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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甚麼是事奉的成就？》黃紹權牧師
第一個十年全時間的事奉終於完成了！
可是，這到底是一份怎麼樣的事奉呢？我還記起十年前左右在神學院
實習課期間，實習的導師曾分享過他初期全職事奉時候的經歷，充滿著難
處和為難，難不在工作內容，而是面對教會的真本相，本以為是充滿愛心
和忠心於神的群體，原來事實上並非如原初的估計。這段分享直至今天，
還存在我的心中記憶猶新，但卻成為我事奉的基要了解，叫我對聖經中的
教訓更加確信，叫我更學曉去順服神，不為自己選擇自己愛惡的道路。
亦因為如此，過去的十年，期間曾有人如此對我說：「你現在的事奉
是白花你的生命，是多餘！」有些比較客氣的便如此「規勸」，說：「你
在以馬內利能有怎樣的事奉成就呢？」其實有更多形形式式的評語，當中
多數是冷嘲熱諷，但我都只聽過也就罷了(其中一種學習)。可是回想自己
在奉獻作全時間事奉時，也曾向神祈求只要我忠心傳道，至於「事奉成
就」這回事？我撫心自問從來沒有想過，因為聖經並不要神子民為自己謀
算。（參創世記 13：11 中，羅得為自己謀算，反而揭開了他全家墮落的
序幕；又羅馬書 14:7-9。）
在我身邊所認識的教牧或教會領袖中，實在太多把自己的理想加諸於
教會之上，結果一次又一次的不信心態就展現在世人面前，有的惹上官
司，有的連害教會，更甚者叫不信的人對我們的神作出恥笑鄙視，要失的
見證都已經失盡了。
到底甚麼是「事奉的成就」呢？我想聖經只提出一樣，就是叫人得以
認識神──一位最公平公義的主宰。雖然不少信徒會認為這就等同於傳福
音，但要叫人認識神並非一如很多信徒所理解的所謂傳福音（很多人認為
就是叫人決志），認識神是一件終生的行動，從來不應止步於決志又或受
浸那一刻。
今天實在太多基督徒都沒有再繼續認識神！因為他們受浸之後就認為
入了教，也必定能夠順理成章進入天堂。可是，這都是錯誤！亦正是我要
繼續參與牧養的原因 ── 目的要矯正人對認識神的錯誤觀念。美國慕迪
教會主任牧師 Erwin Lutzer 曾如此說：「我不要世人對我的評價，我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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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神對我的評價。」同樣的話也曾在 John MacArthur 的講道中講過：只要
得到神的正面評價，我們就必須窮一生之力去認識神。
真正的認識是包括「知」與「行」兩方面，而教會的角色，就是竭力
在「知」的層面上，提供一個準確的基礎，使弟兄姊妹自己可以明白往那
個方向去尋求靈命的進步。而教會亦可在「行」的層面上，為基督徒提供
實際平日生活見證上的「預習」。當人能在神前也有充份和誠懇的事奉之
後，又那怕在平日生活及工作環境中，見證出確信神道的生命生活呢？
弟兄姊妹，你們的靈命成長就是教會事奉的成就﹗因此，我們教會中
主張一種自發性的事奉參與。每一年的事奉人選並非由教牧或某某來挑
選，而是弟兄姊妹自己親身填表參與，而教會就去栽培弟兄姊妹，使他們
知道每項事奉的獨特需要，操練成長，而較成熟的就成為較幼嫩信徒的啟
蒙。
2006 年是我第一個十年的全時間事奉標記，教會所曾有的進深查經
班與及帖撒羅尼迦前後書主日學，都在聖經知識的層面上盡了一點點的功
夫，至於羅馬書的主日宣講，更旨在於促進弟兄姊妹把聖經的真理落實到
生活層面上。另外，在這年間，教會中也發生了多樣的人事變化，其中以
友會 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的主任牧者離開轉會事奉，可算
是影響至深，因為歷年來所有的深交頓時失去，來年與友會的關係定需重
新揣摸。無論如何，願在來年的事奉中，能與弟兄姊妹一同行走在一條不
容易卻是有主同在的道路上。
文章末，讓我引用一位弟兄的分享作結，他談到近日眼見很多教會不
住地大興土木，興建宏偉的禮拜堂，又以各樣討人喜悅的事工，作為招徠
新成員的手法，看似大家都是在高高興興的；但當相比自己在以馬內利教
會這幾年的聖經學習生活中，無論所聽所行的聖經，他總結說：「作基督
徒的道路本來就是很難行。可是，我相信這才是對的路。」
願意往後我們每一位以馬內利的信徒，無論是新信耶穌又或已成為教
會骨幹的成員，都能夠在不同的日子中，學習神的命令，行祂的道，當將
來再次見耶穌和父神的時候，所得的都是主所喜悅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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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以蒙上帝賜福?》湯寶源傳道
農曆新年期間，我們都曉得不應該選用如「添丁發財」或類同的屬世賀
詞來互相祝賀，卻會用「新年蒙(上帝)賜福」之語來互相祝賀，以合聖徒體
統。可是如何可以蒙上帝賜福？往往在匆匆的幾句言談之間，未能有機會加
以申論，因此我希望在此從聖經的角度， 與眾弟兄姊妹分享這個題目：如何
才可以蒙上帝賜福？
詩人在詩篇第一篇告訴我們:「有福的人是那些不行惡人的計謀，不站罪
1
人的道路，不坐褻慢人的座位。」 詩人用了三個動詞，分別是「行」(從事、
實行)、「站」(出現、注視) 和「坐」(停留、戀慕)，描述一個有福之人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 又在日常生活裡面會常常遇到惡人「謊話、愚妄」的計謀、
罪人「生活腐敗」的道路和褻慢人「不受教、惹爭端」的座位的情況下， 我
們要以否定的行動去面對，相信這也是詩人冠上三個「不」字副詞的原因。
若進一步考究這三個動詞─「行」、「站」和「坐」， 我們便會發覺它
們都是在猶太人基礎信條和細則的詞彙，這基礎信條即是：「以色列啊！你
要聽！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力愛耶和華你的上
帝」(申 6: 4-5)。而其細則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
教訓你的兒女，無論你坐在家裡，行在路上，躺下，起來，都要談論」 (申 6:
6-7) ，即是說在上帝所賜的應許地裏，得享美好生活的日子裏 (申 6: 10-11) ，
在白日 (坐、行、起來) 與夜間 (躺下) 的活動中，作家人的榜樣，帶領着他們
認識和敬畏這位曾將他們從埃及地為奴之家拯救出來的耶和華上帝，否則必
惹來這位忌邪上帝的怒氣 (申 6: 15) 。
原來，這信條是摩西在以色列人進入迦南地的前夕，向以色列民，特別
是那些作家長的，宣佈這信條，主要目的不單指出「耶和華我們上帝是獨一
的主」，更要專一、忠心地愛祂，在每天尋找生計中，在家庭的生活中(包括
了生兒育女的過程中)，都要把上帝的說話常銘記心中，在言行間表現專一地
愛祂。對我們來說： 「愛耶和華你的上帝」因我們蒙了藉祂愛子耶穌的拯
救，我們心中有祂，以祂的喜悅和厭惡作我們行事為人的定位和準則，在日
2
常生活上每個環節表現愛鄰舍，皆因「我是耶和華」 ，因此我們與上帝保持
密切的關係，並非單只在星期日主日崇拜那段時間才用唱詩、禱告、聽道、
奉獻來表達「愛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摩西除述說了這信條與應有的態度外，摩西更代表上帝頒佈出一條「無
庸置疑的律法」(apodictic law)，即要以色列民拒絕別的神 (申 6: 14)，他們要拒
1

