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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特色 1，但絕對也是使到聖教會在真理上完完全全地失色的地方；難怪，
今天太多離家出走的青少年、太多離異的婚姻怨侶了。

牧者的話
一動不如一靜 - 黃紹權牧師

在民主政治觀念之下，人人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政黨，但有選擇卻
不一定就會做成符合選民理想的結果，而事實上卻往往出現與人理想相差甚
遠的局面，最終亦只有叫人為自己先前的選擇而懊悔，鬱鬱寡歡之下繼續去
接受民主的摧殘和折磨，這可由不少基督徒的婚姻及信徒「另類教會生活模
式」可見一斑。

離合本屬平常之事，但對於那些自己曾經關心過的人或事物，離合就變得
很容易觸動人的感情。
只在 2008 年的一年間，教會遇到了不少不辭而別的弟兄姊妹個案，有的
回香港去了，為的是要照顧年長的家人，有的因病而需要回到外埠的家中，
接受被家人的照顧，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情況，合情合理；但有的雖然仍然
留居於本埠，但卻像「人間蒸發」一樣，要找也找不到，即或找到，亦只有
「請在嗶一聲之後，在留言信箱中留下您的口訊，我很快就會回覆您了。」
有些更在最後借用一句聖經的祝福話作結 1，但他們的回覆？那就大多都是欠
奉了。

首先要事先聲明的，就是信徒並非不可以有選擇參與那一家教會的權利，
但是如何去選擇？這其實本身就已經是一門極大學問，只是太多人抱著輕忽
的態度去作出選擇。正如神也給人有自由去選擇，但單憑人個人的意願去選
擇，一經選擇錯誤，馬上就會變成「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結局。我們必須
要學會如何按聖經真理去作選擇，而並非按自己的愛惡作出選擇。至於選擇
這門課題，首要地方就是對基本聖經的學習，並且需要加上如何掌握真理的
練習。若是自覺仍然未能夠穩妥地掌握其中的撓門，那何不留待那些在這方
面有認知的成熟基督徒代我們作出明智之舉，直至自己真正能夠學習到「如
何作出真正屬靈選擇的操練功課」為止。

神祕？奇怪？難明？擔心？ … 一連串問號便開始填滿了仍留在一起聚
會的弟兄姊妹腦袋中，於是乎，不少人走到我那邊，問：「牧師，你可曾知
道某某弟兄(或是姊妹)的情況呢？」直接一點回答說：「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有些人心中會如此想：「其實不少人都已經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了，
只是希望得到牧師你的確認罷了！」

此外，假若只按照著自己私意作出選擇，以為可以藉此去「轉轉環境」就
有新的屬靈生命發展，其實“私意的選擇”同時也會導致錯失了不少屬靈學
習的機會──最起碼失去了學習坦誠、忠誠又或彼此守望的功課；「謬謬然
離開」，其實只不過是向所有人宣告，說：「我是一個無得傾（沒有討論餘
地）的人。」這不單祗失去屬靈學習的機會，也失去讓神塑造你和我成為一
個更加成熟的基督徒；結局就只是：因順著自己的性情變成為一個與神為敵
的跟班嘍囉。這樣正如俗語所云：「賠了夫人又折兵」，可謂「雙失的基督
徒」──失去屬靈的學習，失去屬靈人的身份。

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他們到底現況是如何？又發生了甚麼一回
事？這正正也叫我感到何等無耐的地方，原來那些我們所失去了聯絡的弟兄
姊妹── 其實他們心中到底在想甚麼？我們根本就是不太認識他們。是牧養
的失策？還是人心難測呢？這兩個問題，將來我必定找個機會，當與神有促
膝詳談的時候，必定成為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的一部份。

而實際的情況要比上述的可能更糟，就是帶來第三樣的缺失 ── 失去了
基督徒的家的觀念。那有一個家能夠容許失去自己家中任何一位成員的呢？
那有一個家庭成員要拒絕家人的關懷與愛心呢？除了一種人，就是他從來沒
有承認他自己是屬於神的家的一份子。神的家只有屬神的人才能生活在其

