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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兩個現象也並非甚麼新發現，只是不斷以舊酒新瓶的
方式，推陳出新；但卻促使我們反思：到底這兩個現象是否證明了
教會已走上將要沒落的地步，並且神的真道也再無效實質意義呢？
我相信不少基督徒亦有類似的擔心，但因為他們沒有弄清聖經的啟
示，於是更促使以上的兩個現象，演變得更烈，甚至最終弄致教會
黑白不分，為了解決教會不再吸引人來參與的問題，而藥石亂投。
對於以上的發展，我卻有一個不盡相同的觀點，就是在這個時
代變遷之中，反而能夠為我們提供學習及體驗神道真實的實時訓
練，使到教會得著走回原先應有聖潔生命的契機。在此，我並不是
要語出驚人誓不休，只是我希望強調，教會是需要走回到父神原本
為她所設計的聖潔樣式。試想想，一個有病在身的人，他在病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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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感受反而可以叫他或她學曉更珍惜在建康之時候的美好光境，同
時，亦讓病者有一份動力，去期待再一次迎接康復的日子。

在主日學班中所學習的保羅及聖經人物課程，再者，祈禱會中的約
書亞記靈修分享，並大量使用教會網站作為輔助教學的工具，以我
們一間只有約三十人左右的教會，學習的機會比率與素質，絕對是
上上之選。(對不起！恕我在這裡套上一點廣告的口吻吧。)

無疑，教會昔日附帶著很多非核心的服務，如今都已經被取替
了，但同時讓信徒可以更多掌握人生的有限時間，與家人及朋友相
交，在彼此的生活中相交認識，從中見證神的真道。因此，教會又
何需為失去那些本來就不需要負責的“非核心服務＂而擔憂呢？我
們理應該去感恩神給予我們有如此的時代改變。
對於信徒而言，我們可以有更多時間去學習主道，把事奉神的
屬靈寶劍(聖經真理)磨得更銳利。對非信徒而言，他們不再需要為
任何法律核實等需要而與教會聯絡，更加不用為找輔導服務才參加
教會活動，作假冒偽善的人，活在教會群體之中。如此看來，教會
本來應有的角色豈不可以更清晰地顯明在這世代中嗎？
教會本來的角色就只是為見證福音，榮耀神！
今天，我們應該撫心自問：我們有沒有為教會本來在普世中的
角色作出更清楚的介紹呢？包括福音應有的內容，並教會本來的應
有身份。很可惜，今天不少教會卻沒有好好把握這機遇作出適切的
回應，藉調整自身的定位，重拾神對教會的委任；反之我們所眼見
的發展，就是“自毀長城＂，把教會本來的角色弄得更糟更模糊。
憑遊玩吃喝為事工的基調，使世人對教會誤以為只是一種次要或次
等的生活模式選擇，更甚者認為教會只是為那些活在煩憂之中的人
而設，給他們提供一點點調劑的作用，完全忽略了教會本來應該是
由一群認定耶和華神的人，以耶和華神的真道為核心，活出棄罪從
神的生命目標。
其實上述一切的誤會，都是今天教會自己做成的惡果。基督徒
既沒有見證耶和華，更談不上事奉主，反之事奉自己的事就越見增
多。這樣的教會，那當然再沒有存在的意義呢！
以上的講論，並不旨在於哀嘆教會的沒落，只是，我寧願一家
教會在充滿罪惡的世界中沒落，是因為學主道行主道所致，總比一
家教會旨在乎表面上凡事豐富，人數眾多，並且有多姿多采的活
動，卻沒有認真學真道、行真理，即或有如此興旺的教會，其實也
不過是徒然存在：“Die with integrity rather than sin in prosperity。＂
2007 年是我們在聖經學習上的另一個新里程：進深查經班的那
鴻書研讀、羅馬書講道系列的完成、士師記講道系列的開始，還有
普通話主日學的創世記研讀、廣東話班的民數記研讀，與及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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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認真的學習心志，學真道行真
理？
今天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不再是那些低層次的問題，諸如：
我們有沒有靈修讀經？我們有沒有參加教會聚會？我們是否已經得
救？當然若果我們當中仍然有需要在這些問題反覆思想的話，這些
都是重要的問題。可是，若果我們都已經十分清楚靈修讀經的重要
性，也明白教會聚會的重要意義，並已經對救恩的真理有準確的把
握，我們下一步對自己的屬靈要求就應該是質素上的問題，簡而言
之，我們是否對信耶和華神認真的信呢？
今天世界趨向馬虎和不認真，例如：“行事只求做到最低要
求＂、“少做少錯，不做不錯＂、“越認真越痛苦＂、“差不多(廣
東俗語：係咁上下)＂或更多類似的觀念。今天教會中真的不乏這類
思想行為的“擁護＂者，他們在教會中對耶和華神的說話只有倒行
逆施，怪不得教會怎會不沒落呢？
要成為一家合神心意的教會，關鍵不是做甚麼，而是我們以怎
樣的態度去參與(Participation)。而只有神的道才能叫我們明白如何
去參與在神的旨意中。因此，我們需要在學習真理上精益求精。
明年 2008 年，教會將會總結士師記的講道系列，並將會返回新
約中的一卷書信──雅各書，這卷書是我成為基督徒之後，第一卷
接觸到的書卷，亦是我近期在研究舊新兩約之間運用時，所選擇的
研究範例書卷，這卷書在我個人的屬靈成長路上，經常起著關鍵性
的推動作用。至於主日學，除將有一連串關於靈修的短期課程外，
我們亦會進入系統神學的探討，這課程將會是本會基督徒基礎課程
的最後一環，是繼舊約概論、新約概觀及教會歷史之後，重要的一
課。普通話班則開始基督徒基本信仰查經系列，目的是希望幫助以
普通話為主的學員，弄清楚聖經中有關救恩的題目。最後，進深查
經班亦將完成那鴻書的研讀，下一卷會研究的書卷是加拉太書，我
在此期望弟兄姊妹的屬靈生命可以更趨成熟。
我亦祈望，“以馬內利(神與我們同在)＂的本來意義真正能夠
在以馬內利華人浸信會中得到落實，積極地成就與神同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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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把本來兩個截然不同的神及人的身份，顛倒過來，有誤導別
人誤認說話者是與神同等之嫌。

聖經、讀經、釋經、正正經經–信徒靈修上的難題

2.

耶和華說話的對象是一個已信祂的人──摩西，因此這兩句
話不能作為向未信者的宣告。若以這兩句經文向未信者發出
邀請，而對方又聲稱相信神，這很可能只會做成“成功福
音＂的結果，就是使人把得拯救與個人的利益掛勾，於是傳
福音及得福音就變成一種神與人的交易而矣！

3.

引用這兩句話，別人會很容易誤會我們，誤認我們基督徒是
有權柄去揀選得著福音的對象，因而失去了經文原本所強調
單單由耶和華揀選的主題。此外，我們也有可能誤導其他
人，“相信神＂這件事是可以由人自己誘發的結果。

黃紹權牧師
在最近《靈修中疑難》的主日學備課過程中，體會到不少弟兄
姊妹對於一些經常聽見的基督教用語或金句，都懷著一種迷惑，現
藉此機會討論一二。
(I) 有關一句我們常常聽見的經文──「我要憐憫誰就憐憫
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分別出自於出埃及記 33：19 及羅馬書
9：15 及 18。
在出埃及記中的原本背景，是從以色列人在曠野上拜金牛犢的
事件開始，當以色列人看見前路困難重重，於是便拒絕繼續步上前
往應許地的道路，甚至後來連摩西也開始懷疑在以色列人中，有誰
是真心希望前往神的應許地？於是，上述那句耳熟能詳的經文便出
現，原意是耶和華神藉此話回應摩西的懷疑，神重申祂的屬性，藉
此指出祂才是真正引領以色列民進到應許地的主角，而並非摩西。
可見，這句經文是神向著一個已經認識祂的人──即摩西，指出人
可以進到神的應許地，不是仗賴他們自己的意願或能力，而是全憑
神單獨的決定(神的聖諭)。類似的觀念，後來再次出現於出埃及記
33:20-23 中，在這段經文中，神強調能見祂的面，不是因著人的要
求而成全。反之人見到神的面就會馬上被殺死。因此，以上的經文
都清楚證明了，人的罪是不可能靠自己主動要求神就可以得到妥善
解決。至於在羅馬書中保羅用這兩句話的目的，其實是立論，他要
強調耶和華神的主權，保羅以正反兩面的說法──「如此看來，上
帝要憐憫誰就憐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去證實救恩不在
乎人是否願意得著，縱然有人很希望擁有，神也不一定會賜予他，
因為得拯救又或滅亡之權，完全只在乎耶和華神單方面的決定。