詩篇 1:1 (按原文翻譯)。
這是摩西在利未記指出要上帝子民與人交往的基本意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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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別神；於此，摩西亦完整地開出了一條「三元的處方」，就是「你要敬畏
耶和華你的上帝，事奉祂，指著祂的名起誓」 (申 6:13)。對我們來說：「耶和
華你的上帝」比自己的性命、親人、身家和前途都重要，「愛耶和華你的上
帝」是我們生存的目的和我們人生的使命。可嘆在今天很多信徒的意識中，
3
「愛耶和華你的上帝」，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選擇，又或是一種交易 ，目的要
利用上帝成就我們心中所想得到的東西。
要知道蒙福的正確觀念，就要回到詩篇第一篇裏面，詩人述說了那些專
一愛上帝之人，就是因祂子民蒙了拯救之後，以喜樂之心、感恩之心去「…
喜愛耶和華的律法，晝夜思想」 (詩 1:2) 的人，如果我們有了同樣這種熱情，
就能推動我們：
- 不行惡人的計謀 (詩 1:1 上)， 卻行在義路上，不忘殷勤地教訓自己的
兒女，談論上帝藉摩西吩咐祂的話 (申 6:6-7)；
- 不站罪人的道路 (詩 1:1 中)， 卻能夠無論在躺下，抑或起來時，都殷
勤教訓自己的兒女，談論上帝藉摩西吩咐祂的話 (申 6:6-7)；
- 不坐褻慢人的座位(詩 1:1 下)，反之坐在家裡，保持聖潔的思想，有仁
義、有聖潔的位份殷勤地教訓自己的兒女，談論上帝藉摩西吩咐祂的
話 (申 6:6-7)
感謝天父， 祂甚願我們作祂的子民之人聽從祂的話語，並能夠全心、全
意敬畏祂，經常遵守祂一切的誡命，上帝便因此賜福與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永
遠得福 (申 5:29) ，因為，「蒙上帝賜福」，不是靠別人祝賀得來的，乃是積
極地遵照聖靈向申命記的作者和詩人的啟示，自動自覺地如不斷地在言語和
行動上專一「愛耶和華你的上帝」！
弟兄姊妹， 我邀請你們都能夠曉得分辨怎樣才是「一個真正有福之
人」。他們絕不可能是一個只曉得曾經辦好過一次進天堂的手續，即─曾經
過決志、曾經舉過手、曾經來到講台前跟着佈道者做過一次認罪的禱告、甚
至只曾接受過浸禮成為教友， 而自此就只為自己而活、視主耶穌如陌路人、
把聖經教訓如「耳邊風」一樣。
願我們在上帝的話語上都「加碼」，遵照詩人的指示去行，「喜愛耶和
華的律法」，甚願祂的國降臨、願祂的旨意行在地上，如同行在天上 (太
6:10)，「晝夜思想」， 以致把上帝的教導，應用在我們生活上每一個環節，
就必走上一條蒙上帝賜福的道路，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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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參加教會之活動並忠心於「什一」奉獻，除此之外，其餘的是私人時間、私人財產，可以
做自己心想之事，上帝不能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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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五個掌握上帝心意的方法》黎炳鍵
今年是筆者信主剛滿二十年，回顧過去，心中都充滿感恩，因為天父並
不吝嗇衪的帶領。在不同的地方和時間，上帝都藉着不同的媒介給筆者栽培
和鍛鍊。衪給人的引導是實在和貼近個人的靈命光景，過程是既真實且漫
長。（從來信仰之路都不應該是「三分鐘熱度」的宗教狂熱吧！）
在這二十年中，像一些信徒般，筆者常問一些與關信仰有關的問題，其
中我們常常關心的就是如何知道「上帝的心意」，究竟上帝在我們各人的生
命中有一個怎麼樣的計劃呢？這是一個十分合理的問題，試想想，如果我們
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位創造天地並施行審判的主，而非一個按人私慾所擺佈的
神祇的話，我們不是應該對衪作出絕對順服嗎？再者，天父因着愛世人，願
意將自己的愛子成為他們的代贖，我們豈非效法耶穌的謙卑完全順服上帝
嗎？
在這些年間，筆者從教會講台、主日學、團契和不同的令會中都聽過不
同的有關如何掌握上帝在人生中計劃的題目，總括來說是有五個「大進
路」，就讓筆者在這裏作介紹。
一．《聖經》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所以一般作者或講員都確認《聖經》是信徒
「人生的藍圖」，再者《聖經》中充滿有關上帝引領人的記載：亞伯拉罕離
開吾珥、摩西在何烈山看到火燒荊棘的異象、約拿輾轉被引領到尼尼微城、
保羅在往大馬士革路上遇見主均是信徒津津樂道的例子。《聖經》記載的都
是一個又一個上帝如何帶領人行在祂旨意中的事例。
然而，《聖經》中有關上帝帶領人的例子真的能夠體現於我們的日常生
活嗎？有關歷史、文化、和文學背景姑且不說，就以使徒保羅信主的過程為
例，我們當中有多少人的信主經歷是與保羅的相似呢？若果有的話，這人有
可能在信主之前亦有將基督徒逼害至死的經驗吧！
退一步而言，《聖經》中就上帝向人啟示的記載都是一些超自然的事件
（火燒荊棘、被大魚吞下、或主親自顯現），若果沒有這些超自然事件而將
《聖經》中的一言片語強說成是上帝對人的某些獨特「旨意」，這未免有斷
章取義之嫌。試想想，一個終日想移居外地的人，對亞伯拉罕要離開「本
地，本族，父家」（創 12）或耶穌說先知不受本鄉歡迎（路 4：24）的經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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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共嗚 ; 然而，同一個人，又能否明白先知耶利米在國家面臨傾亡時買下
田地的道理嗎？（耶 32：1－12）
因此在沒有通過思考和研讀而將《聖經》字面看成為上帝向我們的指
引，是存在技術上和實際上的問題。
二．外在證據（客觀環境）
讓我們先從「外證」來看，打個例子，就是當我們處於一個有幾道門的
房間中，其中只有一道門是沒有上鎖，喻作是上帝所預備的「正路」。這個
聽來有點像科學家將老鼠放進一個只有一條出路的迷宮的論說，認為上帝早
在事情發生之先為人類預備了周全的道路。同時，那道唯一「沒有上鎖的
門」亦早已預備了。人的任務便是要尋找這道「門」。
然而持這個信念的人，一般都不明白為何要將加畧人猶大要被說成是十
惡不赦的人，因為那道為猶大打開的「門」正是要他出賣耶穌的「門」，猶
大只是履行上帝在創世以先已經為他預備好的工作而矣。對於身邊不如人意
的事情，持這個觀點的人，一般都不明所以，或將任何不如意的事視為上帝
早已預備的「門」，並盼望門後的明天會比今天更好。
三．內心的平安
此外，我們又可從「內證感受」而論，認為若信徒是甘心樂意行上帝所
揀選的道路，他們則無須作多餘的掙扎，因為心中一早已知道上帝所喜悅的
道路是怎麼樣，亦認知上帝所喜悅的事情，當選擇這條路之後，心中便會悠
然地產生出平安。
這一種說法對很多信徒來說是很真實的，特別在初信主或從過犯回轉
後，我們一方面經歷上帝無限的恩典，另一方面卻為自己過去干犯上帝而扎
心，因此縱然是淚流滿面，內心卻得着可獲赦免的輕省。然而，這個悔改的
經驗正正說明了以「內證感受」引證上帝心意的「內在矛盾」。
姑且不說第三者沒法引證當事人是不是真的從上帝得來內心的平安這個
較技術性的問題，若單從悔改的經驗而言，聖靈的工作是使人為罪痛悔回轉
歸向上帝。若果我們仍然是沒有悔改的心，我們便仍活在各樣過犯罪惡之
中，每天都受着罪的追逼而自責。直到一天，我們願意為自己的罪藉耶穌基
督來到父上帝面前認罪才得着釋放。從這種經驗我們可了解到，「內心的平
安」並不能引領我們歸向上帝。相反，「內心的不平安」和面對犯罪後的自
省和掙扎卻常常是基督徒歸回上帝真道的因由。
試想想先知約拿，他「內心的平安」就是看見以色列的宿敵亞述國完全
的覆亡，尼尼微城的人從老至少都給殺光。而上帝卻要約拿向敵人傳道，並
說明真心的向衪認罪悔改，就算是外邦人也可蒙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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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沒有記述這位為枯槁的蒽麻而發愁的先知是否明白上帝對人的
憐愛和對悔改的心的珍惜，但作為讀者的我們，又能否領略得到那些不合意
和使我們沒有「內心平安」的事情是可使我們更能明白父上帝的心腸呢？
四．屬靈長者的勸誡
諺語有云「家有一老，如有一寶」，長者有不少時候為後輩分享寶貴的
經驗，在教會或基督徒的群體中，信主年日較長信徒的熱心事奉能為靈命較
淺的弟兄姊妹帶來提醒和鼓勵。同樣，牧者雖然要兼顧教會沉重的行政工作
和人事關係，但他們同時亦用心研讀《聖經》，竭力以上帝的話語作信徒隨
時的幫助，因此教牧同工和教會的長執是值得我們再次致敬的。然而牧者和
長執的軟弱是對信徒和教會的致命武器！
筆者在初信之時，正值是香港步入「回歸期」的初、中期，經濟和房地
產市場都一蕨不振，當時香港有一個宗派的聯會在房地產市場上蝕了過千萬
港元（那時，市區一個普通的兩房單位大概只是 60 至 70 萬港元而矣）。這個
宗派在事後舉行了一連串安撫會友的「培靈聚會」，但仍有不少信徒，帶着
失望的步伐離開教會。在 2005 年，無論是美國和香港的天主教會都因為孌童
案而蒙羞。那些神職人員利用人家因他們的特殊身份所產生的信任，在過去
的 30 至 40 年間魚肉那些無力反抗的兒童。
罪的破壞力往往乘着人（包括牧者和長執）有意或無意的過犯進入屬主
的群體之中，我們既應尊重屬靈長者的寶貴意見，也要自己好好的在《聖
經》上操練、培養屬靈的洞察力，好讓面對生活的決擇時，能作出合神心意
的決定。
使徒彼得勉勵當時代的信徒要自潔，遠離世俗的事情，他稱信徒為「聖
潔的祭司」（彼前 2:5）是「被揀選的族類」、「有君尊的祭司」和「聖潔的
國度」（彼前 2:9）。那麼，我們有否看重這個聖潔的身份，認真地栽培造就
自己的靈命，再進一步而言，當身邊的弟兄姊妹在疑惑軟弱時成為他們的幫
助呢？
五．特殊的指引
主耶穌曾言道，約拿被吞進魚肚後，再沒有神蹟給這個「邪惡的世
代」。說明了，信靠上帝的重點並非如一些原始部落宗教般，只以神蹟發生
與否為依據。因為，上帝要求人做的就是聽衪的話而行。除非是出於上帝主
動的作為，人若仍要求上帝因個別的個人決定而發出特殊的啟示，這很有可
能是越份的要求。再者，無論舊約《聖經》「五經」的誡命、先知的宣
告、或新約中的「大使命」和保羅等書信中的教導都指出，合神心意的命令
和教導都已經在《聖經》中說明，「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人完全，預備行各樣的善事。」（提前 3:169