縱然我們不甚明白過中的因由，可是，卻可以肯定這類行徑已經成為了
今天教會的風氣。事實上，今天不少教會中的信徒已經廣泛地喜歡蜉蝣於很
多家教會之間，對一個屬靈的家的觀念已不甚著重。其中例證已經多不勝數
──對教會會藉的鄙視、流離浪蕩的會眾如光顧路旁小販的心態、會友動輒
就以「腿」投下不信任動議的“神聖”一票等等，這簡直就像加拿大民主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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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引用聖經是我一向不敢苟同的做法，有脅神之名去表揚人之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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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聯邦政府，在廿一世紀首八年中，已出現了四次大選，大多都是因為反對勢

力為爭權奪利而向執政黨投下不信任的投票，每每就要再花加拿大國民以億元計算的金
錢，去再次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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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l)惡性地接管了，而新教會的管理卻以「莫須有」的理由要求以馬內利
於九月底完全停止在該處舉辦一切崇拜聚會，並於年底前要完全撤離。

或者，有人會如此說：「世界上有這麼多家的教會，所有都是神的家，我
只要返教會就是屬神的人。」若按此話推論，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家庭，那麼
豈不是所有作丈夫的、作太太的、又或作兒女的，都可以隨時進入別人的家
中，與當中任何一個人組織家庭嗎？這其實是詭辯的理由，忽略了最根本的
問題，其實就是人高舉自己的愛惡。

教會崇拜最後搬往附近一個社區中心(Armadale Community Centre)，並在
每週星期日早上，租用一個大房間作崇拜及進深查經班之用，而在整個搬遷
的過程中，可以見證到弟兄姊妹在患難中的同心合意，一同面對種種的新適
應，這正正就是雅各書 1：3-4 中所述：「以忍耐面對患難，並以此為大喜
樂」的教訓。

不辭而別的信徒其實已經勢成風氣。信徒在本地教會之間走來走去1，其實
是帶著顧客的心理，希望“買到”一家我滿意的教會。可是，在實際上，很
多被譽為“信徒夢昧以求的教會”，老早就把這類走來走去的信徒定格，視
他們為不可靠和不忠誠之類別，只是那些不辭而別的信徒不知道，試問，作
“屬靈孤兒”又有何益處呢？豈不只是把自己陷在更危險的境地中嗎？

如今教會再沒有正式的辦事處，但同時也加速了教會進一步走進電子化的
階段，有弟兄姊妹奉獻新的電腦系統，促使教會的日常行政都可以憑侍服器
作為資訊的橋樑，如今我們可以更專注於肢體的建立與福音事奉的推動。

首先，若是要移居他鄉，例如往別的城去，在保羅書信的記載中，就有
亞居拉及百基拉夫婦由羅馬遷移到哥林多城，這是形勢所使然，是被逼的情
況；再加上初期教會往往都只是屬於家庭聚會的形式2，流動性是隨著信徒的
工作需要而被提高。因此，他們的遷移其實大約就像教會被逼搬家一樣。
另外，地方教會本來就沒有一家是完美無瑕的，但神卻叫各信徒在已有
的教會中，竭力同心去建造，只要按著神透過僕人宣告了的教訓去實踐，在
彼此鼓勵下朝向這個目標走去，神的教會便會向著一天比一天更趨成熟的地
步去發展。
2008 教會中不但有離開了的弟兄姊妹，教會也真的被逼遷。一方面，教
會整體是需要成長，逼遷一事卻能叫我們領悟到，各人的靈命仍有很多需要
改進的地方，因為神要求教會成長的門，是永遠都為我們打開著的。此外，
教會也需要步入一個新操練和事奉的處境──本來我們所處身的西人教會
（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已經被另一所教會(Harvest Bi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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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果一個信徒要離家而去，其實就只有兩個可能性：（1）這裡亦不是屬
神的家；或（2）我亦不是屬神的人。