(II) 另一個例子是有關「有禍了」這片語。
有關這片語的運用，有以下三個情況：聖經中絕大多數時間，
1
只有由耶和華神 發出；此外又有耶穌基督或是神直接藉某先知的
口，向一個行將墮落的團體，才作出嚴正的警告；最後，另一個常
有的使用情況就是當人因得罪神之後，落在苦難之時，他們因受到
2
極大的苦難，於是發出哀悼 ，他們便會說：「我或我們有禍了！」
首先，我們會聽聞不少基督徒如此說：「不信神，你有禍
了。」可是，聖經中根本沒有這句或類似的說話，這只是不少基督
徒的一場誤會。另外，我們絕對絕對不應該向任何人作出如此的講
法，因為向別人說這話，運用之意近乎是向別人發出咒詛！
如此看來，若果我們向其他人說「不信神，你有禍了。」即等
同於向別人發出如神一般的咒詛，這不單止是對神的一種直接僭
越，而且更違背「只要祝福，不可咒詛。(羅馬書 12:14)」的聖經
原則。
(III) 最後是有關呼召的問題。當然，當有人直接向我們問及
呼召的問題時，我們是有需要向他們作出簡易明白的陳述，道明自

由此看來，當弟兄姊妹引用聖經時，一不小心，就可能會掉進
以下原則性的錯誤。
1.

這兩句話是耶和華向人說的話，我們不能夠越俎代庖。若信
徒引用這兩句話作為邀請其他人信耶穌的宣告，這只會做成

5

1

例子：耶利米書 17:5; 23:1; 48:46; 以西結書 13:3, 18; 16:23; 馬太福音 23:13-29;
24:19; 26:24; 等等。
2
例子：撒母耳記上 4:7; 耶利米書 15:10; 耶利米哀歌 5:1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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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己得著呼召的根據 。可是，我們卻用不著經常向別人強調自己是被
神呼召的課題，正如一個牧者根本不需要經常把自己從神得著呼召
掛在口邊。我們只需要做得稱職，在耶和華神前牧者就會有對呼召
的確認。
從以上可見，由打開手上的聖經以至細讀聖經，進而要獲得準
確的釋經，幫助我們正正經做一個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們真的需
要多花心力去研讀思想。因為今天不少基督徒的讀經生活，大多只
會是讀合自己心意的單獨片語，尤其是那些安慰的金句。可是我們
必須要明白，一個整全的讀經生活，必須按上下文的敍述而了解，
斷章取義的讀經方式，絕對是不可取的做法。今天不少基督徒在聖
經的了解和應用上都有所偏差或錯誤，作為一個真正屬神的兒女，
我們更必須正視這連串的問題，不然，我們與昔日在曠野中西奈山
腳下的叛逆子民又有何分別呢？希望弟兄姊妹在此文中得著多一點
的認識，使我們獲得一份更貼近聖經教訓的靈命。

哈拿之歌: 撒母耳記上下的「提綱」4
湯寶源傳道
在 撒 母 耳 記 上 開 始 的 第 二 章 ， 作 者 加 插 了 哈 拿 之 歌 (2:111)，藉哈拿誕下撒母耳之後，她於示羅殿中對耶和華發出讚美，闡
明一項非常重要的聖經神學觀：就是上帝明察秋毫，深知祂子民的
痛苦，然而祂願意垂聽他們在痛苦之中的呼求，並要主動地介入他
們的生命中，親近他們。從個人方面而言，我們在撒母耳記上第一
章中已見到上帝因着哈拿來到「主座前求」、使她的眼淚轉為笑
聲；從群體方面而言，上帝正等待以色列全家「傾向耶和華」、集
體認罪，皆因他們犯了十誡之中的第一及第二誡，必須由祂喜悅的
祭司(撒母耳)為他們獻祭，方可恢復與耶和華原先修好的關係，其
後上帝才會出手拯救他們脫離困境，戰勝一直以來欺壓他們的仇敵
──非利士人，這一切情形我們可以在撒母耳記上第七章讀到。
原來上帝當「那時以色列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行」 (士
21:25) 之際，祂早已預備撒母耳的來臨，為要扭轉那混亂的局面，
並且要經他的手膏立君王，賜下聖靈去「大大感動」受膏者(撒上
10:10; 16:13) ，最後賦與能力帶領以色列人戰勝四方仇敵，將喜
樂、平安和盼望帶到這群勢弱、被欺凌和聊聊可數的上帝子民中
間！

3

留意，呼召本身不是一種只有個人感覺的事。若果有人在蒙神呼召的過程中，有
神蹟發生在他身上，日後，當他需要講解自己得蒙呼召的見證時，就必須陳明過中
的來龍去脈，也不應在講論時刻意為聽眾營造一種叫人疑幻疑真的神秘感覺，因為
這只會是一種攏絡人心的手段，是為懾嚇聽眾的假見證。

7

I. 在哈拿之歌的第一段裏 (撒上 2:1-3) ，哈拿首先讚美耶和
華勝過祂的仇敵，並伸述她與耶和華的個人關係。她以第一身的祈
禱，連用三個「我的」或「我」，藉此說明她的喜樂是來自她的上
帝 (撒上 2:1) ，其意義影響的深遠，更可見於新約之中，當主耶穌
的母親馬利亞同樣發出祈禱時，她亦套用哈拿於這節中的句子來讚
美上帝 (參路 1:46-47) 。緊接這節之後，她轉用了另外一組以三個
「沒有」組成的內容：「沒有聖者如耶和華為聖」、「除你以外沒
有別的上帝」及「也沒有磐石像我們的上帝」(撒上 2:2) ，強調第一
誡：「除了我以外，你不可有別的上帝」(出 20:2) ，樂意遵守誡命
和讚美耶和華，以致她能向仇敵宣佈說: 「人不要誇口說驕傲的