17）那麼，除了《聖經》上言明了上帝所喜悅的旨意外，我們還別有所求
嗎？
這樣看來，那五個進路縱使不是完全無助於掌握上帝的心意，也不是一
些簡單容易的途徑，至少在應用時，信徒要着意於它們的不足之處。從另一
個角度來看，我們是否以「尋求上帝心意」來遮掩自己待人處事的不濟和對
上帝認識上的不完全呢？
若果我們遭顧主開除、考試不合格、或者沒有辦法跟某人建立深入的關係
等等，都看成是上帝在某些事情上「關上了門」。那麼我們仍有需要繼續努
力工作、學習和竭力與別人和睦嗎？有些時候，門雖然關上，但並不是說
「此路不通」，相反可能是要我們略為停下來，謙卑的學習、被主造就，然
後繼續向前行。
沒有保障的旨意
也許，我們誤以為明白「上帝的心意」後，就是拿了「聖旨」，可以勇
往直前，無懼一切困難。使徒保羅卻說人要「察驗」後才能確認上帝的心意
（羅 12:2）。這個要察驗上帝心意的人，首先是已經將自己「當作活祭」獻上
給上帝，接着就「不要效法這世界」並「心意更新而變化」，而「察驗」就
是要測試(test)，細查(examine)，驗證(prove)和詳細檢查(scrutinize) 何為上帝的
意旨。因此，尋求上帝旨意時的態度是既謹慎又謙卑，卻並非以「上帝的心
意」來增加自己行事的膽量和自信心，更不是以此來取代屬靈洞察力的培
養。
再者，「上帝的心意」也不是我們認為的行事順利，馬到成功的標記。
試想想，若果我們計劃前往一個未到過的城市旅行，我們都會在出發前好好
預備，亦會搜集有關這個陌生城市的資料。然而萬事俱備，卻可能因天氣轉
變或身體不適而未能成行。若果能順利成行，在整個旅程中都充滿偶然
(contingency)：也許是景點沒有想像般的吸引，於是便提前往下一個景點；也
許在本地人介紹後，嚐試一種從未吃過的食物；也許一個特別的經歷，使我
們對當地的風土人情有另一番體會…。
一個旅程裏，我們尚且有那麼多「意料之外」的事會發生，人生中，無
論是尋找工作、發展一段新的人際關係、或是買一間房子所涉及的事都比一
次外遊複雜，這叫筆者很難想像在一般的情況之下，上帝會在事情發生之
前，便將其始末羅列給我們知道，並且說這便是衪的「心意」。
在路加醫生的記載中，筆者找不到上帝呼召使徒保羅時一并將「宣教路
線圖」交給保羅，然而保羅日後的傳道經歷正呼應了他要在包括外邦人當中
見證耶穌的呼召（徒 26: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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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被賣往埃及之後瑯璫入獄，這看來是人生中的荒謬，然而他仍謹慎
敬畏上帝，過自潔的生活．他當時不知道這些是預備救拔雅各家脫離飢荒和
日後希伯來人歷史的序幕。
當先知但以理和他的幾個朋友站在火窰前，他們確信上帝會救拔他們。
就是他們這個確信是有落空的可能，他們仍肯定他們決不事奉尼布甲尼撒的
神和拜他所立的金像，因為不拜別的神是耶和華對每一個信靠祂的人的旨
意。
由此可見，「上帝的旨意」並不是人的行為的一支「強心針」又或是暴
風雨後天朗氣清的保證。相反這旨意是在逆境、困難和各樣的試探中指示一
條祂所喜悅、聖潔、和正確的道路。在這條路上，個人的成敗、得失、甚至
是性命都沒有立足之地。唯一要考慮的，就只是是否順從誡命。

而且，如上文提過，在察驗上帝的心意的過程中，人的態度是應
該既謹慎又謙卑。這顯示出「創造者」和「被造者」之間存在着智能
上的分野。
被造者的狂想曲：《一目了然的神》
假如有一日，你和一個友人往一間餐廳吃晚餐，吃過晚餐後，你的友人
要稍事離開，接著侍者來詢問喝甚麼餐後飲品，你會為你的友人點甚麼飲品
呢？究竟是茶或咖啡最合你友人心意的飲品呢？
筆者想你的可能答案有三個。

1. 你的友人可能在離坐前已交代過要喝甚麼，於是你便按友人的說
話向侍者點飲品，這是根據友人的「明示」來決定。

2. 假若友人在離坐前沒有說明要喝甚麼，那麼你便只好根據過去這
個友人用餐時他喝過甚麼來估計他這趟想喝甚麼。這個決定是依
據過去相處的經驗歸納出來的。

3. 若果有同行者一同吃這頓晚餐，你也可以向同行者詢問友人愛喝
甚麼餐後飲品。當然，這個同行者若跟友人關係越深，他便更有
可能知道友人的口味，就更有可能點正友人所喜悅的餐後飲品。
根據以上的分析，除非友人離坐前已交代清楚（第 1 點），我們基本上
沒有絕對的把握為我們的友人點中他所喜歡的餐後飲品。那麼，作為「被造
者」的我們，試問若果沒有「創造者」主動的啟示，我們能明白祂所喜悅的
事情嗎？值得感恩的是，上帝藉著《聖經》和耶穌基督的啟示讓人知道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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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並祂在創造和拯救的作為，讓我們明白祂的誡命和恩典，然而《聖經》沒
有明示我們要做甚麼工作維生、耶穌也沒有向我們顯示並指明我們要找誰做
配偶。作為真正的信徒，我們只有按《聖經》中所提供的誡命和原則去作決
定，在作這些決定時，我們作為一個「被造者」有可能因對《聖經》的了解
不全面或主觀意願的偏差而有錯誤的選擇。因此執行決定時，我們便要時常
儆醒自己所作的是否仍在《聖經》的亮光之下。這樣看來，除非我們有如舊
約先知般得到上帝的啟示，或者如保羅在往大馬士革路上的信主經驗，否則
硬把生活上的決定套上「上帝的心意」的外衣時，我們便不應排除這只是為
個人的「主觀意願」加添一些「屬靈成色」罷了。
在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我們尚且要時間，用心的去認識明白對方的性格
和習慣，上帝是有「位格」和有「屬性」的，我們是否也要盡力去認識祂
呢？在跟別人相處之中，我們都有錯誤估計和修正的過程，那麼，在認識這
位「創造者」的過程中，我們又有沒有抱著謹慎，並願意以開放修正的態度
不斷學習呢？畢竟上帝是信實不變的上帝，錯誤只是因為我們作為「被造
者」所附帶的必然缺陷。
今年教會主題是「知道耶和華，事奉耶和華」，意思並不是我們知道了
天父行事的一個藍圖後才去事奉祂。相反，我們是有事奉的過程中不斷「察
驗」父上帝的旨意，正如當日與約書亞同進應許之地的長老一般，一同見證
和經驗上帝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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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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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主日學 –
• 希伯來書研讀 (國語)
• 淺談釋經學及查經法(粵語)
進深查經班 – 雅各書(延續)

April

受難節崇拜
水禮及轉會

May

退修日營

June

主日學 –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

December

國語查經班 – 創世記
聖誕慶祝及愛筵

2006 財政報告
Balance Sheet
As at December 31, 2006

Assets
Current Assets:
Cash in Bank
ING Direct Saving
GST Receivable
Prepaid Expenses

$ 6,664.18
48,311.25
26.87
1,182.60
$56,184.90

Total Currents Assets
Current Liabilities:
Accounts Payable
UI Payable
CPP Payable
Federal Income Tax Payable

Liabilities

$56,184.90
$36.76
412.30
519.66
574.95
$1,543.67
$1,543.67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EQUITY
General Fund:
Balance– Beginning of the year
Deficit of this year

-$35,508.66
-$12,938.22
-$48,446.88
-$48,446.88

Total General Fund Balance
Mission Fund:
Balance –Beginning of the year
Current year offering
Interest Income
Mission Fund Expense (Note 1)

$14,921.50
3,343.00
76.77
-$3,060.00
$15,281.27

Total Mission Fund Balance
Building Fund:
Balance– Beginning of the year
Current year offering
Interest Income
Building Fund Expense (Note 2)

$15,281.27

$86,414.19
48.00
1,458.49
113.84
$87,806.84

Total Building Fund Balance
_________
$56,184.90
========

$87,806.84
$56,18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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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6

REVENUE
General Fund Received:
General Offering
Thanksgiving Offering
Interest Income
Total Revenue for this year
EXPENSES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EI
Postage
Miscellaneous
Insurance
Total Regular Operating Expenses

Total
Revenue
$28,584.12
1,092.00
5.20
$29,681.32

$36,750.00
2,001.62
10.50
112.46
1,573.56
$40,448.14

Dept. of Caring Expenses:
Flowers & Gifts
Total Caring Expenses

$209.90

General Management Expenses:
Printing / Photocopy
Office Supplies
Paper / Plate / Cups
Communion Supplies
Total Management Expenses

$41.21
159.68
83.26
28.31

Dept of Christian Education Expenses:
Teaching Guides/Books–Sunday School
Total Education Expenses

$140.65

Dept of Mission Expenses: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Gifts / Certificate / cards
Total Mission Expenses

$1,350.00
158.39

Total Deficit for this 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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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Expenses

$209.90

$312.46

$140.65

$1,508.39
12,938.22
$42,619.54

$42,619.54

NOT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1)

MISSION FUND EXPENSES
Th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

$1,260.00

FEB Central Ministry

$300.00

The Canadian Jian Hua Society

$300.00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of Canada

$300.00

David Sloss- Baraka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300.00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Canada

$200.00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200.00

ABWE - Chinese Ministry

$200.00
$3,060.00

2)

BUILDING FUND EXPENSES
Air Conditioner

$113.84
$113.84

審計人員工作簡報 Auditing Scope
1.
2.