聽了這麼多，到底信徒可否另覓教會呢？以下是我一些個人的屬靈意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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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來走去”正是神在約伯記中形容撒旦在它行為上的形容詞。
請留心，不要以為初期教會像我們今天的教會一樣形式，這是一種 anachronism 的事
物錯配觀念。

教會現正與近鄰另一所福音浸信會協商，希望能夠建立一種無私的事奉合
作伙伴關係，相信這種多族性的結合(amalgamation)真正可以承接將來加拿大
教會在領人歸主的事奉，並且發揮出更大的福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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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抵押證券售與顧客，顧客因着資產抵押證券之高於存款的利息而「上
釣」，結果當美國房市下滑，房主因失業付不起按揭利息和還款時，殃及全
球財務公司及其金融系統！總而言之，人人因利而莽顧別人的權益，導至人
與人互不信任!

金融風暴帶來的反思 – 湯寶源傳道
今次的金融風暴的直接原因, 是人們相信樓宇物業的價值會不繼上升，
加以各國銀行資金湧入美國、尋求可觀的回報, 所以很多財務公司 (包括了銀
行)容許房主 (homeowner) 用很少的首期和低息借錢買物業，當泡沫爆破1及屋
宇價值狂瀉時，房主就擁着一個負資產，無力還款的業主就藏匿避債，財務
公司很難出售大量因房主到期而未付款而沒收已經貶值的房屋。

現在歐美各國的中央銀行對衰退都以降低息率政策來刺激經濟，但通貨
膨漲率仍是每年 3.5%，使通貨膨漲問題在經濟蕭條期同時出現，問題更加惡
化。
要解決種種問題，就要回到問題的起因，個人有道德的操守, 存誠實無
愧，寧人負我, 莫我負人的心態，重新建立人與人的信心；按揭生意回到本
來的標準，考慮貸款人之工作、收入、資產、負債比例而酌量貸款，不要把
危險的資產輸出到全世界，重建國與國的信心，監管署加強監管財務公司的
高級職員之花紅制度，使財務公司不作害人害己的高風險的投資；至於持家
方面，要量入為出。

在沒有金錢可借出和握有不斷貶價的物業，財務公司不能履行他們的財
務業務—把利息收入送到資產抵押證券持有者2, 使它們蒙受巨大損失,若不及
時注資就必倒閉, 於啟動了全球性的借貸收縮，撐得過來的財務機構互起疑
心, 不肯定別的財務機構是否有能力清還同行間的債項，它們將同業拆息提
高，有時更停止借出款項，很多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撥出數仟億元以清除銀
行間交易的險情。在 2008 年十月初，美國國會批准用七仟億元去買華爾街的
投資銀行所背負的壞帳。
雖然奧巴馬上場, 繼續策畫中央銀行支持面臨困境的財務機構，但財務
機構還要面對多少的壞帳, 仍是未知之數，全球的財務機構更小心翼翼地收
緊信貸, 摧使消費者要有足夠現錢去買屋或者買車，商業公司沒有以前容易
得到的信貨去營運，業務無法擴展，職位減少，支付員工的薪酬有問題，支
付供應商無力，那裏有新資金來改善生產力的新方法和科技。無怪乎, 踏入
2009 年以來各行業蕭條，職位流失，和消費者減少用錢, 經濟衰退。

國之豐裕有賴於國民勤奮作工，而人賺取貨財的力量是上帝所賜的 (申
8:18)。回顧近代經濟歷史，在工業革命（19 世紀末）前，財富幾乎全由土地
而來，有豐收，人們才能置新的和改進的農具，也能騰出時間去研究和製造
令生活更方便的東西，並引發了工業革命。有了各種製造業和需要大型機
器，銀行業務也成長起來。但是，農產豐收不是必然的，它很受氣候影響，
而氣候又受太陽黑子活動影響。太陽黑子活動是週期性的，大約 10-11 年一
週期。上次活動發生於 2000 年，下次應在 2010-2011 年左右。所以要經濟復
甦，似乎要到 2012 年之後有。