4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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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不要出狂妄的言語；因耶和華是大有知識的上帝，人的行為
被他衡量」(撒上 2:3)。
II. 轉到哈拿之歌的第二段 (撒上 2:4-8) ，哈拿道出耶和華的
權能和行事的標準，當在適當的時候，耶和華上帝就會按著祂的公
義扭轉那強大、藐視祂及欺凌弱小之人的命運，即禱文內容所談及
的「使人卑微」；同時耶和華神亦會要按祂的慈愛扭轉那弱小、敬
畏祂、和被壓逼者的命運，即經文所指的「也使人高貴」。
其實在撒母耳記上第一章中，這個「使人卑微，也使人高
貴」的調子早已出現過了，上帝施恩于這位苦命、卑微、但鋭意仰
望上帝的哈拿，上帝透過賜她一個孩子 (撒上 1:20)的奇妙作為而兌
現了。若果我們另外從歴代志上 6:34-38 細看撒母耳的家譜，便知
道撒母耳是利未支派可拉的後人，我們便馬上明白到，原來上帝不
但沒有滅絕所有可拉後代，只要人有忠心，神甚至會興起忠心的撒
母耳去取代祭司以利的兩個兒子成為祭司。換句話說，縱然以利是
亞倫第四子以他瑪的子孫 (代上 24:3)，但因着不忠的原因，以利的
兒子也會被撒母耳取代 。更進一步，我們發覺到原來上帝一方面既
會藉撒母耳，將他的母親哈拿擡舉成為未來「國母」的地位，並且
會積極地介入哈拿的人生中，向世人啟示祂屬性的兩極性──即
「慈愛」和「公義」。正如上帝曾向摩西親自啟示：“耶和華，耶
和華，是有憐憫、有恩典的上帝，不輕易發怒，並有豐盛的慈愛和
誠實。為千萬人存留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惡，萬不以有罪的
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34:6-7) 。
上帝的慈愛是十分奇妙的，祂沒有因為可拉曾於曠野背叛祂
而把可拉的後人完全滅絕，卻留下一點點可拉的後人，並且上帝察
覺到在可拉後人之一的撒母耳，藉哈拿的還願讓他從小就學習當祭
司 (撒上 2:11，18) ，因着他對上帝忠心和順服，於是在「耶和華的
言語稀少，不常有默示」(撒上 3:1) 的日子中，起用撒母耳作先知，
向他說話 (撒上 3:4-14)和叫他傳話 (撒上 3:21) ，日後且作以色列人
的士師 (撒上 7:13) 。反觀，上帝的公義臨到祂曾揀選作祭司的亞倫
子孫──以利和他兩個兒子，但因為他們踐踏了以色列所獻與上帝
美好的祭物來肥己，而以利又尊重他的兒子過於他本應尊重的上帝
(撒上 2:29)，結果，以利兩個兒子的祭司事奉便就此中斷了，並嚴
嚴地永久撤消了再由他們的後人作祭司5 之聖職(撒上 2:31-36)。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心水清的讀者其實會留意到，這個「使人卑微，也使人高
貴」的調子是不斷地盤旋於整卷書之中。我們會不住讀到那些上帝
將要使他成為「高貴」的人，他們必須先去經驗如何處於「卑微」
的地位，當到了適當的時候，他們便會蒙恩並且由卑微被上帝擡舉
至高位之上。就以耶和華神揀選首兩任以色列君王為例: (1) 掃羅是
出身於以色列中最小的便雅憫支派中，早在士師記時代便雅憫支派
險遭滅族之災，後來雖能幸存，自此卻受其到他支派的鄙視，但上
帝卻擡舉他作以色列第一任君王 (撒上 9:21) ； (2) 第二任君王大衛
是他父家中最小的兒子，本身職業是看羊，一份無人重視的工作，
然而上帝看中了他 (撒上 16:1) ，藉撒母耳揀選他接替祂厭棄的掃羅
(撒上 16:11), 作者道出了上帝行事的原則: 「因為耶和華不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 16:7) ，結果日後大衛成為以
色列歷史中最偉大的君王。

可惜，這兩位以色列王都最終因罪敗落，痛苦萬分。
掃羅──第一任君王，初時謙恭有禮，義氣澟然，上帝
賜他能打勝仗，首先打敗了亞捫人 (撒上 11:11) ，及後敗了四
週的仇敵 (撒上 14:47) ，但成功之後他卻漸漸驕傲和自大起
來，先是不聽從上帝藉撒母耳下的命令，擅自獻祭 (撒上
13:9) ，後來更不聽從上帝要他滅絕亞瑪力人和當滅之物的命
令 (撒上 15:11) ，掃羅既厭棄耶和華的命令，耶和華也厭棄他
作王 ( 撒 上 15:23)， 並 且 將 這 國 賜 與 比 他 更 好 的 人 ( 撒 上
15:28) 。因著這等等事情，我們從撒母耳對上帝屬性的解說中: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豈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
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撒上 15:22)。 ＂上帝要求每
一個人都是能夠把心裏對祂的敬畏付諸行動。主耶穌也印證了
上帝對人的愛付諸行動，祂曾向法利賽人說：“康健的人用不
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經上說6:｀我喜愛憐恤，不喜愛
祭祀。＇這句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來，本不是召義
人，乃是召罪人。＂ (太 9:12-13) 。因此上帝差祂來醫治靈裏
有疾病之人！ 然而當罪人蒙恩後，祂更要求人： 在祭祀之
外，要憐恤人！
6

5

此事到了非尼哈玄孫亞比亞他之後應驗 (參王上 2:26-27)。

9

主耶穌引的是何西亞書 6:6; 唐佑之博士認為何西亞可能心中牢記撒母耳的話 (撒
上 15:22、23) ，參唐佑之《十二先知書(二)》 (香港: 天道書樓, 1996)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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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那位被譽為合上帝心意的人，當他坐穩王位之
後，也變得傲慢和自大，目中無上帝，強搶民女拔示巴行淫，
事後為了掩飾罪行便設謀來陷害民女的丈夫烏利亞，以致「耶
和華甚不喜悅」(撒下 11:27) ，因此有拿單先知向大衛傳予上
帝懲治的話。雖然大衛最終都悔改，但先知的預言:「刀劍必
永不離開你的家」 (撒下 12:10)卻逐步地應驗了，自此他家永
無寧日：先是他先後喪掉了四個兒子7，大衛另一件大恥辱是
當他第三個兒子押沙龍謀朝篡位，弄至他落方而逃、受盡艱辛
折磨、並且被前朝掃羅的族人凌辱；更甚是那十個由大衛留下
來看守宮殿的妃嬪，最後當押沙龍入京之後，便在以色列眾人
眼前與她們親近 (撒下 16:22)，明明地去羞辱大衛。後來，大
衛又再次墮落，這回見於在大衛復辟之後，他心高氣傲，數點
軍馬，藉此炫耀自己的實力。這次促成對大衛致命的一擊，他
自知得罪上帝，上帝便藉降禍以色列人來懲罰他，挫他的銳氣
(撒下 24:10) 。

主耶穌曾展露同樣的信息：財主生前高貴、死後降卑，拉撒路生前
處卑微、死後被升為高貴 (路 16:18-31)，關鍵在於人若聽從摩西和
先知的話──就是生命之道，即摩西向以色列人轉述了上帝的話：
「所以你們要守我的律例、典章。人若遵行，就必因此活著。我是
耶和華」(利 18:5)。

III. 在哈拿之歌的第三段裏 (撒上 2:9-10) ，承接着「地
的柱子8屬於耶和華，祂將世界立在其上」(撒上 2:8)，哈拿堅
信耶和華是創造者、是天地之主，祂隨己意行駛主權，既堅立
又可廢棄君王！至於那些與耶和華爭競的人，他們必被打碎；
耶和華必從天上以雷攻擊他，必審判地極的人；將力量賜與所
立的王，高舉受膏者的角 (撒上 2:10) 。哈拿道出耶和華必賜
福那些相信祂的人，因此她認定上帝必然保護祂的子民、並賦
予權能給祂所膏立的君王；當君王對上帝亦完全順服，與祂同
在，上帝便賦予他能力，並持久的王位。列王紀上下的作者，
便是以此標準來釐定南北國君王或「好」或「壞」。
哈拿之歌堪稱為撒母耳記上下的「提綱」，到了新約，上帝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這份餘音仍然響亮，例如在路加福音，
7

8

第一個是上帝擊打他與拔示巴荀合所生的兒子 (撒下 12:18) ； 第二個是被三子押
沙龍設計殺害的長子暗嫩 (撒下 13:28-29) ；第三個是作反的三子押沙龍, 為約押
所殺 (撒下 18:14) ；第四個是四子亞多尼雅為所羅門王差遣耶何耶大的兒子比拿
雅所殺 (王上 2:25)。
柱子一字從它的字根 ƒûq 變化而來，其基本意義是「湍急的水流」，乎合了詩人
之世界觀：「祂把地建立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詩 24:2)。