3.
4.

5.
6.
7.

查對了每月日常開支帳。
查對了每周的 offering (包括 general offering， thanksgiving offering，
mission fund and building fund)，並與 Journal Entries， cash in bank 對
照。
查對利息與日記賬。
查對銀行日記賬及各科目(包括 GST Receivable， Prepaid Expense，
UI Payable， Tax Payable， Miscellaneous，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查對教牧工資和講員費。
結論：彭凌姐妹(本會簿記)工作嚴謹，認真負責，無差錯失誤，值得
大家學習。
今後可改進之處：
2006 年全年 offering 中缺少三個禮拜天：3 月 15 日、4 月 16 日及
12 月 17 日，這三天本會與西人教堂(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聯合崇拜，此事宜註釋一下為宜。今後每年應於 Offering
帳中說明缺少的原因。
審計人：胡允祥
2007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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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s Report 核數報告
To: the Members of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 have audited the balance sheet of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s at December 31, 2006 and the statement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for the year.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urch board.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ed on my
auditing scope.
In my opini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sent fairly,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hurch as at
December 31, 2006 with th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各位多倫多以馬內利華人浸信會會友們，
我已經查核完成 - 貴教會於 2006 年度的財政報告。教會的財政狀
況是教會事工會的責任，審計人員的責任是查核所呈交的賬目是
否屬實， 有關的單據是否妥善， 及所採用的會計方法是否按照
一般會計可以接受和合理的原則。
經過審計核對之後， 我認為所成交的賬目均屬實無誤.
此致

Auditor: Frank Hu
March 0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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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教會日常財政預算
2007 Church Regular Operation Budget

Expenses:

2007
Budget

2006
Actual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EI
Postage
Miscellaneous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Total for Regular Op. Expenses

$36,750.00
2,000.00
20.00
150.00
1,600.00
$40,520.00

$36,750.00
2,001.62
10.50
112.46
1,573.56
$40,448.14

General Management Expenses
Flowers & Gifts
Office Supplies
Paper / Plate/ Cup
Communion Supplies
Total for General Man. Expenses

$150.00
200.00
50.00
30.00
$430.00

$209.90
200.89
83.26
28.31
$522.36

Education Expenses
Teaching Guides / Book – Sunday School
Total for Education Expenses

$250.00
$250.00

$140.65
$140.65

Deacon Ministry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Gift / Certificate / Cards
Total for Deacon Ministry

$1,500.00
150.00
$1,650.00

$1,350.00
158.39
$1,508.39

$42,850.00
========

$42,619.54
========

Tot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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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零七年宣教認獻預算
Mission Budget for 2007
2006
OFFERING:
Faith Pledge Offering for Mission
(弟兄姊妹信心認獻)

$3,200.00

2007
$3,269.00
2.1% up

DISTRIBUTION: (認獻攤分一覽)
Immanuel Church Mission Reserved Fund:
Seminarian Training and Internship
Training Scholarship
Evangelistic Meetings

$100.00
100.00
100.00

$269.00
200.00
1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300.00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The Canadian Jian Hua Society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 China Ministry

$300.00
200.00

--$200.00

Cross Cultural Ministry:
David Sloss – 3rd World Theological Education
Wycliffe – Peter Toy & Family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ABWE – Chinese Ministry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3,200.00
=======

$3,269.00
=======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Ministry:
FEB International Ministry
The Hambreys
Guy Leduc
FEB National Ministry
FEB Central Ministry
Fellowship French Mission
Rev. Terry Cuthbert

** 攤分方式取決於每項事工 / 機構對宣教的直接參與程度為指標!
The distribution is based on the direct mission participation of each organization /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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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篇及文章分享
《得救見證 1》王銳鳴
2003 年初我在 Market America 的生意達至所謂的高峰，年銷售逾 1000
萬﹔我的經銷商組織中逾 30 人，年收入超過 10 萬﹔我本人也成為 Market
America 來自美~加~澳三個國家，僅有的 26 位 Executive Supervising
Coordinator 之一，那年的收入超過 20 萬。
我曾有過短暫的滿足和安慰，但隨之而來的是一種對於成功的恐慌。我
害怕失去付出辛勤勞動、得之不易的所謂成功，也就是大房子、大奔馳，還
有頭上那頂高級經銷商的光環。所以，我在 2003 年穿梭於地球 南北--兩次往
返澳洲及加拿大，逗留近三個月﹔奔波於美加兩地，三次南下邁阿密，另加
三次北卡州。我想用努力拼搏，留住成功。人喜歡把自己埋葬在喧囂、疲於
奔命、日復一日的忙碌中，不曾花時間體會安靜獨處的奇妙和寧靜﹔然而只
有在那寧靜中才能聽到上帝輕柔的聲音。
與此同時，成功所帶來的快慰感轉瞬即逝，接下來的是成功以後的危機
以及無奈。2003 年下半年銷售開始下滑，經銷商流失﹔原定的分期分批開拓
澳洲市場計劃，雖然以我掛帥再次出征，但僅只一卒相隨，實質流產而歸。
我甚至曾上書公司高層，促請開拓中國大陸市場，並驅車千里到公司總部面
諫，最終都無功折返。我在聖誕節前召開的下屬高級經銷商會議中，大力倡
導集體領養兒童，集體行善，回饋社會，亦苦於響應者寡而胎死腹中。
面對這天旋地轉失控的世界，我表面上維持著一幅堅強和冷靜，內裡卻
是極度的空虛、迷惘、無助、無奈和孤獨。我開始所謂的退隱江湖，足不出
戶，把自己封閉在家中書房的生活。
我搞不清自己到底是一種「彈性職業疲乏」還是墮落或下沉，抑或是面
臨人生中一個真正的轉折﹖於是從 2004 年 4 月開始，我到健身房鍛煉，試圖
「以形補神」，就當時而言，也不失為一種積極的舉動。
在近乎自虐式的閱讀、痛苦的掙扎，以及反覆的思考中，我咀嚼著艾略
特的一句話：＂在一切探索之後，我們回到起點，重新認識這個地方。＂我
問自己﹕“我能否自救﹖我是否需要上帝的幫助﹖＂。有人說，生命是一種
預設而可能修改的程式， 當時我問自己：「難道在我年近五十歲，從 Market
America 生意的高峰中，幾乎跌到谷底時，我的生活(生命)進程，會因為交托
耶穌基督，可以被修正和改變呢﹖」
我頓時的回應：主啊﹗請您再次原諒和寬恕那時、這個冥頑不化、扯著
自我奮鬥救命稻草的我，感謝您仍沒有嫌棄我，您用耐心和真誠施行您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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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拯救計劃。我知道是您在托著我的人生，我是您為了一個特殊目的而
創造的特殊個體。您不斷地差遣主內的弟兄姊妹闖入我的生活，傳遞救恩的
信號。回首十一年前，當我聯鎖店生意失敗並病重住院時，您曾安排我與施
紅耀和他的太太馮 Ellen 萍水相逢，成為朋友，Ellen 馮更引領我和我們全家，
去參加平生第一次的福音夏令營，聆聽您的話語。遺憾的是我那顆梗頑的
心，竟對您發出的救贖訊號無動於衷，成為當時唯一一個不舉手決志的蒙恩
罪人。又在七年前，我從傳統生意轉型，選擇了 Market America 的經營方
式，又選擇了與盧演秀這位主內兄弟成為亦師亦友，這決非我的先知先覺，
而是您瞑暝中的導引，通過他和風細雨的，滲透著您智慧的交通交流，我這
顆經歷過信仰破滅，又似乎已經麻木不仁忐忑不安的心，似乎真正在向您靠
攏。我甚至懷疑是您丟下錢幣，給那位似乎剛從校園出來、有著一張娃娃臉
的孫曉東，奔奔跳跳地、按月給我送來《海外校園》，向我那顆載浮載沉後
幾乎窒息的心房，吹進您的一股清新空氣。
2005 年夏天，一定是您的美意安排，主內的張大姐、周大哥與他們十幾
年前相識的盧演秀弟兄在我家中相聚。您不會容許偶然的事件，叫閑人過客
進入我的生命，張大姐、周大哥那來自於心底裡的信念和得救所透出的平安
喜樂，深深地感染著我，也使我那僅僅借著人世間的歷煉和磨難，在表面上
築成的剛強和冷靜，轟然坍塌。從他們二位由生意和事業的輝煌，到選擇侍
奉榮耀主的生命平臺，這種全然的交托，我聽到了倆位忘年之交的喃喃之
語﹕是時間把你交托給上帝了﹗
同年九月五日晚，我從書架上抽出那本“荒漠甘泉＂-這本從前盧演秀弟
兄贈送給我的書，一本在我書架中第二層沉睡了兩年之後的靈修書。書的導
言中間有三句話，使我感觸頗深。第一句是「要堅信神站在你和你的難處之
間。」我想：難道馮 Ellen、廬演秀、孫曉東、張大姐和周大哥不就是您派來
的使者嗎﹖第二句：“徹底的失敗往往轉化成神奇的勝利＂，雖然我不期望
可以馬上和徹底地擺脫目前困境，但我相信會有“神奇的勝利＂。最後一句
“感恩上帝給了你火煉的機會＂，我想：難道我這四十多年遭受的磨難，不
正是神您為我安排的“火煉＂--我必須承受並為此感激的遭遇嗎﹖那天晚上，
我是在一種不自覺的力量驅使下揀選了這本書，它是否同時暗示著神您今晚
就要揀選我呢﹖這些疑問令我仍然沒有向神跪下。
同年九月三十日，我與盧演秀弟兄不約而同到同一間教堂，聽曹東昆牧
師講一個題目，名為“智慧設計＂。我是學中國語言文學，較偏重感性思
維，然而，那晚曹牧師的科學論述、詳實分析，卻使我完全恢復了理性參
考。我完完全全降伏在神您這位創造宇宙萬物、掌管宇宙萬物的真上帝面
前﹗正如羅馬書所說﹕“自從造天地以來神的永能與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
是眼不能見，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於是，我沒
有任何持疑地便起身站立，先是決志信主，隨後用禱告來接受耶穌基督您成
為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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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神學家 D.Bonhoeffer (潘霍華)曾說﹕「昂貴的恩典是必須再三尋找的
福音，是必須祈求的禮物，是必須親手敲的門。
這樣的恩典是昂貴的，因為呼召我們來跟從﹔並且，它是恩典，因為它
呼召我們跟從耶穌基督。」感激主的不棄，揀選了我這個經歷過信仰破滅，
在此以後的一段漫長的日子裡，渺渺茫茫、跌跌撞撞、尋尋覓覓的無主孤
魂。認識主之後，我才明白：心無主宰，生命的主要動力就無法形成；心中
無主，你只能是寂寞的孤魂而已。同時我也意識到回歸天國的路程，將會是
一個脫胎換骨、充滿挑戰、有時甚至是普羅米修斯式的悲壯英雄過程。有幸
的是，在您揀選我之前，您經已拉著我兒 Allen 步上相信之路，請大家亦為我
太太祈禱，我相信主一定會讓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家庭，而不是漂流在五大湖
中的一葉孤舟。
人生有時是極度的令我失望﹐但唯一叫人存活的途徑乃是學習去愛。只
有那些不再要求即時得著解答的人﹐才能走上這條愛的道路。惟有當我學會
將渴慕完美喜樂的盼望﹐交付給我完全信靠的父神您﹐我才能面對著解除不
了的苦難﹐而仍然確知自己是走在這條路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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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見證 2》張佩琳

