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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敦教会 25周年。2013也是我们结婚 40年。今天我们却要思想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40周年。 

LutonCCC 25 years. 2013 also our 40 wedding anniversary. Will learn from the Exodus 40 years anniversary. 

1. Deut申 8:1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

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 

1.1. 注意: 「谨守遵行」，不是「听服」。「遵行」就是「行」，「谨守」就是要留意 observe。 

在我们生活言行中，我们要留意神的诫命。 
"Be careful to follow" means to observe the commandments in our daily living. 

1.2. 「诫命」不是规条。诫命的根源就是神自己；是基于神是怎样的神。留意这些「诫命」我们

便懂得如何与神交往，怎样相信事奉神，与神同行。 

The commandments are not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y originates from the nature of God.  Hence observing 
them will help us how know how to walk with God, to trust and serve Him. 

1.3. 同时，因为神的美善的，所以留意神的诫命，也必带来美善。 

God is good.  As we observe the commandments, we will enjoy the goodness He brings into our lives. 

Deut 申 28:13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

随从事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Deut申 28:15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

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

身上。16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17 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咒诅。18 你

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19 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 

这不是「成功」神学，而是定律。从神的诫命我们知什么是有益处的，留意而行便自然得到

益处，不留意而没有遵行便自然受害。 
This is not prosperity theology.  Observing the commandments will bring us the consequential benefits  

 

2. Deut 申 8:2 你也要神...。神的诫命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这不是理论，是非

常现实的，因此，在周年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和过往的经历中来印证。 

We can affirm through history and past experiences that the goodness of the commandments  

2.1. 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Deut申 8:14)，正如卢敦教会是神主动创立的。 

The exodus, and Luton CCC, were initiated by God. 
 

2.2. 这是有神的目标：Deut申 8:1...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 

God did these for His purposes. 
Gen 创 12: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 我必

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LutonCCC卢敦教会: 第 4章： 教会使命 (Constitution chapter 4) 

4.1 将耶稣基督的褔音传给卢敦市及附近的华人和其他国籍人士，并教导他们以圣经为根据之基督教
信仰的教义。 

4.2 成为华人基督徒属灵的家，使他们能敬拜和事奉三一真神，并按照他们的特别需要提供团契生活。 

4.3 教导孩童圣经的真理，使他们正直地成长，到老也不偏离。 

4.4 与赞同本教会信仰宣言的其他教会、社团及机构合作。 

4.5 宣扬耶稣基督普世性的使命及扶助贫穷。 

Luton CCC is to be a blessing for the Chinese, and others, in Luton, and the surrounding places, and 
worldwide. 
 

2.3. 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Deut申 8:2)。James雅 1:13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

试探人。但神让我们面对试炼/试探来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景况。 
God allows us to fac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to test us so that we know about ourselves.  How convinced are 
we that God alone is to be trust? that His Commandments will brings goodness? We need to know about 
ourselves in order to grow into maturity. 

我们有多么确定，神是唯一可信靠的? 有多么确定，从神的诫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美善? 

我们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从而认识自我而知道如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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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申 8:3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

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过去 25 年中，教会有没有危机? 但危机都成为转机，叫我们真的明白 路 1:37 因为出于神

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1)教会开始在 High Town Methodist Church，后来到 St Hughes，

又后来到 Central Baptist。(2) 教会成立一年后考虑植堂，要关心聚会人数、讲员、司琴...。

(3) 开展普通话事工。(4)教牧同工(区国梁传道、梁永泰传道夫妇、李原传道、邓宇光传道夫

妇、冯茂光牧师、见习传道刘冰、马艳华、李美琴、...)。(5)教会「平信徒领袖」(尤其是谢

先生、李太)。(6)宣教关怀。(7)... 

Deut 申 8:4-6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5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

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6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In the past years, we encountered crisis, but they brought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deed we have never 
been lacking. 
 

2.4. Deut 申 8:7-17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8 那

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

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10 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11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12 恐

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13 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14

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

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盘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

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是要苦炼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17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

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NB: Deut 申 8:19-20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事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

警戒你们的。20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

华你们神的话。 

 
2.5. Deut 申 8:18 你要神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

的约、像今日一样。 

还有许多「将得之地」。There are yet lands to be possessed. 

Joshua 书 1 章: 3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5...我怎样与摩

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

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

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9 

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