導至今次的金融風暴的遠原因，其種子在雷根總統早已播下，那年代開
始了放鬆監管制度，使各行業減低成本，以增加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 加拿
大也追隨之，雖然財務機構的監管不懈，但對於監管食物公司則放鬆了，故
此最近有公司出品有細菌沾染以及多人中毒之事件，使該公司蒙受損失和政
府當局也為之尷尬。

政府可以做的當然有幫助，但是能力有限，我們也可以出些力，讓我們
誠心向主祈禱，給我們幾年好的氣候，盡量減低下次太陽黑子活動的影響，
使農產快些豐收，帶活其他行業，人們從新有工作，跟着有能力消費，使下
一個泡沫消滅於無形1。
正如受盡了苦楚的約伯在旋風中聽到耶和華向他說話 (38:1)，使他得了
安慰 (42:6) ，但願我們雖在金融風暴中受到損失, 卻能聽到上帝向我們說話-不再貪心世界、趁着白日作主的工作，把心歸向上帝，專心事奉祂, 殷實地
工作，並作主的見證, 引導同事們歸我們的主!

至於財務公司把自己的按揭資產以資產抵押證券持售與別的財務公司,
目的在賺取佣金把按揭的風險傳遞與其他財務公司，其他財務公司繼而把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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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08 年夏天
它們可以是各國的財務公司 (包括了銀行), 因為它們響往美國的繁榮, 以為美國財務公
司 (包括了銀行)所出售的資產抵押證券一定穏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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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分享
諜網迷「宗」- 黎炳鍵
上一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間，英國揭發自從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以
來，蘇聯的間諜便已滲透入英國政府的重要軍政部門中，他／她們將最敏感，
也是最機密的情報提供給蘇聯。在這群間諜中最轟動的可數「劍橋五人幫」
(Cambridge Five)。他們驚人之處並不單因為他們均為英國最高學府的精英，他
們同是出身自背景非凡的家庭，在離開劍橋後，他們晉身至政府的情報、政治
部門和皇室的要職。他們向莫斯科提供的情報，使蘇聯跟英美在二戰結束前的
談判桌上佔盡先機。在戰後的 1948 年，蘇聯竟斗膽封鎖柏林 (Berlin Blockade)
並將冷戰推上高峰，普遍被認為是「劍橋五人幫」協助下，蘇聯對美國的軍事
實力(特別是核武實力)瞭如指掌的結果。
今天，「蘇聯」這個名字已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份，「劍橋五人幫」
和一眾為蘇聯效勞的間諜似乎只是白忙一場，為甚麼那些受過最高學府教育，
背景顯赫的年青人，當年竟然會效忠今天看來是「天方夜譚」的共產主義呢？
對近代歷史略有涉獵的都知道，自十九世紀初起，歐洲的政治進入了
一個地動山搖的光景：故有的皇室勢力息微，貴族統治亦缺乏有力的立足點。
同時，掌握軍事實力的抬頭，和往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崛起都把歐洲以至
全世界翻天覆地。政治陣型上，強者自立為王，弱者各自歸邊，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爆發，多少也是新舊勢力交替中的緊張氣氛，各方對峙的情況下「擦槍走
火」而成。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曾出現過十多年表面上的和平，但國與國，
民族與民族，和社會階級和階級間的矛盾依然存在，法西斯主義(Fascism) 便乘
著三十年代全球經濟蕭條之風向各地張牙舞爪，單一意識形態的獨裁政權形成
了「敵」與「我」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張；因此，任何惡意和殘暴的侵略都變得
合理，這是一個弱肉強食，是非癲倒的時代。
在這時，英法等西方國家正忙於應付經濟和政治動盪的情況下，對法
西斯式獨裁只有選擇退讓，這使能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失望，在同一個時期，
共產主義國家所表現出的平等社會使對建制失望的人重獲希望，他們認為共產
主義是真正能解決當前的問題，而最終「烏托邦」能在地上實現。作為一個有