In the early spring of 1993, one Sunday morning, my mother’s
friend Mrs. Chung phoned me asking if I could drive her to church,
because all her children could not give her a ride. I felt sorry for her
so I said “yes.” When we arrived there, I was introducing to some
church members; we were then seated at the 3rd row. Soon after they
started singing Hymns, right-a-way my tears come down on my face
like a fall. The more I tried to stop cry, more tears come down, even
when they finished Hymn my tears still running.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have never cried in front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public. At that time besides felt the embarrassment I
also felt someone O long to be with and the warmth and the comfort
that I have never felt in my life.
Since that Sunday I have seldom missed Sunday Service.
After spent average 4-5 hours per day sought the Lord, in 1995 Easter
the Lord has pity on me. I was granted as His child, from that
moment I know how great God’s love is choosing a sinner like me to
serve Him. Thank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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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讚美神》周立仁
真快，轉眼間，2006 年便過去了。讓我們來數算神在 2006 年賜給我們的
恩典，用心靈和誠實，來感恩讚美神。
過去的一年裡，我們活在這世界上所需的，神都豐豐盛盛地加給我們。
更加要感恩的是神通過祂的話語，讓我們對神的道的認識，有了某些方面的
提高，使我們的靈命增長，改變了我們的生命。
通過學習“創世記＂，“希伯來書＂、“羅馬書＂、“雅各書＂、“約
翰福音＂等聖經，提高了幾方面問題的認識。
信靠唯一的真神，是人生頭等重要的根本大事。是關係到我們的生命歸
於義，還是歸於罪，歸於生，還是歸於死，歸於與神同在，還是歸於與神隔
絕的根本大事。
現在的世代，慣用“人權＂、“信仰自由＂，來割斷人和神的關係，來
否定神的主權，這是危險和帶領人犯罪的。神要求的是人有一顆真心愛祂的
心，一顆完全信靠祂的心，“強扭的瓜不甜＂。神真喜歡祂造的人像祂，但
是神卻又不強迫我們，讓人有選擇的自由。不過，選擇任人，後果人必自
負。
天是神造的，地是神造的，萬物是由神造的，神有絕對權柄，要被造之
物，特別是神諉以重任的人聽祂的話，按祂的吩咐辦事。因此，不聽從祂的
話，違反神的旨意辦事，就是犯罪。而罪的結果，就是死亡。神一再教導我
們：“你們如今要知道：我，惟有我是神，在我以外並無別神。＂（申命記
32：39）“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樂意事奉耶和華，當來向祂歌
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祂造的，也是屬於祂的；我們是祂的
民，也是祂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
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
代！＂（詩篇 100）
上述兩段記載於聖經的話語，把我們為什麼要信靠神，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祂是神，祂是造天、造地、造萬物、造我們的“天父＂；祂是拯救我們
脫離罪惡，脫離死亡的救主。我們是屬祂的。所以我們應當完完全全信靠
祂，這是天經地義，理所當然的事。“詩篇＂100 篇用七個“當＂字，強調了
天經地義，理所當然的事實。
在聖經「創世記」中，又通過記載挪亞時代，神對人類進行第一次大審
判；挪亞信神、遵行神的旨意，因而在神面前蒙恩稱義的事實，再一次向我
們強調這個教導：信不信神是人生的根本頭等大事。是善惡悠關、生死悠關
的根本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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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如此記載：「耶和華見人在地上罪惡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
惡……心中憂傷。」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是個義人，在當
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神就對挪亞說：「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
來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了他們的強暴，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神吩
咐挪亞遵照神的設計造方舟，把全家八口，和有血肉的活物，一公一母，潔
淨的七對，不潔淨的一對，帶進方舟，好在方舟裏保全生命。神怎麼吩咐，
挪亞就遵照耶和華所吩咐的行。（創世記 6:5-6:22）
從挪亞 600 歲那一天，即二月十七日，天上先降下大雨 40 天；水勢浩
大，首先浸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後再經過了另外的一百五十天、又四十
天、兩個七天、並最後的兩個月的日子，於二月二十七日，即挪亞 601 歲，
地才乾了。所有不信從神、犯罪的人和地上有血氣的活物都死了! 惟有信從神
的挪亞一家八口，和在方舟裏的活物得平安！神並且與挪亞和他的後裔，及
在方舟中的活物立了「彩虹之約」。神說：「我與你們立約，凡有血肉的，
不再被洪水滅絕，也不再有洪水毀壞地了。」（創世記 9:11）
從此，開創了另一個新的時代；神不再用洪水滅絕人類，而對人類進行
揀選，即拯救的新時代。從揀選亞伯拉罕作為“信心之父＂，繼而揀選以色
列猶太人作為祂的子民。最後，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切信祂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祂的兒子降世，不是要定世人
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信祂的人，不被定罪；不信的人，罪已經定
了，因為他不信神獨生子的名。＂（約翰福音 3：16-18）把救恩賜給世人，
賜給信靠神的人。
從上述神的教導和聖經記載亞當和夏娃的事例，證明了信靠真神是人生
頭等重要的根本大事，是關係到歸入義，還是歸入罪；關係到歸於神，與神
和好，還是歸於別的受造之物，與神隔絕；關係到歸入生，還是歸入死的根
本問題，值得每個人深思定擇。
什麼“宗教都是導人為善，信什麼都無所謂＂，這是引人離開信靠真神
的謬論。不去信靠、事奉、敬拜惟一的造物主，而去信靠、事奉、敬拜受造
之物，這是犯了神“十誡＂中的頭條誡命，是對神之不忠貞是靈上淫亂罪
行，是神所憎惡的。求神赦免我的罪，並帶領我永生永世信靠祂。從我的人
生經歷中，得到兩個深刻的教訓：人若不信靠惟一的真神，生活便沒有正確
的方向，生命便毫無意義。
在我 54 歲以前，追求兩個夢：
1）在祖國實現共產主義。為此，我投放了二十五年的時間、精力、生
命。結果，階級斗爭的鐵拳，把祖國的「伊甸園」美麗圖畫，徹底撕
碎，令我失望心傷。白白浪費了 25 年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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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求健康、財富、愛情。為此，又投放了二十多年的時間、精力、生
命。結果，發現似乎可以得到，剎那卻完全消失，無法掌握！
白白浪費了近 60 年的生命，所得到的是空虛、無奈，如聖經所說：「虛
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 1:2）「日光之下，所做的一切事，都
是捕風。」（傳道書 1:1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者便是聰
明。」（箴言 9:10）
自從主賜給我恩典、救恩，讓我重生之後，我的生活才有了正確的方
向，生命才充滿喜樂、平安和有意義。「活着為己」，陷在罪中，浪費生
命；「活着為神」，為義為樂，生命豐盛。信主必須持正確的動機、目的，
才能悔罪、重生，才能做主的真門徒；否則，無法真信，仍然舊我，活在罪
中，無法重生。
很多人都帶着不同的動機、目的到主面前，向主要禮物、要東西、談條
件、講交易。像我，初信主就是要主醫治好我以前患癌症的妻子作為信主的
條件，而當目的達不到，便對主懷疑、不信，當然不能讓主掌管自己的生
命，正因此，雖然表面上受洗歸主，實際上仍然過着罪生活足足六年。回想
起來，真是痛心疾首，感謝主憐憫我、救我，讓我悔改、重生。從我的經
歷，見證了信主若懷着不正確的動機、目的，便無法真信！
「為什麼要信主？」「為了進天堂、得永生，所以信主。」
這是現在很流行的理論。這幾年我反覆讀聖經，思考這問題。聖經告訴
我：為了進天堂、得永生信主，這動機、目的是錯誤的。誠然，主應許「信
的人有永生」（約翰福音 6:47）但是，「永生」是真心信主，願意悔罪歸
義，重生歸神，遵行神旨意的必然結果，總之，永生是信主必然結果，而不