11

9

屬於祭司典 之創世記第一章開宗明義的說明: 上帝把光和暗
分開 (創 1:4) ，屬於祭司典之利未記闡明了耶和華只容許聖潔之民
才能接近祂，作者告訴我們：上帝把受造之物分為「聖」和
「俗」，「潔」和「不潔」，若要「俗」的或「不潔」的成為
「聖」的或「潔」的，就要通過獻祭。主耶穌第一次來世上的使命
就是成全律法，祂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 (約
1:29) ，上帝就是用了這個方式，來解決世人罪的問題，因為罪的形
成，就是人以自己去代替了上帝，而拯救的步驟，就是以上帝(派基
10
督)代替人 的方式，來扭轉人「不至滅亡、反得永生」的命運。
慈愛的上帝既派祂愛子耶穌來世上，把人從敵對上帝的光景
扭轉到與上帝和好的關係上，這代贖的工夫就是上帝以無罪的羔羊
掛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作了挽回祭，只要我們認罪、悔改、用信心接
受上帝白白的恩典──一份不能以金錢可得的恩典，重拾兒子的身
份，一生以捨己之心去跟隨這位生命之主耶穌、為祂而活，上帝必
然看顧。所以無論我們今生是否卑微，但我們必然有被神擡高的一
天。
公義的上帝將會向沒有接受或那些拒絕救恩的人施行審判，
縱然他們今天可能處於高位，並且自認為高貴，但只要他們沒有接
受救恩，恐怕當人死後又或在主耶穌再來的時候， 他們必與路加福
音 16:18-31 所說的財主一般，同樣落在萬劫不復中。
盼望未信的朋友們慎之、裁之；已信的朋友們，盼望你們領
略到哈拿之歌的涵義，並與她一同仰望和讚美這位奇妙的耶和華上
帝！

9

一般學者們認為摩西五經的資料來自四卷經典: J (Jahwist or Yahwist, 耶典)、E
(Elohist, 伊典)、D (Deuteronomist 申典) 和 P (Priestly 祭典)。
10
From Mark Dever’s sermon, “Pass Over – Exodus 12”, preached on December 23,
2007. He brought out two important points: (i) Sin = Man substituting himself for God;
(ii) Salvation = God substituting himself for man. Dr. Dever is Senior Pastor of Capital
Hill Baptist Church,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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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茶飯
黎炳鍵
「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
從個人的角度看， 宗教能成為人心靈寄託，並為人生帶來
方向，積極面對人生。從宏觀的角度看，不少宗教團體都跟社區和
慈善活動掛鉤，以改善生活質素提升尊嚴，這是對人類文明發展是
有益處的。若收窄至人際關係的層面來看，親友亦喜見我們有宗教
信仰，因為宗教是使人學「乖」，這就不是所謂的「人民鴉片」
了。

文章分享

亦因為宗教為社會所認受，因此，資源便從社會中輸送往各
宗教團體。當宗教與社會的交流増加之時，兩者之間的利益衝突和
矛盾亦日益突顯。「入世」的宗教希望藉着慈善活動將宗教理念傳
入社群，並順帶從社區中獲取所須的資源(究竟「傳教」和「募
捐」孰主孰客，這是另一個考慮)。但社會的「既得利益者」為了
保障自己的權益，於是以各樣的方法來監管宗教團體的活動。
有趣的是，宗教團體往往要「分身」飾演「傳教者」和「既
得利益者」的角色。
在西方文化影響的社會中， 「宗教的純全」已不是討論的
議題。在「以人為本」的時代中，宗教的存在是建基於它們能否
「令我們活得更好」這「普世價值」上……哪理它是基督教、天主
教、穆斯林、佛教或是法輪大法吧!這些慈善活動「大茶飯」都沒
有落空。
若果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是一個客觀存在並且是全能的主，
那麼基督徒的言行和意識形態都應服膺於上帝的權柄之下。按這樣
的邏輯來看，教會─一個以基督徒組成的宗教團體，在參與社會關
懷和慈善的時候，除了考慮各方利益的平衡之外， 亦必需反省上帝
在討論議程中處於甚麼的位置。
我們的教會從人力和物力來看都吃不下這「大茶飯」，若以
「非物質的」(或稱「屬靈的」)層次來看，教會亦不易嚥下這「大
茶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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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耶穌得救見證
方奕恩
我生長在一有基督教徒信仰的家庭。我在嬰兒時期，我的父母
已經領我到教會接受洗禮。我從幼便隨父母一起去教會崇拜，聽牧
師講道。由於我就讀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基督教學校，我因此也參加
了學校的團契，學習認識耶穌基督和明白聖經的教訓。到了我十七
歲的時候，我更參加了教會的堅信禮，堅決地表明自己已經認罪悔
改，和相信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當一切都看似是順理成章，理所
當然的時候，人便會忘記這一切都是出於神的恩典，不懂得珍而重
之地對待。我也是這樣，我接受了耶穌基督為救主後，我曾經用心
地讀聖經，又常常參加教會的研經班，學習神的話。可是，過了不
久，我便冷淡下來，沒有恆心堅持下去。歸根究底，我沒有把基督
放在萬事之上，我看重我的學業、工作、個人利益多於我的救主，
我過著體貼肉體、不體貼聖靈的腐敗生活，我多次為了有更多時間
放在讀書、休息、耍樂上，我為自己找藉口不讀聖經，不做靈修，
不去教會。因此，雖然我信了耶穌基督這麼多年，我對聖經的了解
卻仍然是很膚淺。
人很多時候都是要遇上挫折、失敗、受過苦楚，才得到教訓，
才懂得糾正錯誤。我也是這樣，我一直以為我的工作十分穩定，不
會有裁員危機，怎知五年前，我的公司結束了溫哥華的辦事處，我
很恐懼自己會成為失業人士，我也很害怕要再次經歷找尋工作、面
試、等候消息等等的痛苦程序。在迫於無奈下，我選擇了跟隨公司
轉到多倫多辦事處繼續工作。雖然我不是首次離鄉別井，也不是首
次一個人獨自生活，但在一個不熟悉的環境下，不竟遇上很多困
難。在很多人與事的處理上，處處碰壁，弄至傷痕纍纍。當人身處
困苦中，才懂得轉向神，呼求祂的幫助。我也是這樣，在我飽嚐苦
楚時，我哀求神的幫助，我希望從聖經中可以明白神如何將生命的
道路指示給我。因此，我重拾我的靈修讀聖經規律，每一天認真地
讀經、祈禱。感謝神的憐憫，在聖靈的光照下，我清楚地看到自己
所犯的罪。我醒悟到我以前輕視了耶穌基督的救恩，忘記了救主與
我之間的生死之約。我沒有把生命的主權完完全全地交在耶穌基督
的手裡，讓祂作我生命的主。我只是過著有名無實，不聖潔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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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生活。我為此感到很後悔和羞愧。我在耶穌基督面前深切地認罪
悔改，求主赦免我的罪。
在覺悟前非之後，我下了決心要調校我的生命，對準神。從今
以後，我要放基督在我生命中的首位。我必須恆切地常讀聖經，學
習認識這位最寶貴的神更多。我一定要過著敬虔和聖潔的生活，遠
離惡事，不可羞辱基督的名。於是，我再次參加教會的崇拜和主日
學，還有查經班，希望明白神的話更多。當我遇到 Purpose Driven
Church 事件時，我便更加察覺到正確地明白聖經的重要性。如果我
以前在聖經真理上打好基礎，我便能分辨其中的是非，而不會慒然
不知了。
感謝神恩手的帶領，讓我得著祂的管教。在我今次申請加入教
會一事中，祂給了我一個寶貴的機會去正視有關信仰基礎的問題。
一直以來，我對這個問題都是難於啟齒的。我常懷疑關於我在嬰孩
時期洗禮，後來再接受堅信禮這一個程序，是否合乎聖經真理。我
自己認為這個先洗禮，後決志信主的程序，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與
聖經上的真理有差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必須按照聖經
真理而行事，不可偏離左右。所以，我願意順服神的教導，糾正我
在信仰上的偏差，按聖經的真理，正式地向教會申請浸禮，見證耶
穌基督在我身上的救恩。我受洗歸入基督，是要表明我的罪身已與
基督同死，今後我的生命全屬乎基督。我認為現在我必須要誠實面
對這個信仰問題，因為這一點的偏差，如不去糾正，一直拖下去，
有可能會鑄成大錯。將來到了神審判的日子，才發覺不合乎神的標
準，那時便已經恨錯難返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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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不信神到開始讀神的話語