知識，不願苟同既得利益者統治的人，在那時信奉共產主義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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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巨輪說明了，共產主義政權並未有能對人性的陰暗面有免疫作
用。獨裁和不公平的張狂過去在共產政權下亦不下於「非共產」國家，劍橋五
人幫中，其中四人因面臨身份遭揭露而逃離英倫，其一人(John Cainneross) 逃
往法國。另外三人(Guy Burgess, Donald Maclean 及 Kim Philby) 則投奔蘇聯；當
中 Burgess 和 Maclean 死後，他們的骨灰被運回英格蘭下葬。唯有至死留在英
國的劍橋五人幫成員 Anthony Blunt，最後因著良心的緣故，也為了換取不被
起訴的條件，於是便向英國政府承認間諜的身份並交出一份蘇聯特務名單。
今天，無論西方或是東方的基督教會都大規模地運用電子媒體鋪天蓋
地的將宗教信息傳播給大家，有關主角從疾病、惡習、破碎家庭、事業失敗等
等的際遇中回轉的故事，我們常常都可從電視收看得到。基督教出版的書刊，
我們也讀到信仰如何能改變人心，使社會走向更公義、更美好、及更和諧的境
地。辯道學或護教學也力陳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思潮更合乎理性和科學，歷史亦
印證了基督教更能抵受任何挑戰，因此也是更可信。這些現象似乎說明現今普
遍教會所傳的信仰是一個「強者形」的基督教。這個「強者」能為人生和社會
的各樣事情，不論大小，都能一一提供完滿的答案，這種以強者姿態演繹的信
仰暗示著全人類都可藉此宗教找到或建立真正的「烏托邦」。
「蘇聯」這個歷史名詞提醒我們，單從一個概念並不能根治人性本身
的劣根性、或罪性，因此獨裁和流無辜人血的事在這個曾被宣稱為最理想的國
度中屢見不鮮。同樣，一個強者姿態表現於人前的宗教群體，她只能(至少表
面上只能)接納單一的價值觀，而缺乏開放客觀的胸襟，繼而因為缺乏聽取批
評的開放性，最終會變成「一言堂」。這情況在中世紀的教庭早已出現過。一
切從這些「一言堂」在媒體的宣稱，相對於教會中所找到的軟弱，世人只看到
教會只是一個「眼高手低」的俗世機構而矣。相反，一個有生命，有動力的信
仰群體，就是每一個成員都本著對從上帝而來的真理的執著和持守，並彼此互
相印證扶持中成長，而不是單單以群眾的活動、或魅力領袖的口號和理念來確
立教會存在的合理性。正如「福音」只有一個，但「福音書」的作者卻以不同
的角度和字詞來將這「福音」更立體活潑地繪畫於人前。
也許，回想當初我們會因為弟兄姊妹的關心、或因著教會在社會議題
上美好的見證、或是她的教導言論能開啟我們的心靈而選擇加入教會。但隨著
時日的過去，我們對教會和其所屬的基督會否有更深的認識和體會呢？我們的
信仰對象是否仍停留在那些關懷行動、見證和宣傳的層面，從而我們不斷地盼
望一浪接一浪並高潮迭起的動員和活動來延續教會興旺的光景呢？今天仍聲稱
「基督徒」的人，是為著教會的光榮或是願意更親近那榮耀的上帝而留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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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反思，學會感恩 - 余衛東
最近一段時間，內心深處時不時會產生一些掙扎，對自己的生活、工作和
信仰都會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反思。今天把這些點點滴滴的想法寫出來，並不表
示自己對這些問題都找到了答案；只是希望和大家一同分享，求主的帶領，特
別是自己願意真真正正到主面前認罪悔改，實實在在做一個謙卑的人，也求弟
兄姊妹一同幫助我。
記得自己小時候，我常常和舅父書信聯系，舅父對我的思想啟蒙有很大的
影響。其中有一次他在信中寫道，人的一生看似非常漫長，但影響人生的決定
可能只有關鍵的幾步。剛開始，我並不完全認同，認為自己的前程非常美好，
有許許多多的機會。當人到中年，特別到了四十歲之后，我正逐步認同這種說
法，而且這種感覺愈來愈強烈，以致發展成有一種大勢已去的感覺。小學畢業
考入重點初中，初中畢業考入重點高中，高中畢業考入重點大學，最后進入隨
心所願的清華。可以說每三、四年就上一個新的台階。來到加拿大，雖然生活
很艱苦，可也不停地轉換大學，轉換導師，直至 1997 年 4 月加入目前的公
司。剛開始公司效益還好，1997 年四季，我每季的年薪都不同，最后一季是
首季的雙倍；1998 年成為 Team Leader， 1999 年 成為 R & D Manager，不能
不說神對我不恩待。十年之后，我的頭銜還是 R & D Manager，不過我的手下
已經沒有一個員工了，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空頭銜。這十年當中，我曾將我的