是我們信主的動機、目的。一個真心信主悔罪，依靠主把罪惡的「舊我」釘
死；一個在耶穌基督裏重生歸於義、歸於神的新人，神當然歡迎他進入神的
門，神的院，神當然喜悅與他們同在而得永生。因此，永生是「因信稱
義」、悔罪重生的必然結果。把「進天堂、得永生」作為信主的動機、目
的、條件，是大錯特錯的。持這理論的人，還把「羅馬書」10 章 9-10 節的經
文：「你若口裏認耶穌，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復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
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解釋為把心裏相信耶穌，在
眾人面前用口頭表達出來，就能得救，得到「進天堂」的入埸劵，得「永
生」。這是誤導，危害甚大！保羅這段聖經，按照原文的真意是：你若從外
表到內裏，從心裏到行為，完完全全信靠主，就必得救。保羅這段經文很清
楚，一個表裏完完全全信主的人，當然必得救。倘若只是把心裏相信主，用
口頭表達出來，就說已得到「天堂」的入埸劵，可以得「永生」，肯定這張
入埸劵是假的，進不了神的門、神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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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創造宇宙萬物的主，祂愛我們，祂願意把最好的賜給我們。祂賜
什麼，什麼時候賜，賜還是不賜，這都是神的絕對主權。雖祂也曾應許賜永
生給信祂的人，但是我們信祂，絕對不能是為著“進天堂＂才信祂。我們信
祂，乃是我們和神有一種非常非常親密的從屬關係 (羅 14:1-12。)天是神造
的，地是神造的，宇宙萬物是神造的，最重要人也是神造的，“我們是祂造
的，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總之，祂是造我們、
賜我們生命的造物主；祂是救贖我們脫離罪惡，拯救我們免於死亡的救主。
所以，信靠祂、順服祂、歡呼祂、歌頌祂、事奉祂、感謝祂、稱頌祂，乃是
天經地義，理所當然的事。不管任何情況發生，我一定要遵從神的教導，永
生永世信靠祂、順服祂、事奉祂、感恩讚美祂！
感謝神教導了我，使我明白信靠神是終生的事，是愛神的人一輩子要學
的功課。現今有一種流行信仰觀念，認為當人們“決志＂、“洗禮＂後，便
可進入“天堂＂，永遠“得救＂。“罪的問題已經完滿地解決了，信耶穌似
乎亦可以放下來。＂可是，從對聖經的學習中，卻看不到神有這種教導。相
反，神的教導是：信靠神要終生信靠，而且是要百分之百，完全的信靠，這
是每個愛神的人一輩子要學的功課。
聖經是如此記載的：自從亞當犯罪之後，罪便進入世界。他的兒子該隱
又殺了兄弟亞伯。後來，亞當又生了一個兒子，名叫塞特。塞特也生了一個
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之後，聖經接續記載了第一個完全信靠神的人，乃是以諾。聖經如此記
載：“以諾活到六十五歲，生了瑪土撒拉。以諾生瑪土撒拉之後，與神同行
三百年，並且生兒養女。以諾共活了三百六十五歲。以諾與主同行，神將他
取去，他就不在世了。＂（創世記 5：21-24）用現今時髦的話譯釋此段經
文：“以諾活到六十五歲，生了兒子瑪土撒拉之後，便“決志＂信主。從
此，聽神的話，在生活中完全照神吩咐的去做，整整做足了三百年。他沒有
“脫產＂，也沒有把家庭甩掉，照樣生兒養女。他在生活中活出神的屬性，
深得神的喜悅。因此，神賜他榮耀，把他提到天上去了，他也是第一個沒有
經過肉體死亡，便被提到天上去的人！
這段經文，言簡意明，把神的旨意，對我們的教導，通過以諾這個神所
提供我們學習的榜樣，展示得非常深刻清楚，那就是：信靠神是終生的事，
要完完全全的信靠。所謂與神同行，就是完全照足神的吩咐去做。“決志＂
之後，直到被神接上天，信靠順服神整整 300 年，可見是終生信靠。
同樣，“信心之父＂亞伯拉罕，也是終生信靠神，一輩子學習這一功
課。“創世記＂從 12 章開始至 25 章 11 節，詳盡記述了亞伯拉罕終生信靠
神，一輩子學習信靠神這門功課的故事。亞伯拉罕在 75 歲，聽到神的呼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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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便跟隨神。在學習信靠，順服，完全遵行神的話這功課上，他經歷挫折
失敗。但是，神並沒有因此捨棄他；而他又沒有因此而背離神。他窮盡一生
學習，終於經試驗獲得優異成績，成為“信心之父＂。例如：亞伯拉罕因兩
次怕妻子太漂亮而遭殺身之害， 因而求妻子在埃及法老和基拉耳王面，說她
是他的妹妹，這幾乎鑄成大錯，失去妻子！幸虧神出手扭轉局面，從埃及法
老和基拉耳王手中，把他的妻子送歸給他。可見，人若有信心的危機，又不
求告、信靠神，就會把事情弄得一塌糊塗！
而最挫折失敗的是神已應許亞伯拉罕，他的子孫將會如天上的繁星、海
邊的沙；但他的妻子撒拉，卻以自己的“聰明＂代替神的旨意，建議亞伯拉
罕娶其婢女為妾，而亞伯拉罕也同意妻子撒拉意見，娶婢女夏甲為妾，與她
同房。夏甲懷孕之後，卻又倒過來小看她的主母撒拉。撒拉受不了此氣，經
亞伯拉罕同意，苦待夏甲。夏甲出走，神的使者把她勸回。撒拉得神恩典，
按神應許時間，生下兒子以撒。為了不准夏甲新生的孩子以實瑪利繼承產
業，把夏甲和以實瑪利趕出家門，造成“家變＂！傷害了不少人，後遺症無
窮！
從這些挫折和造成旳後果，教導我們，信靠神要完全，百分之百信靠順
服。若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神的旨意，以自己的時間代替神所應許的時間，便
會挫敗，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亞伯拉罕經歷神，親身體驗到神的大能、信實、慈愛、公義。他敬愛
神、信靠神、敬畏神、順服神。他在信靠、順服神的功課上，經受試驗，終
於達至信心全備的境界。在獻獨生子以撒給神這事情上，信心已建全備，深
得神的喜悅。
下面讓我們來看看亞伯拉罕獻以撒給神的事跡：
有一天，神要試驗亞伯拉罕，故呼叫他說：“亞伯拉罕！＂他說：“我
在這裡。＂神說：“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利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亞伯拉罕清早起來，備上驢，帶著兩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了燔
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了。到了第三日，亞伯拉罕舉目遠遠
地看見那地方。亞伯拉罕對他的僕人說：“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
那裡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裡來。＂亞伯拉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身
上，自己手裡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行。以撒對他父親亞伯拉罕說：“父
親哪！＂亞伯拉罕說：“我兒，我在這裡。＂以撒說：“火與柴都有了，但
燔祭的羊羔在哪裡呢？＂亞伯拉罕說：“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
羔。＂於是二人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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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到了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拉罕在那裡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
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亞伯拉罕就伸手拿刀，要殺他的兒子。耶和華的
使者從天上呼叫他說：“亞伯拉罕！亞伯拉罕！＂他說：“我在這裡。＂天
使說：“你不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不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
的了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留下不給我。＂亞伯拉罕
舉目觀看，不料有一隻公羊，兩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拉罕就取了那隻
公羊來，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亞伯拉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
勒＂（註：意思就是耶和華必有預備。）直到今日人還說：“在耶和華的山
上必有預備。＂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拉罕說：“耶和華說：｀你既行了
這事，不留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便指著自己起誓說：論福，
我必賜福給你；論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來，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
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
聽從了我的話。＇＂
亞伯拉罕從 75 歲聽到神的呼召跟隨神。獻以撒時他已經是超過 100 歲，
（他是 100 歲生以撒，獻祭時以撒已能走三天路程，約 80 多里路，可見此時
亞伯拉罕應接近 110 歲）他用了卅多年跟隨神，從經歷中深刻認識神的偉大
品格和大能，因此，他至此已完完全全信靠神，完完全全順服神。神給他的
評價和賜福，證明他的信心已達至完備的階段。他的故事展示了神的真理：
愛神的人啊，要終生信靠神，窮盡一輩子學習信靠神和順服神的功課，直到
信心完備，討神喜悅。
以諾和亞伯拉罕的故事，絕對不是“決志＂“洗禮＂之後，便解決了一
切，和從此可進入“天堂＂的見證。
耶穌怎麼教導我們呢？