三個月之後檢查，他的腎癌縮小百分之七十;原來不工作的腎
正常了;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氣色紅潤發光，連他光了頭的
部份也長出頭髮;整個人都變健康了。

張佩琳

二、三個月未見他的朋友，現在一見都問他發生了什麼事，為
什麼有如此變化？

有一天，來了一個猶太病人。他來最初是為了治療鼻過敏。因
為他見到他的生意合伙人，只來診所治療，針灸二次，鼻過敏的問
題便解決了，因此，他也來了。

記得第一次治療之後，他離開診所時，我說：「GOD BLESS
YOU！」他說： 「I DON’T BELIEVE」。我馬上告訴他：「如果
你 不 信 神 ， 你 有 禍 啦 。 」 第 二 次 ， 我 說 ： 「 GOD BLESS
YOU！」，他說：「OK」。後來，有一天他向我借聖經「舊約」
看，再後來，他把聖經還我，說他已買了聖經。而且還經常和我討
論聖經的問題。最近，他派了一個電工來診所，幫我安裝電，這電
工是基督徒，他告訴我：「某某完全變了！不單身體健康了，而且
人都變得非常好。」

可是，他來診所之後，卻告訴我 ：「我患了腎癌症，專科醫
生要我馬上做手術，否則，專科醫生說我百分之百要死。可是，做
完手術之後，我隨身要帶個尿袋，變成廢人，這比死更難過，我不
想做手術，您能幫我嗎？」
我說：我是蒙神呼召，在這裡事奉神的。我可不是什麼有名氣
的專家。但是，我問你，你信神嗎？神是無所不能的，神說：「我
要憐憫誰就憐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你信這話嗎？如果你信，
我們就試治療二至三個月。」他說：「我不信神，如果我信神就不
會如此患病。」我告訴他：「這診所是神賜的，我在這裡是事奉神
的，是神的工具，如果你不信神，那我們便不要開始，免得浪費時
間和金錢。他終於說：「OK」。
他患腎癌，四年血尿，一個腎長癌，另一個完全不能工作，這
就是他的症狀。加上他日夜擔心，睡不好覺，舌紅有裂紋，舌下黑
根，表明陰虛和血瘀。左右手
開尺脈洪大，表明上、中、下焦
有熱邪。
根據他的病狀，初步定出如下醫案： (1) 讓他每天來診所
帶 4 公升含鹼的過濾水飲，切斷癌細胞賴以生存的酸性水供應; (2)
每隔一天針灸一次，讓他馬上停止血尿，活血化瘀，增強正氣，散
結軟堅; (3) 配合針灸，每天一劑中藥; (4) 要求他生活不能放
蕩，盡量吃 organic 的食品，扶正氣，切斷癌細胞的水源和物質供
應。
我老公根據他的脈診舌診，給他中藥醫治則是清熱解毒，活血
止血，散結化瘀軟堅。
我要求他每二個星期驗血尿情形。
奇妙的神，二個星期他四年血尿便完全停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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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神要憐憫誰就憐憫誰，要恩待誰便恩待誰。」只有
神能改變我們的生命，一切榮耀歸於神。

牧者回應：
筆者在文章中給人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而且凡事都是以傳道為念，希望多人
得救；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們去好好栽培的。可是，今天當世人凡事都講求利益，
就是在信仰的事情上，都變得功利起來的時候。若果我們仍然以昔日教會滿有缺漏
的傳道思維，以分發利益的觀念去傳道，這可能會在傳道上做成更多誤信。這一點
是值得我們多加注意的事！
我們都相信神的大能，而神的說話就是認罪信耶穌的最直接緣由，我們只要
在自己的生活中，憑對聖經教訓有精準的認識，把聖經的原則活出來，這種傳主道
的見證果效，相信會更大及更持久。
這篇文章有一個優點，是縱使傳道的方法不臻完美，但神拯救的工作仍然在
運作中，該位猶太病人的病情後來好了不少，生命態度也改變了，開始讀聖經，這
一切都不是因為人事奉的結果，反而是神沒有放棄任何一個使人可以使人回轉機會
的結果。可見耶和華神在人的乏善可陳之時仍有憐憫，神的拯救沒有遇到阻礙。因
此，我們只要竭力對聖經的認識及實踐上有更多的進步，就能糾正昔日在事奉方式
及思維上的缺漏，以聖經的教導去參與傳道。我相信神不單只會更大大使用筆者的
醫學，更使用她把真道向求診者闡釋明白，叫人認真地認罪悔改，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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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神的恩典克服身體的軟弱
周立仁
去年患了三樣病，有的很嚴重，有的很難纏，有的無法醫…但
是，靠著神的恩典，靠著神的話語，令我戰勝身體的疾病，令我剛
強，令我平安喜樂！在此，我要深深感恩讚美我們的神。
一. 神帶領修補好左心室兩條血管的破漏
去年年初，有兩個月每天頭暈頭痛，走路如履薄冰，隨時都有
暈倒下去的可能。萬分疲勞，坐下來就想睡覺，可是又無法睡。我
稱自己為“活死人＂。有一次，在 Markham Centennial Community
Centre 俱樂部洗澡時，突然就暈倒在洗澡室裡面，幸好神的保守，
讓水把我沖醒過來。自己是中醫師，當然要檢查，醫治好自己，否
則便不是好見證。更何況聖經說：“豈不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靈
住在你們裡頭嗎？若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
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哥林多前書 3：16-3：17〉我是基
督徒，神的兒女，這身體是神賜的，一定要在基督耶穌裡，戰勝罪
惡，保持身心聖潔，同時維護身體健康。否則，就有禍了！於是，
我開始檢查、醫治自己。發現心跳每分鐘只 35 次；低血壓 55，高
血壓 95（正常血壓：低血壓 80，高血壓 120）；而且心跳很不規
則，出現中醫認為是重症的“代脈＂。我的診斷是心臟出問題了！
可能是心血、心氣、心陽都虧虛。於是我用了補心血、心氣、心陽
的中藥治療，可是療效不大。所有的症狀仍然存在，怎麼辦呢？
這時，神教導了我：“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不可依靠自己的
聰明，在你所行的一切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路。＂〈箴
言 3：5 - 3：6〉神藉著妻子的話，為我開路。妻子說：“中醫有
5000 年的經驗，確實非常可貴。但是，即使切脈奇準的中醫師，也
不可能告訴我們心臟內裡情況，顯明得一清二楚。＂我當即找家庭
醫生幫我預約心臟專科醫生，進行心臟檢查。經過檢查，結果出來
了。原來是左心室輸送血液的二條血管漏血了。西醫這方面就是
好；但是，西醫是不是一切都好，就讓我們盲目信從呢？如果我忘
記時刻信靠神，便有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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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生面對檢查結果對我說：＂你現在是左心室二條血管漏
血，我們沒辦法給你做手術修補或是更換。現在最好的辦法是在胸
做手術，開個洞，放一個小儀器在裡面泵血，讓血液流得快些，如
此，心跳便會加速，血壓便會提高，可以減少你的痛苦。現在做手
術輪候時間甚長。為了盡快安排，若同意請即在表上簽名。＂我的
妻子不愧是神厚賜智慧的人，馬上說：“醫生，我不同意您的方
法，若按照您的方法，不單不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會使我的丈夫
死得快些。＂心臟專科醫生很不高興地說：“妳憑甚麼如此說？＂
妻子說：“我是基督徒，又是中醫師，我得知我的神是非常奇妙地
造我們的身體。我的丈夫左心室有二條血管漏血，身體的自然反應
便是讓血流得慢些，使血不會漏得太厲害，從而起了自我保護作
用，也因此，心跳相對慢下來，血壓低下來。如果裡面血管不修
補，不設法止血，卻放進儀器泵血，讓血流快些，表面上好像可以
讓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實際上是讓血管漏血漏得更厲害。如此一
來，豈不是讓病人死得快些呢？＂面對妻子如此智慧地解釋，專科
醫生尷尬地說：“無論如何，這是我們現在治療此病的最好方法，
請考慮考慮。＂ 專科醫生是猶太人，雖然他不信耶穌，但是他說他
信神。這時聖靈感動了我，於是我說：“我是基督徒，我的身體生
命是神賜的，連頭髮都經神數過，若不經神許可，我不敢任意切除
組成身體的任何部份，更不敢隨意放進任何東西在身體之內。我要
禱告，得神旨意之後才答覆您。＂心臟專科醫生說：“給你一個月
的時間，屆時我會再給你檢查，並作決定。＂妻子告訴他：“二十
天便可以。＂
回到家裡，我懇切地禱告，神通過聖經的話語，讓我看到：
“生有時，死有時…殺戮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
時。＂〈傳道書 3：2-3：3〉“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然永遠不死。＂〈約
翰福音 11：25 - 11：26〉
“所以，我們不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來
我們不是顧念所見的，乃是顧念所不見的，因為所見的是暫時的，
所不見的是永遠的。＂〈哥林多後書 4：16 - 4：18〉
自從主拯救了我，我在世上的生活便是過客旅的帳蓬生活，我
們更渴望回到天上永遠的家。正如保羅所說：“我們坦然無懼，是
更願意離開身體與主同住。所以，無論是住在身內，離開身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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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立了志向，要得主的喜悅。＂感謝主，主拯救和改變了我的生
命，即使處在病中也毫無畏懼。

