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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感恩後的作業 - 黃紹權牧師 

 

  作為一個傳道人，傳道最終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說話，準確無誤地告知祂所指

定的人群。 

 

        在 2011年底，我們終於完成摩西五經最後一卷書的教導 ── 申命記系列講

道。其間又完成了奉獻講道系列的六講，這可算是把信徒最基本不過的聖經知

識，完成基礎性的教授。那麼我們還有甚麼是既迫切又應該學而未知道的主的信

息呢？ 

        其實，多年來我都一直籌備著傳講聖經中最後一卷書── 啟示錄。原因很簡

單，因為這是最多人講論卻也是最多人穿鑿附會的書卷。不論是基督徒又或是沒

有信仰的人，他們對啟示錄都抱有一份似懂非懂的認識。而作為基督徒，若果就

連我們也不知道這書卷所言何物，對於我們的屬靈生命，無疑是一種缺陷或遺

憾。再加上多年來太多教牧和信徒在沒有做足功課的情況下，作出胡亂解釋和引

伸，作為傳講主道的我，既然身負傳道之職，乃實在是責無旁貸。因此 2012年度

將以講論啟示錄為主調，務求堅固一切屬主信徒的認知，活得更合神心意。 

 

        說回教會的財政情況，去年年刊中已有一個概括的展望。而實際上，於 2011

年中，各方面都已經作出過努力。願意供應神家的兄姊都已竭力履行奉獻，而過

去未曾參與過的弟兄姊妹，亦都隨著對奉獻的認識而開習始參與。不過在神的說

話和事奉榜樣下，我卻意識到自己在事奉上有一點是作得不好的事，就是當教會

每每有所不敷的情況，便增加自己的奉獻。表面看上去，教會財政緊拙的情況似

乎是緩和了一點，但卻做成了一個假象 ── 給大家都以為教會財政已得到改善，

實則始終入不敷出的結構性問題都沒曾解決。教會本來曾於十月初的會友會中作

出決議，從 2012年一月開始安排我去申請就業保險金(Employment Insurance)，藉

此維生，但神卻在決議過後動了糾正的工作，既可叫我可以有自力養生的機會(於

新移民中心工作)，卻又叫教會不用再為長期不敷而爭扎。這一個安排，叫全教弟

兄姊妹更準確不過地見到，就是只有一件事──用心學習主道與付上用心領人歸

主的行動。 

 

        作為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的牧師幾近十四年，無非都是希望信徒有自立成長

的一天。願意在我仍然能在此一起事奉的日子中，有一天可以見到這個希望真正

變成事實，也是每一個信徒的畢生作業。我信我主我神亦盼見有這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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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主席分享 

偶像的魔魘 - 黎炳鍵 
 

  對很多基督徒而言,談及敬拜偶像便不其然想到<舊約聖經>中的”金牛”和”

巴力”,對華人信徒來說,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寺院裡的神像(如黃大仙)和民間

信仰的神祇(如土地,灶君等).然而[偶像]的定義並不止於物質的一尊偶像. 

 

    近代的心理學和宗教研究都指出偶像崇拜是出於人類本身的需求和慾望的延

伸,於是希望藉着崇拜偶像取悅神祇好使生活過得順利一點,由於這樣的敬拜活動

是源於人類對基本需求和慾望求滿,固此”敬拜”本身只是單純讓”敬拜者”心安

理得,至於”被敬拜者”的本質或屬性是如何往往並不是”敬拜者”所關心的事情. 

 

    當主耶穌被猶太人指控祂在安息日治病和質疑衪的身份的時候,便對他們說: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約翰福音 5:11).猶太人以為擁有了律法並且能

細緻地實行,便能夠取悅上帝,他們說以為行律法是”操縱”上帝的秘訣,因此他們

潛移默化地以為只需要一組”做與不做”的規條(Do's and Don't's)便能夠獲得上主

的歡心,從而得蒙主的保守.從動機來說,那時代的猶太人以守律法來取悅上帝的做

法是無異於偶像崇拜. 

 

    耶穌的回答正是回應這種不正確的心態,祂指出父上帝的工作並不指於經書上

的記載,三一上帝是昔日,今日和往後的日子仍在作工的主.這對今天常常將”事在

人為”掛在口邊的人留下不能莫視的挑戰. 

