樂器伴奏，神仍

然不會喜悅的；相反的，倘若我們五音

不全，但用一顆完全向著神的心來唱詩

獻給神，我們所出的聲音就是天籟。口

唱心和是我們將詩歌帶到神面前的唯一

方式，也是神對我們的要求，盼望我們

能繼續在這方面學習，真正將神所喜悅

的音樂敬拜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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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惠忠、黎陳靄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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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騰 

 
 感謝神我們教會在六年多前圖書館

部門已有固定的地方。在神的帶領下圖

書館隨著教會的增長而成長。我們有一

班愛主的弟兄姊妹在圖書館裏忠心事

奉，默默地耕耘。為了配合教會迅速的

增長，我們圖書館亦不斷更新求變，務

求更有系統及有效事奉，能夠提供靈糧

給弟兄姊妹。 
神揀選了我們在圖書館裡事奉，其

實是我們的福氣，因為在處理屬靈物件

(書籍，Video，CD)的時候，相對來說會

有更多機會去接觸它，而我們領受後再

介紹給弟兄姊妺，這亦是把福氣傳給別

人吧。 
為了配合劉勝培牧師的每日讀經計

劃，圖書館透過一位姊妹的介紹，訂購

了一套“聆聽奧語聖經光碟”這可方便弟

兄姊妹在上落班駕駛時，開長途車程及

做家務時聆聽。那套聖經的主講者用高

低音調配合音樂之強弱並以故事形式把

聖經全部講出，非常動聽和引人入勝兼

容易明白。雖然如此，我們仍要找個時

間及安靜的地方自己靈修，因為一心不

能二用；安靜自己的心地去專研神的話

才可以更加令自己明白領會。購買那套

聖經光碟主耍的目地是以拋磚引玉來吸

引弟兄姊妹，特別是初信的朋友覺得聖

經真是一部很有興趣的書，且多讀才有

益處。而國語版的聆聽聖經要在 2006
年初才會編錄完成，到時定會通知大家

踴躒借取。 
我們生活在這自由忙碌的美國，藉

著圖書館它可以輔助我們學習聖經的真

理，又能幫助我們發現聖經裏面的奧祕

及寶藏。圖書館裏可說是琳瑯滿目，應

有盡有；相對一些比較落後及含有政治

因素的國家，就連擁有一本聖經都很不

容易。所以我們應好好的善用圖書館，

吸取書中的養份好使我們靈命更長進，

這樣才不會虧欠神給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的旨意及衪的計劃。 
 
 

 

您想知道健康情緒 

的祕訣嗎 ？ 

朱廣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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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饒恕別人可以減輕緊

張所產生的憤怒，同時又可提高精神，

情緒與身體健康。不錯，寬宏大量的饒



恕，可以減輕我們體內的緊張，這已經

是一個事實。 
 懷怒不懈，容易造成身體上的緊

張有以下幾種癥狀：肌肉緊張，血壓升

高與冒汗；這些都是我們體內緊張的重

要指標。僅僅出於健康的原故，所以懷

怒也完全的不值得。饒恕如此之重要，

基於以下兩個重要理由﹕ 
 
1)  饒恕可以減輕慢性緊張。慢性緊

張會產生很多負面的生理變

化﹕如血壓昇高，心率加速，免

疫功能下降。 
 
2) 饒恕可以增加人的自控能力。藉

著饒恕對方，你會感覺對事物有

控制與把握﹐你會增強自信，可

以渡過難關，減少恐懼。 
 
 就是這樣簡單。當你饒恕對方，

實際上你在不知不覺中樹立你的形象；

不是你所恨的對方，乃是你自己，你本

人會更開心。情緒也會更健康。 
 
 
The Number One Key to  

Emotional Health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orgiving others 
reduces stress-producing anger and 
improves mental, emotional, and physical 
health. That's right； forgiveness 

significantly reduces stress. Holding a 
grudge can place the same strains — 
tense muscles,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increased sweating — on your body as a 
major stressful event. So even for health 
reasons, holding a grudge is not worth it at 
all.  
 
There are two primary reasons that 
forgiveness is so important：  
 
1. Forgiveness reduces chronic 
stress. Chronic stress triggers negative 
physical changes that increase your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and can decrease 
immune function. 
 
2. Forgiveness increases one's sense 
of control. By forgiving someone, you feel 
in control. You develop emotional 
confidence to get through any difficulty, 
and you're less likely to panic at other 
situations that may arise.  
 
It's that simple. By forgiving another 
person, you make yourself — not the 
person who may have hurt you — 
responsible for your happiness, and you'll 
improve your emo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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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ip is excerpted from The Great 
Physician's Rx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by Jordan S. Rubin.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Maker's 
Diet. 