去年年度驗身報告，我的血糖是 12.8，是糖尿病的病患者。今
年驗血，飯前空腹 5.3；飯後 7.8。屬於糖尿病患者代謝控制的良好
標準。而且更主要的是內心擺脫了糖尿病的陰影，得到了在主裡的
平安，喜樂和自己。

在禱告過程中，主讓我想起以前在中國大陸做生意時所犯的
罪。那時，生活放蕩，毫無節制。由於經常宴樂，酗酒猜拳，結果
十二指腸先後出了十次血，幾乎喪掉生命。幸好主愛我，保守我，
每次出血都用幾味藥，高麗參治療止住。既然左心室血管漏血，我
應該可以用中藥止血和修補破裂的血管的。
更奇妙的是，西醫的檢查結果，和我妻子對專科醫生的一席
話，使我非常清楚我的本病在於心血管漏血，標病是心跳慢，血壓
低，頭痛頭暈，人瘦疲勞。如果治好本病，修補好血管，不漏血，
所有標病當然消失。
主給的聰明智慧，於是，我用阿膠，它能補血止血。為甚麼現
在不用高麗參？因為以前沒有陰虛內熱，用高麗參，身體不能接
受，且加重陰虛內熱之病，太危險。阿膠性和平，既能補血，又能
止血，且滋陰潤燥，最好不過。又用洋參（野生花旗參）補氣行
氣，抗心肌缺血，抗心律八常，同時可止血，調節血壓；又用仙鶴
草收歛止血，屬寒屬熱均可用之。再加一味藥白芨，它不單可歛血
止血，且能消腫生肌，修補內臟血管破裂。阿膠、洋參、仙鶴草、
白芨四味藥，連續吃 20 天。
感謝神，20 天到了，再見心臟專科醫生，經仔細再檢查，左心
室二條血管不漏血了！心跳血壓正常了！頭暈頭痛症狀也消失了！
神的作為如此奇妙，心臟專科醫生目瞪口呆，他說：“一年之內要
再見你啦。不過，無論如何，若有甚麼緊急病發，別忘記到急症
室。＂
感謝神，已一年了，我不需要去急症室。
神說：“你們要常常喜樂，不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心血管
漏，這事發生，除了提醒我要時時照顧神的聖殿外，更重要的是要
我們身體軟弱時，經歷神的同在，和祝福他人。不久，來了一位女
病人，她是猶太人，患了嘔酸，心臟有破洞的毛病，我的經歷恰恰
可以幫她，更讓我體會到“凡事謝恩＂這句話的深意。感謝神，讚
美神！
二. 神帶領我戰勝糖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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糖尿病是全世界發病率最高的疾病之一，也是繼腫瘤，心腦血
管疾病之後被列為“第三殺手＂的危害健康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
主要臨床特徵是高血糖及尿糖，以多飲、多尿、多食、消瘦、疲乏
等為臨床表現，若失於調治和遷延日久可導致心、腦、血管、神經
等方面的慢性并發症，嚴重時可出現酮症酸中毒或非酮症高滲性暈
迷等急性并發症以致死亡。糖尿病是較難治療的疾病之一。
我是如何靠主的恩典、帶領戰勝糖尿病呢？主耶穌說：“你們
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世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
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4-16〉
我是中醫師，神要我在醫學工作上事奉祂，彰顯祂的榮耀。如
果我把神賜給的身體弄得一塌糊塗，我就不配稱為神的兒女。我的
工作是傳神福音，為神帶到診所的人治病，如果我自己的病都無法
治療，這可不是好見證。神的話語堅固我的信心，一定要靠神的恩
典、帶領、治療好自己的糖尿病，從而把自己的經歷傳給病人，使
病人得神所賜之福。
要治療好糖尿病，追究致病的原因很重要。只有清楚致病原
因，才能對症下藥。
糖尿病除了遺傳因素致病之因外，另一個致病因素就是七情內
傷。喜、怒、憂、思、悲，恐、驚，如果長期憂郁、憤怒、悲
傷、…，就會造成患糖尿病。記得我第一次血糖高，就是 1991 年，
那時一年相繼喪失二位親人，心中又沒有主，長期憂郁、悲傷空
虛，以致血糖高了。我一位朋友，因婚姻問題，憤怒憂郁，以致患
糖尿病，天天要打針。
如果我們能天天保持喜樂、平安的心境，就難以致糖尿病；即
使患了糖尿病，心情若能保持平安、喜樂去面對一切，也可以容易
治好。可是我們生長在如此罪惡的世代，周圍的環境，無數的罪
惡，多少不平事，多少醜惡事，天天在刺激我們，我們能平安喜樂
嗎？答案很簡單，若是靠人、靠血氣，根本就做不到，如果我們把
一切都交在神手中，依靠神的話語仰賴神的恩典，就能做到。正如
聖經所教導我們：“要常常喜樂，不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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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在基督耶穌裡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羅尼迦前書 5：
16〉

豆、蕃茄雞肉湯、花旗參雞湯、魚湯、青菜湯…等等。少到外面餐
館吃飯，因為餐館的東西多油膩、多味精、很不健康。

感謝神，自從神拯救了我之後，神的話語不斷地改變我生命。
現在無論是面對富足，還是窮乏，面對健康，還是疾病，面對
尊貴，還是卑賤，面對讚揚，還是委屈，面對順境，還是逆境，面
對生存，還是死亡…靠著主基督耶穌的帶領，我都學會隨之處之，
“常常喜樂，不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我深信，神非常愛
我，任何事情的發生和要我面對，都有神最好的美意，都是神要我
學習的功課，我一定順服神，感恩讚美神。正因為如此，我每天都
在主基督耶穌裡平安喜樂，即使有時軟弱會憤怒，但也遵照祂的教
導，“憤怒不過午夜＂。所以病就較容易治好。
我的血糖為甚麼會高呢？第二個原因是失去聖靈的果子中的
「節制」，在我身上沒有成長。吃東西不誡口，過於勞累。去年夏
天幾乎天天吃南瓜湯，殊不知南瓜雖然可以解決某些人的便秘問
題，卻是於高血糖者有害。夏天，冰凍的西瓜、龍眼、荔枝、榴
槤…多麼爽涼可口，“Lindt＂的巧克力又是多麼迷人，Maple 的
walnut 雪糕多麼漂亮，糯米糕，彷沙芋又是如何令人喜愛…，就因
為吃東西不注意，所以不自不覺的血糖便增高了，得了糖尿病。如
果要治療好糖尿病，就一定要節制，要戒口。說易做難，靠自己肉
體血氣是完全做不到的，只有靠神的話語帶領，才能嚴格做到。
神教導我們說：“無論做甚麼，都要從心裡做，像是給主做
的，不是給人做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裡必得著基業的賞賜。＂
〈歌羅西書 3：23〉
“無論做甚麼，或說話、或行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
感謝父神。＂〈歌羅西書 3：17〉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論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行。＂
〈哥林多前書 10：31〉
按照神的教導，為了保護神的聖殿，我開始嚴格戒口。白米
飯、白麵粉麵包，堅決禁止不吃。對那些會增加血糖的食品，進行
嚴格控制。我的早餐是一杯帶鹼性的水，一碗蕎麥粥，一個雞蛋，
半個香蕉，一匙小麥拌在一杯 organic 的牛奶中，一至二片全麥的麵
包，擦牛油或花生醬，一小片甜餅干和一杯檸茶；午晚餐多數是
魚、雞肉和 organic 的蔬菜，也經常煮淮山雞湯，冬菇雞肉湯，黃