朋友招到我們公司來過，后來他離開了，回到國內，加入了自己所願的公司，
成為公司的技術總監，副總經理；目前公司已發展成 100 多軟件開發人員的公
司。有時我還開玩笑說，如果我失業了，我就投奔你來了。還有許許多多的同
學、朋友，在國內有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頭銜和地位，如教授、博士導師、甚
麼甚麼 學術研究帶頭人、基金經理、董事長、海軍大校、副市長、市委書記
等等。我常常在想，這難道就是成功的人生，是否也是我應當追求的人生嗎？
可喜的是，這些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不可否認這些同學、朋友在自己的人生當
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這些成績不應該成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自己應該更順
從主。在日常生活中，每當和朋友聊天的時候，有時就不是那麼謙卑馴服了，
嘴上可能會說自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實際上是內心深處的私慾不願意放下自
己，正如雅各書 1：14 所言“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
的”。真是求主幫助自己。
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我們許多人都感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機。前幾天
看新聞，許多在 Windsor 的 Chrysler 工人面臨失業的危機，他們及家人只能用
一個詞來描述，“欲哭無淚”，不知下一步該如何行。在以往的年刊中，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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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過我們公司過去的情形，5 年過去了，我們公司的經營狀況一直沒有改善。
剛開始，許多朋友都勸我另找一份工作。說實話，我也找過工作，我也讓工作
找過我（將簡歷放在網上），一切都沒有結果。金融海嘯來了，正如巴菲特所
言，“只有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許多大公司如 Google、Microsoft、IBM
都在一波又一波地裁員。我仍然在這小公司生存，這難道不是神的恩賜嗎？在
目前的處境，當你被告知你被裁員了，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二月初，我太
太被告知裁員了，我們很正常地接受了這一事實。可三周之后，她又被公司招
回。無論是裁員還是被招回，我們都沒有大悲，也沒有大喜。感謝神，讓我們
學到了美好的一課。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3：3 所講“免得有人被諸般
患難搖動因為你們自己知道我們受患難原是命定 的。”使徒保羅尚且如此，
基督徒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無論是受苦還是喜樂，我們都要感謝神，學會
感恩。如果前幾年我拼命要進大公司，今天的我可能早已進入了失業大軍的行
業。等待、等候是我們必學的功課。
談到自己的信仰，教會生活，我常常告誡我自己，不要把教會生活僅僅當
作一種宗教活動，如同昔日猶太人當作守律法一樣，而是一群有共信基礎的弟
兄姊妹走在一起。我們的教會甚小，沒有什麼資源，感恩的是我們有兩位好的
牧者。如果你誠心追求主道，我們的牧者可以給予及時的幫助，這難道不需要
感恩嗎？當我們偶爾有機會參加其他教會的活動時，有時候會發現我們和他們
有很大的區別。當他們在興奮地唱啊跳啊，自己不知如何是好？當他們在為缺
錢的事工禱告時，我們也不知如何是好？當講題與相關的經文不相干時，我們
可能會帶一種挑剔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甚至會採用逃避的態度。這顯然是不
對的。其實我們自己的裝備還很不夠，有時沒有分辨是非對錯，就認為別人的
不對。如果對方是無心的錯誤，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而不是在他們聽不到的地
方指責他們，顯得自己對聖經是如何如何的熟悉而抬高自己，作一個愚妄人。
我們更要謙卑自己，願意從其它弟兄姊妹學到好的東西，互相勉勵、互相關
心、互相愛護，不要一味地指責別人的不足而掩蓋自己的不是。
這是我點滴思考，願自己不要再在“小我”上尋找內心的安慰，而應該尋