耶穌說：“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不能都進天國，惟獨遵行我
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對我說：｀主啊，主啊，我們
不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行許多異能嗎？我就明明地告
訴他們說：｀我從來不認識你們，你們這些作惡的人，離開我去吧！＂…
“所以凡聽見我這話就去行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
淋、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不倒塌，因為根基立在磐石上。凡聽
見我這話不去行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淋，水沖，
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了，並且倒塌得很大。＂（馬太福音 7：2127）很清楚明白“惟獨遵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信神的話，遵
行天父旨意，當然是終生、一輩子、永遠的事，絕對不是在“激情＂“感
動＂時，聽一下神的話，“決志＂“洗禮＂之後，便不讀神的話，也不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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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去行，然後就說：｀我信神的問題已經解決了！從此我可以進 “天
堂＂了！ ＇
我自己的經歷也見證此真理。我是 1991 年 2 月 27 日“決志＂，於 1991
年 6 月 23 日“受洗＂的。由於我“決志＂“洗禮＂，對神全無認識，只是因
為我以前的妻子，在臨終前決志信主；我很愛她，盼望將來能夠在天上和她
再次相會，更曾經盼望由於我的“信＂，神就可以很快醫治她 … 可是，當以
前的妻子在 1991 年 4 月 11 日離世之後，更大的打擊臨到我，我陷入悲哀和空
虛中，有時甚至懷疑神，埋怨神 … 甚至準備自殺！在這整整六年間，原來活
著的仍然是“舊我＂，把我陷在罪之中。可是，感謝神，祂愛我，憐憫我，
賜恩典給我，拯救了我。用祂的話語和奇妙的大能，帶我走過死陰幽谷，領
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使我的靈魂甦醒，改變我的生命。
回首 1991 -1998 年 1 月以前，所過的日子，真是痛心疾首。雖然已“決
志了＂“洗禮了＂，但卻只是虛有“基督徒＂之名，實是“罪人中之罪
魁＂。像我這樣子的，又怎能算是已解決了信的問題呢？！怎有條件進到
“天國＂中呢？難怪主如此嚴厲地向虛有其表的跟從者說：“我從來不認識
你們，你們這些作惡的人，離開我去吧！(馬太福音 7:23)＂其實，這話也是對
著我這個曾“決志了、洗禮了＂的人說的話，有幸能因神的話而從新活過
來。
保羅在“羅馬書＂中，一針見血地指出：“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不是
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禮，也不是真割禮。惟有裡面作的，才是真猶太
人；真割禮也是心裡的，在乎靈，不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不是從人來的，
乃是從神來的。（羅馬書 2：28-29）＂填張“決志表＂，和在眾人面前“洗
禮＂，只是在眾人面前見證跟隨主的起步而已；唯有“因信稱義＂，從此悔
罪、重生、並終生遵行天父旨意，才是耶穌基督的真門徒，才是神的真子
女。
神啊，求你帶領我，終生聽從你的旨意，討你的喜悅，做你的好兒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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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十五年》 馮文彥
一個十五歲的少年人，可能常常期待着脫離父母煩瑣管束的日子。一位
在同一份工作幹了十五年的人，也許不敢想像再幹另一個十五年會是怎麼
樣。那麼對於一個上了教會十五年的基督徒來說，心中又會想着甚麼？
一九九二年一月中的多倫多，暴風雪像野獸在街上狂奔，又像非要讓初
到貴境的人留下深刻印象不可而努力表現自己。航機延誤，到達多倫多皮爾
迅國際機場時已是凌晨，預約了“接機服務＂，卻不見有關人士出現，連機
場服務人員也似是冬眠的，蹤影欠奉。同機同校的幾個年青人不斷打電話到
學校，當然是沒有人接聽。當大伙兒都預備在機場暫宿一宵之際，遠遠來了
幾個華人，其中一位手持寫着“Scarborough Christian School”的紙牌，是“接
機服務＂！
原來並非甚麼“接機服務＂，而是一群教會人士，希望透過協助學校接
待留學生，帶領他們上教會，認識福音。就是這樣多了一個教會生活。不得
不承認起初是因着一點點的好奇，好奇的是在這世上竟然還有人願意不收分
毫，不辭勞苦地﹝在暴雪肆虐的凌晨！﹞幫助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加上不太
好意思推搪，故此參加教會聚會。在個多月後的退修會中決志信主，並在一
年後的聖誕節受浸加入教會。
一直參與教會所有聚會及很多的公開聚會，又買了不少基督教書籍，更
投入教會內外很多事工中，得到不錯的名聲，心裏滿以為這就是基督徒人
生，而且自己也感到滿意。只是常常有一種不實在的感覺，就是眼看的和聽
到的有一些分別。聖經教導應要怎樣怎樣，在別人身上看不見實踐出來。不
說人且說己，也是行不出來。不但如此，更仍在罪中打着滾，活着是華麗裝
飾的腐朽生命，而這樣便過了十年。
誰有這般能耐，可以對人容忍了十年，仍不離不棄，更為他處處着想，
以各種提醒，勸戒和「打在兒身痛在父心」的責備，盼望他早日回歸正途？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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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只
有神才能人所不能，想人所不能想，愛人所不能愛。透過忠心順服神竭力遵
守聖經原則教導的基督徒的幫助和神話語的光照，讓我重新認識信耶穌為何
事，學習成為真正順服的基督徒。這約是五年前的事。明白過後，日子變得
不容易走，因為發現從前認為合情合理合乎聖經的事情，原與聖經正意教導
實離天萬丈矣。以往對眼前所謂的“屬靈偉人＂趨之若鶩，原不值得那麼仿
傚。一切謬思誤想，全因自己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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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開始過的是知易行難的路，但路縱難行，仍不比主耶穌本無罪卻為罪
人代死的路崎嶇。如此看來，己之苦又何苦之有？記得曾有牧者問：「是否
不應清楚說明信耶穌的真義，讓你快快樂樂地糊塗下去？」很堅決的回答
是：「寧願透徹認識何為信耶穌，顫顫驚驚的跟隨主，總比快樂糊塗地得罪
神來得有價值！」
這十五年，漸體會神恩浩蕩和人心詭詐。有教會生活，不等於與神有美
好的關係，反有可能成為培增口是心非的罪的溫床，因為在人前裝作純良的
羊是多麼容易的事，踏出禮拜堂又可回復狼相。要知道神是看人內心的，何
苦自招神說「我不認識你」呢？倒不如放下自我，虛心接受神話語的教導，
靠主勇敢對付帶來死亡的罪，落落實實地跟隨主。願與弟兄姊妹互勉，一起
努力向着舉步維艱卻滿溢喜樂的窄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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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帖撒羅尼迦前後書」有感》余衛東
每一個人進入教會的時間長短不同，所領受神的教導也有多有少。其中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自身問題是：我們花了多少時間在研讀「聖經」？有多少
神的話語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海裡，並在生活、工作中實踐出來？就我自身
而言，我們一家於 2001 年進入以馬內利華人浸信會開始崇拜生活，黃牧師、
湯傳道透過主日崇拜、主日學、祈禱會，就已經系統地講解了「創世記」、
「出埃及記」、「利未記」、「路得記」、「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
下」、「以斯帖記」、「何西阿書」、「約拿書」、「哈該書」、「撒迦利
亞書」、「約翰福音」、「羅馬書」、「腓立比書」、「帖撒羅尼迦前
書」、「帖撒羅尼迦後書」、「希伯來書」、「雅各書」和「猶大書」。很
多時候，在上完主日學和主日崇拜之後，大部份內容就可能忘記了。如果我
們不去反覆查考，只是星期天上午幾個小時在教會內過所謂的“宗教＂生
活，今天學到了什麼都回答不了，更不用講如何去理解、去領會聖經的真
理。如果走到社會上，和朋友、同事、鄰居去傳主的道，什麼是真正的真
理，為什麼要信耶穌也許都講不清楚。
去年，牧師在教完「帖撒羅尼迦前後書」的主日學課程之後，給我們留
下了一些思考題。一方面是為了讓我們透過這些思考題來了解聖經的真理，
另一方面也是要反思我們今天的屬靈光景如何。我願透過這個機會，將自己
的學習所得，以及一些感想，和大家分享。
帖撒羅尼迦前書 1:6-7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了聖靈所賜的喜樂，領
受真道，就效法了我們，也效法了主，甚至你們作了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
主之人的榜樣」，讓我們看到，帖撒羅尼迦的弟兄姊妹在羅馬政府對基督徒
迫害的大環境下，不畏強暴，透過聖靈的帶領，得到了真正的喜樂，領受真
道，效法主，一同事奉主。我們應該明白，教會的事奉，決不是牧師、主
席、事工會的個人事奉，而是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的集體事奉。事奉、效法
的對象是我們的主。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如果我們不去學習主的話
語，不去真正了解主，我們又怎能效法主呢？我們從以下對比當中也許看到
這不同的結果。
透過聖靈
真正的基督徒