23

這些都和生活息息相關，要改變不容易，但是靠著那加給我力
量的，凡事都能。
這裡特別要提的是帶鹼性的水、沱茶、小麥苗參奶，蕎麥粥，
自制蕎麥麵包、蔬菜（最好是 organic）、雞，有鱗的魚都是很好的
食物，對控制治療糖尿病，有很大的幫助。
作為一個基督徒，在北美，我們不像以前的使徒，要受苦受
難，甚至為主殉道，但是若是為了保護主的聖殿，我們連節制飯
食，受一點點“苦＂，都做不到，那我們的信就太可憐了。因為一
切是為主做的，為主的榮耀做的，所以我可以做到。
我的血糖所以會高，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沒有天天運動。
從 去 年 到 現 在 ， 因 為 病 人 太 多 ， 經 常 要 工 作 到 晚 上 9:00 10:00，以前一、三、五、工作完畢之後，還可以到俱樂部游泳、運
動、現在完全不可能。因為俱樂部晚上 10:00 便關門。而二、四、
六，有時因為讀書；有時因為開會；有時因為買針、買藥、買菜；
有時因為探訪，看望一些長者；有時因為要看顧孫子，有時因為要
備課 … 往往也把運動擠掉了。而運動對消掉膽固醇、降低血糖是
很自然和有效的治療方法。不運動，也是血糖增高的原因之一。於
是，我規定自己，每天至少要走路，或游泳 20 分鐘。我做過許多試
驗，有時故意吃甜品，有時故意喝點紅酒，有時故意吃榴槤或是雪
糕。但是，只要堅持走路 20 分鐘，或是游泳 20 分鐘，第二天空腹
驗血，仍然是 5.3 或是 5.7，足見運動甚為重要。
糖尿病忠者，若是長期吃西藥，會傷腎、傷肺、傷肝 … 甚至
年青的病患者，長期吃西藥，打針，會性無能，實在可悲。吃中藥
嘛，若不保持心境平安喜樂，不戒口，不運動，見效又不顯著。我
的經歷是靠主帶領，在主裡保持平安喜樂；為主戒口，節制食物；
為主保護聖殿，每天堅持運動，就能戰勝糖尿病。願一切榮耀歸於
主。
三. 青光眼，目前中西醫雖無法治，但是主的恩典夠我用。
去年，疾病頻臨光顧，靠主的恩典，都安然渡過，深深感恩讚
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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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漏血，接著糖尿病，再接著眼睛又出現了問題。原來眼
科醫生 Dr. Hussein 每年只見我一次，但是去年從夏天，每一、二個
月便要見我一次。不斷檢查，發現患青光眼，接著又查出左眼視網
膜後面腫大，影響我的眼睛。原來我的左眼和右眼差不多，可是後
來便發現左眼，連驗眼表最大的字都看不清了。 Dr. Hussein 和另一
位眼科醫生告訴我，我的眼睛目前無法醫治，做手術也無法幫助，
不惡化就要感謝神了。
其實，神早已有預備，給我立了榜樣學習。三年前，溫哥華趙
弟兄來多倫多相見，他是生下來眼睛便看不見。但是他一直到現在
仍然在 Royal Bank 工作，負責處理客戶信用卡的業務。他如何工
作？靠心靈、耳朵和手，聽電話，用電腦來處理工作。神奇吧！神
的作為多麼神奇！他還在教會讀經，參加詩班唱聖詩讚美神，而從
他的言談舉止看到他對神的信心和順服。一句話，從他的身上彰顯
了神的榮耀。他是我學習的榜樣。我的左眼雖然視力差，最大的字
看不清，我的右眼卻是驗眼表最小的字也看得清，〈當然戴著眼
鏡〉。讀經、看書要用放大鏡，領詩時要把歌譜歌詞抄寫放大才看
得清楚。“神的恩典夠我用。＂比起趙弟兄我算甚麼？！無論如
何，我非常喜樂，非常感恩。我也開始用中藥和鐳射器治療眼睛。
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神憐憫，有一天能治好目前中西醫無法治好
的青光眼，將會更多的人得神的賜福。感謝神，讚美神！
5.0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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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那鴻書》有感
余衛東

去年，我們花了一年的時間，查考《那鴻書》，自然有
許多收獲。隨著時間的推移，所學的知識、聖經的真理就可能
會漸漸地淡忘。我願借此機會，將一些感受、收獲寫下，既是
對自己學習的總結；同時，也但願能給弟兄姐妹一些分享。
當初選擇查《那鴻書》時，我們開玩笑說，讓我們查
《約拿書》下集吧。兩卷先知書都與尼尼微有關係。可是，兩
卷書的寫作時間、寫作風格、寫作體裁都有很大的不同。特別
是第 2，3 章有關尼尼微傾覆的景象，都是以詩歌體裁描述
的。有時候，我們都分不清是神還是先知在說話，是針對尼尼
微還是猶大國子民所講的。我們常常透過比較不同的譯本，閱
讀不同的釋經書，查考 Strong Number，抓住關鍵詞分析，作
不同的假設分析來對經文作更深入的了解。當查考完第 2 章的
時候，尼尼微被毀、戰爭殘酷淒涼的場面似乎已經浮現在眼
前。這對我帶領大家查考第 3 章第 1-7 節的經文有很大的幫
助。Dr. Constable’s Notes 關於第 3 章第 1-7 節經文的概括釋經
是這樣寫的：“This description explains further the ‘why’ for
Nineveh’s fall whereas the first two descriptor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gave more of the actual events the ‘what’ of it”。當我讀
完第 2 章，反覆讀第 3 章的經文時，我非常認同 Dr. Constable
的釋經，認為第 3 章 給 出 了 尼 尼 微 被 毀 的 更 多 原 因 。Dr.
Constable 將戰爭的景況分為四次描述，他們分別是第 2 章第
3-7 節、第 2 章第 8-13 節、第 3 章第 1-7 節和第 3 章第 8-19
節。然而 Dr. Peterson 等釋經家認為全書分為兩部份，第一部
份 (第 1 章第 2-15 節)主要宣告耶和華是一位對不敬虔者的公
正審判者；第二部份 (第 2-3 章)，那鴻先知不斷重申一個雙重
信息，就是神將對尼尼微的審判及復興他的子民。每一部份都
有主題、發展、實行和結語四個元素。第 2 章 3-10 節和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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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7 節屬於第二部份的“發展”元素，而第 2 章 11-13 節和第
3 章 8-19 節是第二部份的“實行”元素。對於我們這些神學基礎
還很差的信徒而言，剛開始認為兩者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
不同的分段方式而已。在牧師的幫助下，漸漸才有了深刻的認
識，在戰爭場景描述的背後有不同的神學背景。如果能夠對其
有正確的認識，對昔日的猶大，今日的基督徒會有不同的感受
和震撼。當然，我要申明一點，我完全沒有資格評論哪一位神
學家的對與錯。