求主，過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願主幫助，願主內弟兄姊妹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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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到 – 林潘菊如
新的開始，有新的盼望，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面對金融
海潚籠罩下的世人，何去何從，真的舉步維艱，茫茫然不知所向……
世人皆期望得“福”、“福到”，究竟福從何來？甚麼是真正的福，又有多
少人能真正知曉和明白？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 -- 對福 -- 有否比未信者更清楚，了解抑或也只不過
是人云我亦云？
耶穌是真正“福”的源頭，神的兒女們，我們能真正明白得福之途而進入這
“福”裡面嗎？耶穌在馬可福音 10 章指出「在神國裡是那些小孩…祂抱著那
些小孩，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為甚麼？因為那些小孩（原文是沒有被
污染，人性變了質）沒有利害衝突 -- 才能被祝福，承受真正的“福”。
人生變幻莫測，誰能知曉？不信者如是，信者亦然，所不同者，不信者沒希
望，而信者有依靠。耶穌說祂是萄葡樹，我們是枝子，我們若不常在祂身上，
就不能作甚麼…回想起 3 個月前的取捨，真的是風起雲湧，血脈奔騰，人像站
在十字街頭，不知所措，辭職？遞信？提早退休，照顧母親？…經濟才稍稍安
頓下來，又返回拮據中！我尚活力十足，多賺點錢使生活好過些，有何不妥？
想呀，想…
照顧父母親是我移民前的願望，也是在神面前的禱告。移民後，因生活不安
定，自顧不暇，雙親又健壯，也就撇在一邊了。父親已在十年前安然離我們而
去。如今只剩下母親已入年邁之年，她需要人照顧…
往往人承諾是容易，但要去實踐卻是不容易，實在太多的客觀因素牽扯著，
在一次耹聽帶中，李博士提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從掙扎到順服，最後
主耶穌向父神禱告說：願你的旨意成就。我霍然而跪在神面前禱告說：若這是
時候我要去面對，我願意做一個順命的女兒，願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只求
你賜我一個平靜的心去面對。
我平靜地遞上我的辭職信，辭去我在護理院的工作，卻意外地帶來了很大的
迴響 -- 一班同事們，包括主管和平日不太咬絃的同事們皆質問我為何在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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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辭工？在這金融海潚下，人人都擔心工作不保，我反而有工不做，事前也不
與他們相討，白白坐失了很多福利，那有這般笨的人？你母親又不是只有你一
個女兒，為何要不做工，單去照顧她？趕快去取回那信吧，不要自命清高了…
此起彼落，大出我所料，我也無言以對。
12 月初我做了白內障手術後在兒子家中休息。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平安、
釋放、特別是第一個星期，內心的平靜，自由是我此生中的第一次經歷。每天
我都聽不同的講道帶，心靈得著滋潤，又有足夠的休息，一日三餐定時供應，
實在好得無比。原來要放棄一切去跟從主，並不容易的事。但若你願意踏出第
一步，聽憑祂的帶領，主所賜的平安遠遠超出你所想所求的呢！難怪詩人說：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人。又說：我將耶
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
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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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ncome Statement 01/01/2008 to 31/12/2008
REVENUE
GENERAL FUND REVENUES
General Offering Received
Thanksgivings Offering Received
Interest Income
TOTAL GENERAL FUND REVENUES
TOTAL REVENUE