 

 

孫月華 
 

I、食物療法 
一般人用食物療法可減低膽固醇百分之

十至二十。但有少數的人因遣傳的因素， 
食物療法對他們只有少量的效用，需同時

加上醫生開的處方葯物才見功效。 
 
A. (LDL)

 
1、飽和性脂肪(Saturated fats)一 
包括酪類： 全脂牛奶(whole 
milk)、奶精(cream) 、冰淇淋及起

士(cheese)…等； 動物性脂肪、肉

纇、家禽纇的油及皮、牛油

(butter) 、豬油、蛋黃、椰子油、

棕油(palm oil) 、巧克力

(chocolate)。 
2、轉移脂肪酸(Trans fatty acids)
一  

• 氫化脂油(Hydrogenated 
fats) ： 人造奶油

(margarine)、vegetable 
shortening(做糕餅用的原

料，可使變脆)、non dairy 
cream、奶油泡(whipped 

topping)、花生醬 (peanut 
butter)。 

• 蕃薯片(potato chips) 、炸薯

條、蛋糕、餅乾。  
• 商業性油炸食物。 

 
B. (HDL)

 
1、單一不飽和性脂肪

(Monounsaturated fats) ： 橄欖油

(olive oil) 、花生油( peanut oil) 、 
canola oil。 
2、多種不飽和性脂肪

(Polyunsaturated fats ) ： 紅油

(safflower oil) 、太陽花子油

(sunflower seed oil) 、芝蔴油

(sesame oil) 、corn oil、黃豆油

(soybean oil) 、亞麻油(flaxseed 
oil)。 
3、Omega-3 fats ： 所有的魚類，

特別是鮭魚(salmon )及鯖魚

(mackerel)、胡桃(walnuts) 、亞麻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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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iber )  
1、可溶性纖維(Soluble fiber )一 不
但可減低膽固醇，並可減低過高的

血糖。 食物如： 麥片(oatmeal ) 、
大麥(barley ) 、裸麥(rye) 、豆類

(peas、beans ) 、紅蘿蔔、蘋果及

橘子…。等。 



2、不溶性纖維(Insoluble fiber )， 
又稱粗糙纖維(roughage )一 可預

防便秘及痔瘡，並可減少腸癌的發

生。 食物如： 蔬果類、豆類、麥

(wheat ) 、糠(bran ) 、殼物(whole 
grains ) 、糙米(brown rice )。 

   
請注意！！  雖然不飽和性脂肪食

物及纖維食物對人體有益，但也不

可攝取過量，若攝取超過人體所需

的熱量，則會引起體重增加，體重

過重會導致壞的膽固醇(LDL) 增
加。 
在舊約聖經中也有幾處經文教導我

們不要吃動物的脂油。如 ： 利未

記 7：23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牛的

脂油，綿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

你們都不可吃。 
 

II、 維持正常理想體重 
 
III、降膽固醇的葯，須有醫生開的處方 
 
IV、定時規律運動： 
       運動可減低膽固醇，有益身心健

康，延緩衰老，使人腦筋靈活，並可增加

對疾病的抵抗力…等。運動的益處很多。

若我們能好好保養神所賜給我們的身

體，為神所使用，對我們(指已經得救的

人，就是己相信及接受耶穌基督的人)今生

來生都有益處。 提摩太前書 4：8 操練身

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來生的應許。唯有相信永生的主

耶穌基督，今生來生都有益處。 
 

 

 

 
許錦根與上海 

許錦根執事 

1. 好事、壞事和萬事 
     “… 我將我的刀交在巴比倫王手

中，他必舉刀攻擊埃及地，他們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結 30：25）   
    這刀是耶和華的刀，放在巴比倫王

的手中，去刑罰埃及的。但是當時的人

很少察覺神在曆史上扮演的角色，只以

為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鬥爭而已。  
    很多時候，人所遭遇的事，或所遇

見的人，可能帶有神的管教。我們用肉

眼看不見其中的意義，只以為自己倒楣

碰上這人或這事，沒看到裏面有神要我

們學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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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費時猜疑他人行為的動機



    以色列人為何那麼疏忽，是否因連

連勝利後，忘了倚靠神，以為有足夠經

驗，可去應付眼前的事，不用“勞煩”神？

記得 2004 年 11 月教會舉行培靈會，我

們在 8 月份就開始邀請一位講員，但他

卻遲遲沒有應允我們，說要禱告，祈求

神的旨意，經過兩個多月他才答應我

們，並把禱告後神讓他講的專題告訴我

們。我剛會開車時，每次單獨駕車去教

會，雖然只有短短的 10 分鐘車程，開車

前必先禱告，求神保守我平安。又見過

有人在吃藥前亦先祈禱，求神透過藥物

施行醫治……。這都是我們該有的態度。 

了。也不要再頑抗臨頭的攻擊，當認清

楚管教是出於神，是為神兒女而設的；

唯有刑罰是為那反叛的罪人而設！管教

是為了讓神的兒女悔改成長；刑罰是要

罪人來到十字架下認罪得贖！你是否正

面對一些苦難？這是你感恩、悔改、進

深，或是你相信、投奔到主十架面前的

機會。 
    常常聽人說，這事是運氣，那事是

倒楣。對基督徒來說，沒有好事壞事，

只有萬事。讓萬事互相效力，使愛神的

人得益處。 
         
2. 萬事先求告神 我們的信心至終要放在神身上，而

不是倚靠我們的頭腦聰明，或這物質世

界所能提供的一切。神的心意是要我們

“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我們

所要的告訴他”呢。（腓 4：6） 

    “以色列人受了他們些食物，並沒有

求問耶和華。”（書 9：14）   
     基遍人聽見約書亞向耶利哥和艾

城所行的事，恐怕下一個被攻的對象是

他們，故“先下手為強”，假冒遠方來的

人，要以色列人和他們立約不傷害他

們。以色列人於是做出一般人會做的

事，“受了他們的食物”，卻沒有做神子民

該做的事：“求問耶和華”，引致不可收拾

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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