喜樂

領受真道

開心

不理會真道

效法主

透過其他
非基督徒

效法世界

作為基督徒，我們一定要在聖靈的引導下，領受真道，效法主。想到聖
靈的大能，我不由想起「使徒行傳」，當主耶穌升天之後，主的十一門徒同
幾個婦人、耶穌的母親、並他的弟兄，在樓房內同心合意恆切的禱告，聖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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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人能力（徒 1:8）。在以後的章節中還可以看到聖靈可以賜人予口才（徒
2:4）、引導人（徒 8:29）、安慰人（徒 9:31）、差遣人（徒 13:4）、阻止人
（徒 16:6）和啟示人（徒 21:11）。人若順服就可得着祂（徒 5:32），人也可
抗拒祂（徒 7:51），同時聖靈是教會之首（徒 13:2，20:28）。
帖撒羅尼迦教會作了先前信主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這
反覆提醒我們，我們不能以受洗不久作為對聖經不了解的借口，屬靈生活得
過且過。相反，如果我們信主有很長一段時間，而放鬆對主的追求，將會落
在後來信主的弟兄姊妹後面。這更教導我們，我們應該積極地培養下一代，
以便一代優於一代，在屬靈生活上打好美好的根基。這也不由得想起自己的
成長過程：小時候，年青時代都有學業上的追求。從普通小學到較好的中
學，進入國家重點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完成自己的學業。如果同時代的一
個人想追上我，不是不可以，只是困難一些，因為我沒有放鬆。特別是現
在，在加拿大已經安居下來，有自己的工作、房子、車子和家庭，如果在專
業上得過且過，年青人就很容易超越我們。在靈命上，如果不追求主，或者
只在初信之時追求主，然後睡大覺，屬靈生命只停留在屬靈嬰兒或孩提時
代，後來者當然很容易超過。正如古人所言「逆水行舟，不進則退」，我們
的教會雖然很小，我們許多弟兄姊妹，無論年輕的、年長的都在不斷地追求
事業的進步和屬靈的增長，但願我們，包括我自己，能夠擺正自己的人生目
標，把追求主作為首要目標。
另外，帖撒羅尼迦前書 3:3「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動搖，因為你們自己知
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的。」保羅是要告訴帖撒羅尼迦教會的弟兄姊妹，
作為基督徒，受患難是命定的，他們以前在帖撒羅尼迦的遭遇就已經說明了
這一點。正因為如此，保羅特意打發提摩太前往帖撒羅尼迦教會，去堅固他
們。作為基督徒，如果堅持真理、穩定恆久地持守神的道，就會與這世界格
格不入，就會招致患難。保羅的一生就已經說明了這一點。教會歷史也告訴
了我們，從第一世紀到現在，基督徒受逼迫一直就是教會的主軸。儘管基督
徒都知道這個事實，也知道患難不是因為自己的犯罪而招致。但是在諸般患
難面前，有些人就可能向這個罪惡的世界低頭，乞求以避免患難，只有真正
的信徒才會堅持真理。有時我常常為自己能夠自由地生活在加拿大這片土地
上而感恩，我們不必為自己的信仰而擔憂受到迫害。儘管加拿大的環境比較
寬鬆，但許多與神的教導格格不入的事情一再發生，如同性戀婚姻合法化等
等……我們應該更加小心謹慎堅守神的真理。
作為信徒，特別是初信的信徒，常常對自己所信的神沒有一個清晰的認
識，以為自己認罪悔改信主之後，主就會將我們分別出來，保佑我們平安，
對於預備受苦沒有思想準備。對於自己今天的光景，知道受患難是命定的，
到底有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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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打一個問號。當患難、引誘和迫害一齊向你撲來的時
候，也許就有跌倒的可能。記得一九八九年九月的時候，我說了一句有關事
實的真話，就遭到了系黨委書記在全系教職學生大會上的不點名批評，並說
我的情況和一位說「天安門死了兩萬人」的人類似（該人當時被判了十年監
刑），我覺得很受委屈。導師開導我，「好漢不吃眼前虧，向書記說聲「對
不起」，事情也許會過去，否則的話，難以預料後果」，談不上生死大權掌
握在這些人手上，至少當時的學業大權掌握在他們手上，要開除你是有這樣
權柄的。後來聽了導師的話，低頭違心認錯。如果今天還是如此，可以想像
我們父神為有我這樣的不爭氣兒女而多傷心。但願今日我們對「我們受患難
原是命定的」有更深刻的認識，才能不被諸般患難動搖，更不會只向朋友、
同事、家人傳「成功福音」之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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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說不完》林潘菊如
凝望著窗前的樹梢，心裏有一份說不出的喜樂與安慰 – 我終於有一處屬
於自己的住處了。 雖然不是自己的物業卻能自主， 不受扞擾。 親愛主， 謝
謝你。
來到多倫多已差不多五年， 在這段不長不短的歲月裏， 一直都為了經
濟、 工作、住屋，不斷地打滾， 心中徬惶。尤其是今年的夏天， 可說是甜，
酸， 苦， 辣， 一齊來。 八月初，女兒一家邀請我夫婦倆一同渡假， 心裏有
莫大的興奮與欣慰。因這是女兒結婚以來第一次與女婿同遊。八月尾， 我的
工作評核不及格 – 院方認為我的工作表現不符要求。與此同時， 女兒一家因
工作的原故， 舉家西遷， 搬到另一省居住。 一連串的事， 來得太突然， 我
有點方寸大亂……。
我在神面前默默禱告， 不斷祈求；“我應何去何從？＂我也與牧師， 弟
兄姊妹們分享我的處境， 請他們為我代禱 …。最後， 我禱告神說： “若這
是祂的心意， 無論去或留， 我願意跟隨， 因為這份工原是祂所賜。 我只求
祂加我力量， 能面對現實。＂
九月份的 Action plan 在戰戰驚驚的情況下度過。九月中，接到房署的電
話 – 我的房屋申請 – 已獲批准。 我可以前往看看所批的單位是否適合。這
是一棟老人柏文大廈， 座落在西人區， 樓高六層， 每單位是一廳一房的間
格， 面積合共 510 呎。我的單位位于柏文的後座， 朝西北面向叢林。 我一看
就喜歡了， 但我先生卻反對， 只因太隔涉。
為了房子的事， 我又在神面前求: 求祂給我聰明和智慧， 知道如何去作
抉擇. 說實在的， 這單位除了房租較相宜和可以自主外， 其他一切費用皆自
負。 俗語有云： 一闊三大， 實在不能掉以輕心。我繼續為房子的事求告神：
“神啊， 若這是你為我預備的地方， 請你為我開路， 以致我夫婦倆皆能同心
去面對， 因為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經過一段磋商， 最後我先生同意了。
我們開始進行辦理各項的手續程序。十月初接到房署的電話 – 我們可以在十
二月一日遷入該單位， 租金是現時的 2/3， 兩者的差額剛好補上其他額外的
開銷， 感謝主， 垂聽禱告! 在等候的其間， 也出現了很多的阻滯， 如：前業
主的無理要求；搬運中的錯誤安排等等，但憑著信， 都安然渡過 。
十月尾接到院方通知 – 我的 Action plan 已獲通過， 可安心工作。 護士
長並鼓勵我 - 繼續用心去做。 我很開心因為神聽了我的禱告。我懷著一顆感
恩的心繼續上路。
十一月， 眼看一切的事都解決了， 理應鬆一口氣， 但接踵而來的又是
“錢＂。由八月初的渡假， 九月的 Action plan， 十月的等候， 一連三個月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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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不敷出， 也是時候要補倉了。內幕消息五樓將有同事放大假， 有很多
“更＂ 可給其他同事們 取代。 我心中雀躍萬分， 心想一定要把握機會爭
取。我為這事向主求問：“如此行是否合祂心意?＂ 若是祂喜悅， 求祂成
全， 不然也給我一顆平安的心去面對＂。 祈禱交託之後， 我以第一時間到五
樓去填報， 未想到已全填滿了。這麼快？ 我有點茫然。
“林太， 你有否留意在你對面的叢林間有條小溪呢！＂ Clement 弟兄對
我說：“真的嗎? 我竟沒發覺呢。＂ 我回答說…… 腦海中浮現起年青時的
我 ……。 有一次面對一幅日本的庭園畫， 情不自禁地說: “假若我年老退休
時， 能有一房子旁有樹木又有小溪， 那就太好了……經過卅多年的風風雨
雨， 那一句話早已拋諸腦後， 忘得一干二淨了。 未料到在今天這境況下，
神已為我預備了這地方……。
還有在十二月份， 雖然我無法在五樓執 “更＂ 卻意外地在我工作的二樓
有很多工作的機會。在人看來， 那是不可能的， 神卻作了祂的工。 而我十二
月份的進帳竟是 2006 年全年之冠呢！ 謝謝主！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切厚恩？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稱揚耶
和華的名。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路， 我不忘記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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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聖誕愛筵慶祝會

教會週年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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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回香港前留影

水禮 / 轉會花絮

王銳嗚弟兄接受浸禮

張佩琳姊妹及周立仁弟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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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加入的會友

牧師證道

教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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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教會經常聚會會友及好友名錄
陳黃秀珊
趙立基、趙李嘉琳、趙善惟
李偉民、劉若香
鍾麗珊
董曉文
馮文彥
胡允祥
黎炳鍵
劉慧賢
劉嘉慧、劉漢宗、劉嘉詠
劉潔璧
劉群歡
林潘菊如
湯寶源、湯蔡樂施
王立宏
原野
王銳嗚
王利莎
黃紹權、黃劉寶明、黃藹祈、黃憲祈
肖伏中
余衛東、彭凌、余鵬、余程
及
更多各方良朋好友
盼望下一年你的名字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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