$33,850.52
$2,726.85
$3.21
$36,580.58
$36,580.58

EXPENSE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UIC
Church & Office Rental
Miscellaneous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GEN. MANAGEMENT EXPENSES
Communion Supplies
GEN. MANAGEMENT EXPENSES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DEPARTMENT OF MISSION EXPENSES
TOTAL GENERAL FUND EXPENSES
TOTAL EXPENSE
NET INCOME

$36,750.00
$1,929.59
$1,521.00
$215.50
$1,571.13
$41,987.22

$91.04
$91.04
$1,600.00
$1,600.00
$43,678.26
$43,678.26
($7,0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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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

CURRENT ASSETS
$6,940.44

Cash
ING Direct Savings A/C
GST Recei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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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009 Financial Budget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Balance Sheet As At 31/12/2008
ASSETS

Cash in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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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0.44
$42,314.12
$2.17

Total Receivables

$42,316.29

Prepaid Expenses

$1,165.59

TOTAL CURRENT ASSETS

$50,422.32

TOTAL ASSETS

$50,422.32

LIABILITIES
CURRENT LIABILITIES
UI Payable

$127.15

CPP Payable

$173.14

Federal Income Tax Payable

$177.65

Total Receivable General Payable

$477.94

TOTAL LIABILITIES

$477.94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EI
Postage
Miscellaneous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Total Expenses for Regular
Operation
General Management Exp.
Flowers & Gifts
Printing/Photocopy(Annual Report)
Office Supplies
Paper/Plate/Cup
Communion Supplies
Office Maintenance
Site Rental
Total Expenses for General
Management

2009
Budget

2008 Actual
(au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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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50.00
1929.59
0.00
215.5
1571.13

$40,520.00

$40,466.22

$100.00
50.00
300.00
50.00
50.00
200.00
6,250.00

$1,521.00

$7,000.00

$1,612.04

$91.04

EQUITY
FUND CAPITAL
Mission Fund

$16,260.44

Building Fund

$235,128.66

TOTAL FUND CAPITAL

$251,389.10

GENERAL FUND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3600.59

Total Current Surplus/(Deficit)

($7,097.68)

Reallocation of Funds

($197,947.63)

GEN. FUND ACCUM. SURPLUS

($201,444.72)

TOTAL EQUITY

$49,944.38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50,4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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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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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00.00
$1,600.00

$1,600.00

$49,320.00

$43,678.26

TOTAL EXPENSES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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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教會大事回顧
一月份

主日學：

民數記研讀

進深查經班：那鴻書研讀
二月份

進深查經班：加拉太書研讀

三月份

受難節崇拜

四月份

主日學：靈修中的疑問

五月份

主日學：系統神學初探

九月份

主日崇拜改於下午舉行*
首次參加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聚會

十月份

主日崇拜遷往* Armadale Community Centre 舉行

十二月份

教會全面遷出*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註：自 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被 Harvest Bible Chapel 於六及七月間吞併後，本會
於八月份即被暗示需要盡快遷離開他們的物業，同時也被知會需要把九月份的聚會改至下午舉
行，及至十一月底，教會更被著令於十二月底前撤離；在幾經交涉之後，才把限期延至 2009 年一
月底。而教會亦早於十二初完成搬遷辦工室的工作。

第 19 頁

2008 年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年刊

第 20 頁

相片集

AWANA 聯合主日崇拜聚餐

十二月廿一日聖誕聚餐會 (余衛東家中)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
二零零八年教會財政與事工滙報及二零零九年前瞻

第一天於 Armadale Community Centre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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