 

    2011 年是教會面對風浪的一年,先有牧者同工離去,後來亦有財政困難的浮現,

牧者和弟兄姊妹都為這一切費索思量.在一切”人為”的事情當中,我們可有發現

上主的恩典和教訓呢?這是我們每個人屬靈成長中學習求問認識上帝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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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言-余衛東 

 
  去年十一月份，我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牧師也找到了一份在社區服務中心

的全職工作。這不僅化解了過去我多年來尋找新的工作的困難，同時也解決了教

會財政拮据的困境。有人會說這是我和牧師的幸運，但我心中充滿了對神的感

恩，知道這是神對我自己、對我們教會的恩典。 

 

  先說說我自己吧！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公司的困境，這已不是一兩天的事情，

整整八年了。在數據庫引擎的研究領域，我已經學習工作超過二十年了，要放棄

二十年系統軟件的研發，走上應用系統領域，對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對於一般的公司，他們也不願意請我這樣的人，這可以說是找工作的最困難

之處。兩年前，大家都知道 RIM（Research In Motion）是當時加拿大最大最好的

公司，當時我申請了該公司嵌入式數據庫系統研發員的工作。當我看到工作描述

時，我以為該工作好像是為我量身定做的，因為在加拿大，只有我的以前公司是

做嵌入式數據庫系統研發的，而我又是該公司的主要研發人員，應該來說沒有太

大的困難。面試時，年輕的面試官問了我許多與數據庫毫無關係的雕蟲小技的

“智慧”形問題，也問了一些有關工作環境的問題，如能不能來 Mississauga或

Waterloo工作的問題。對於我而言，天天去 Mississauga或 Waterloo工作，確實是

一大挑戰，不過這不是不能克服的問題。我還是不能得到這份工作，從現在來

看，神確確實實知道我的所要所求，也知道什麼對於我是最好的。 RIM今天的苦

境也正好說明了這一切。我現在工作遠較以前工作忙，但我確實非常喜愛它，因

為這是神所給的。過去這麼多年來，儘管我沒有埋怨神，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

可以得到這樣的機會。當以前公司運作越來越困難時，也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候，

問題就這樣輕易解決了。 

 

  再說教會吧，自從我接任 Treasurer這一職務之後，我無時無刻都不在擔憂教

會的敗政狀況。我和 Board Member分享我的擔憂許多次。牧師多次提醒我要依靠

神時，我也確實在努力學習這一功課，然而這還是不能減輕我的擔憂。我最初估

計教會的敗政在去年八月底會徹底枯竭，然而八月過去了，九月過去了，十月過

去了，到十一月中下旬時，當牧師走上新的事奉崗位時，他的工作更辛苦了，然

而我們都親眼見證了神的恩典。透過這兩件事，讓我真正體會到“我不知明天會

如何，但我知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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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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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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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 
 

In my opini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present fairly,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hurch as at December 31, 2011 

with th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各位會友們, 

 

我已經查核完 - 教會 2011 年度的財政報告. 教會的財政狀況是教會

董事局的責任. 核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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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核對, 我認為所成交的賬目均屬實無誤. 

 

此致 

 

 

Auditor:  Jeanne Pan  

 

March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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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教會事工回顧 

一月份  - 進深查經班之彼得前書 開課 

    - 初信成長班(1) 開課：舊約聖經綜覽 

     - 歐陽岳牧師由一月卅日離職 

     

三月份  - 為回應日本 3月 11日大地震及海嘯而傳講的“災難講章” 

 

四月份                 - 4月 17日的“棕樹節主日講道：找準屬靈的焦點，把握屬靈對

焦的技巧” 

                             - 受苦節(4月 22日星期五)於黃牧師家舉行家庭聚會 

- 4月 24日的“復活節主日講道：從疑惑往專注主使命出發” 

 

五月份  - 奉獻講道系列第一講開始(共六講) 

 

六月份  - 初信成長班(2)開課：信仰基礎班 

 

七月份  -主日學之新約概覽開課 

 

十二月份 - 申命記講道完畢 (共七十講) 

   - 聖誕節聯歡會於余衛東弟兄家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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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歐陽岳牧師離職歡送午餐會 

 主席開放家庭聚會 

  

聖誕於余衛東家舉行聚餐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 

二零壹壹年教會財政與事工滙報及二零壹貳年前瞻 

督印/編輯/封面設計：：黃紹權牧師 

2011事工會成員：  2011年教牧同工 

主席：黎炳鍵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黃紹權 Alan Wong 

財政：余衛東  講壇傳道 Teaching Pastor: 湯寶源 Po Yuen Tong  

文書：李偉民  宣教牧師 Missionary Pastor: 歐陽岳 Greg O’Boyle (2011年 1月離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