的生活。作為今日的基督徒，要反思自己今天的屬靈光景。我
們在生活上遇到了苦難，問題是否出在我們自己身上？

在聖經的第 2 章中記載，尼尼微為什麼被毀滅，是因為外
在力量的緣故。第 3 章第 1-4 節記載，尼尼微的敗亡與她的無
力反抗，似乎是針對尼尼微、亞述國度的惡行而發出的，例如
凶殺、謊詐、掠奪、邪情私慾、侵略別國等等。神要懲罰一個
外邦人的城市，是針對其行為還是其本質呢？如果僅僅只是針
對其行為的話，作為深受她欺壓的猶大國應該是皆大歡喜，拍
手稱快；認為神是一位疾惡如仇的神，神即將為他們解決問
題，生活會一天天好起來。如果是針對尼尼微的本質，那麼對
猶大國又有什麼提醒呢？在那鴻先知宣告尼尼微即將受到神的
審判之後，猶大國的子民應該明白他們當時的處境是自身的緣
故，而不是加在他們身上的外在力量。當時猶大國的子民是否
有思考自己的行為，著手處理罪的問題。從聖經和歷史都可以
知道，當時的猶大國並沒有信靠神，依靠神，相反，憑自己的
能力，或者狡詐，試圖左右逢源，最後還是逃脫不了亡國的命
運。運用到我們今天信主的基督徒身上，在信主之後，我們的
生命又有什麼改變呢？當我們遇到苦難的時候，我們常常禱告
神，求神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相反，我們有沒有考慮問題是否
出現在我們自己身上，從自己身上發現問題所在，自己是否馴
服於神？自己的屬靈光景又如何呢？

第 3 章 5-7 節談到裸露的問題，Dr. Constable 認為耶和華
讓尼尼微受到羞辱，是因為他自己常常奴役其他國家的緣故而
使自己被裸露。裸露在古代是一種極大的羞辱。作為不了解聖
經的人而言，可能又會認為這是神的報應。但作為熟讀神話語
的猶大來講，談到裸露，他們應該立刻會想到，祭司不可裸露
下體 (參《出埃及記》第 20 章第 26 節，《利未記》第 18、20
章)和神強調潔淨的問題 (參《以西結書》第 16 章第 23、37
節)。第 3 章第 5-7 節實際上是耶和華的宣告，回應了第 1 章
的介紹，也是對女性的最大的羞辱；同時也說明了耶和華神以
更積極、更直接方式介入古近東局勢。以他自己的律例作為施
審判的基礎，尤其在聖經中，以”露體”的羞辱方式，在獻祭上
和道德上是最嚴厲的指控，也叫耶和華作為公義的審判者更顯
突出。
再回過頭來看《約拿書》和《那鴻書》的異同。神差遣
約拿先知前往尼尼微宣告，尼尼微即將滅亡。尼尼微城從王到
民都悔改，神懷著憐憫的心，接受尼尼微的悔改。
很明顯受聽者是尼尼微的外邦人。那鴻先知在神默示寫
下《那鴻書》的時候，似乎沒有前往尼尼微城，《那鴻書》應
該是說給猶大國子民聽的。作為神的子民應該立即反省，明白
自己的問題所在，回轉到神的跟前。後來才透過口傳傳到尼尼
微城，主要聽眾是猶大國子民。
我們今天再讀到《那鴻書》的時候，可不能像昔日的猶
大國麻木不仁，不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乃招致亡國的命運。

同一段經文，如果只看表面的內容，猶大國的子民可以
皆大歡喜；作為今日的基督徒，可以認為自己有一好的靠山，
可以為我們解決一切的問題。如果能看到背後的意義，猶大國
的子民就不可沾沾自喜；相反，要謹慎、反省、回轉，過聖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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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教會職員
主任牧師：

黃紹權牧師

講壇傳道：

湯寶源傳道

事工會主席：

黎炳鍵弟兄

事工會文書：

林潘菊如姊妹

事工會財政：

余衛東弟兄

事工會總務：

余衛東弟兄
Balance Sheet as at December 31, 2007
ASSETS

2007 年教會大事回顧
January

February
April
May
October
December

進深查經班 – 那鴻書 (一月廿六日開始)
主日學 – 帖撒羅尼迦前後書(延續)
普通話查經班 – 創世記
事奉人員誓師會
主日學 – 以賽亞書研讀 (影音)
主日學 – 啟示錄研讀 (影音)
受難節崇拜
主日學 – 民數記研讀
普通話查經班 – 舊約基礎班
與 Centennial Community Church 舉行聯合祈禱會
聖誕記念暨浸禮主日崇拜

CURRENT ASSETS
Cash in Bank
ING Direct Savings A/C
GST Receivable
Prepaid Expenses

$8,660.24
$44,913.34
$17.64
$1,182.60

TOTAL ASSETS

$54,773.82

LIABILITIES
CURRENT LIABILITIES
EI Payable
CPP Payable
Federal Income Tax Payable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396.89
$519.66
$540.99
$1,457.54
$1,457.54

TOTAL LIABILITIES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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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Income Statement & Budget2008 年財政報告及預算
GENERAL FUND
Balance- Beginning of the year
Current deficit
General Fund Balance
MISSION FUND
Balance-Beginning of the year
Current year offering
Interest income
Mission Fund Expenses (Note 1)
Mission Fund Balance
BUILDING FUND
Balance- Beginning of the year
Current year offering
Interest income
Building expenses (Note 2)
Building Fund Balance

($48,446.88)
($4,333.75)
($52,780.63)

$15,281.27
$4,140.00
$80.12
$2,700.00

$87,806.84
$0.00
$1,521.97
$33.29
$89,295.52
$53,316.28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54,773.82

NOT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MISSION FUND EXPENSES
Th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

$1,200.00

Th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Central Region

$300.00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of Canada

$300.00

David Sloss- Baraka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300.00

The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in Canada

$200.00

OMF International - Canada

$200.00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Canada

$200.00
$2,700.00

2

BUILDING FUND EXPENSES
Fan

General Offering Received
Thanksgiving Offering Received
Interest Income
TOTAL GENERAL FUND

$34,760.01
$3,375.00
$3.90
$38,138.91

Expense
$16,801.39

TOTAL EQUITY

1

2007 Actual

Revenue (General Fund)

2008 Budget 2007 Actual

REGULAR OPERATION EXP.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EI
Postage
Miscellaneous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Total Exp for Reg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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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50.00
$1,965.60
$0.00
$143.60
$1,576.80
$40,436.00

General Management Exp.
Flowers & Gifts
Printing/Photocopy(Annual Report)
Office Supplies
Paper/Plate/Cup
Communion Supplies
Office Maintenance
Total Exp for Gen Management

$100.00
$50.00
$300.00
$80.00
$40.00
$200.00
$770.00

$23.57
$47.22
$333.43
$41.22
$31.96

Education Exp.
Teaching Guides/Book-Sunday School
Total Exp for Education

$200.00
$200.00

$142.49
$142.49

$1,500.00
$150.00
$1,650.00

$1,300.00
$116.77
$1,416.77

$43,140.00

$42,472.66
($4,3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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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40

$33.29
$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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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EXPENSE
NET INCOME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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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倫多以馬內利華人浸信會
Mission Budget for 2008 二千零八年宣教認獻預算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片集:
聖誕節浸禮 (方奕恩姊妹)

As at December 31, 2007.

2007

2008

OFFERING 弟兄姊妹奉獻/認獻
Faith Pledge Offering For Mission (信心認獻)
DISTRIBUTION 認獻攤分一覽
Immanuel Church Mission Reserved Fund
Seminarian Training and Internship
Training Scholarship
Evangelistic Meetings

$3,269

$4,010

269
200
100

21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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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00
300
300

400
400
400
400

300

400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 China Ministry

200

300

300
300
200
200
$3,200

400
400
200
200
$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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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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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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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