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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別人的益處(哥林多前書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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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了解和體諒的學習  黃紹權牧師 

 

  聖經中有一節說話多年來叫我的牧養和佈道理念受著磨難的，就是腓

立比書 1：18，經文說：「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

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因使徒保羅

這一句話，於是很多聖經讀者便輕率地把焦點放在“無論怎樣，基督究竟

被傳開了”這一片語上，並且隨便作為一種 “以結果印證過程（Result 

justifies means）”的牧養和佈道思維，這實在是我不能認同的！我見有以

正視聽的需要！ 

  其實，這節久被曲解的經文，焦點所在乃落在開首那條反思性的問

題 – “這有何妨呢？”為何保羅會如斯廣濶的心胸呢？甚至更為此發出

大大喜樂呢？難道保羅也要確立「為求達到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的事奉

觀嗎？並把攻擊陷害他的人視為“友好同工”？ 

  從前文（1：15-17）可以叫我們知道，保羅沒有對於那些在他事奉上

諸多留難的人視而不見，甚至是非黑白不分。保羅對於誰存惡意，誰持善

意去傳主道，他都心中有數，但那一句“這有何妨呢？”叫我們認識到保

羅性格上的模造 ── 縱是理解卻不妥協，縱是體諒卻不失焦點。 

  保羅了解到事奉實況中的各式現象，有不少人是作假事奉，從而謀取

利益（名譽和實利），但這卻沒有叫保羅在事奉上有所妥協，他依然持守

他事奉上無私心的原則。保羅亦體諒在工場上有不少抱愛心去參與事奉的

同工，盡上心思去辯明福音的設立，但辯明並非傳道的一切，焦點是叫人

認識基督。羸了辯論卻輸了叫人進一步明白基督是誰，甚至不能叫人明白

基督的全面屬性，這就是喪失傳道的焦點了。 

  我分享保羅性格的目的，是叫我們一同看見事奉神是遠超過做事工。

傳道當中其實包括傳道者在事奉生命上的成熟“工程”，而神在督導這份

工程上，看重的是傳道人能否學習到一些傳道者本身缺欠的生命質素。昔

日保羅對約翰馬可（John Mark，使徒行傳 12：25ff）的嚴厲執著，到後培

養出來能說 “這有何妨呢？”的保羅，腓立比書中的保羅真正成熟了，

使他能更加準確地事奉神，並成熟地處理在工場上的挑戰，堅定地守著事

奉的原則，而又不失信徒從基督教導中的老練。 

  2013叫我見到了解和體諒的重要。日間在移民中心的傳譯工作已忙得

要命，又要同時兼顧牧養及傳道的工作，回想每天的每分鐘都已擠得密密

麻麻，最怕有任何突發的事件，真是連睡的時間也被宰割了，本應以為可

以趁暑假又有很多有薪假期，希望放假休息一下，但移民中心的管理層又

諸多留難，更要求在回程當天便要馬上回中心上班工作，結果像打仗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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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假一樣。之後上班不足兩個月後便暈倒在辦工室之中，自此就一直不

能上班，因為根本不能再入睡休息，腦袋停不了。之後移民中心的管理層

更在多封電郵中稱我的缺勤而害了他們不能提供中文傳譯服務。回心想這

一切也源於他們的不了解和不體諒，現在還怪別人呢？！ 

  工作埸所中上司對下屬的不了解和不體諒，導致員工的離心，而在事

奉的工場中，同工若缺乏了解和體諒，事奉就會失方向，教會也不能成為

一個可以見證基督的群體。我感謝主在屬世的環境中找不到一個了解和體

諒的群體，卻仍然能夠找到教會弟兄姊妹間的同理心和關心，多年來的關

心都叫我可以盡早恢復健康和動力。 

  雖然還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完全康復過來，但相信這一課叫我學習到

了解和體諒的功課 ── 了解卻不會妥協，體諒卻不失焦點。把基督的生

命真正帶到追求認識的人，叫教會真正活像教會，讓基督依然是我們的

神，一切以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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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主席分享 

《你知尐乜吖？！》黎炳鍵 

 

福特市長 

  2013年是多倫多市揚威國際的一年，因為市長福特(Rob Ford)濫藥事

件暴光而成為國內外傳媒的焦點人物，這本來是一件小事(在西方社會，

大城市中濫藥已是一件公開的秘密) 。支持福特的市民認為，這只是福特

私生活而矣，市民的着眼點應該是他的公務，而非那些無傷大雅的私事。

然而，反對福特的人卻認為，在濫藥暴光的初期，福特曾大力否認濫藥，

及後當有關他濫藥的影片和證據公開之後，福特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才承

認濫藥，因此，這樣誠信破產的人是不適合擔任市長這樣責任重大的職

務。 

  由於市長改選將會在今年下半年舉行，除非福特辭任市長，否則他的

名字仍然會見於每日新聞標題。 

  究竟福特的私德和他的管治能力有沒有必然關係呢？究竟吸毒、酗

酒、利益輸送是福特獨特的行為失當，抑或是普遍存在於政圈中，只是

「寧畀人知，莫畀人見」，政敵藉詞大造文章攻擊他呢？ 

  手持選票的多倫多市民，當決定投下一票時，究竟應該相信福特濫藥

的新聞為單純依照事實的報導，選擇唾棄福特；抑或視這些報導為誇大喧

染，而選擇信任福特呢？一般普羅大眾如何有效掌握並利用資訊來作出正

確的決定呢？ 

 

可以不「以偏蓋全」嗎？ 

  事實上，無論於日常生活，以至生命尤關的大事，很多時，我們都只

是以一些不完整的資訊來作出決定。 

  例如有些人，當提及大半個世紀前的「南京大屠殺」時必定咬牙切

齒，難道他們全都是八、九十歲，並親身目睹屠殺嗎？當然不是，他們絕

大多數都只是透過一些流傳、文獻或影像來了解屠殺情況。當中有部份

人，可能會進一步驗證這些資訊的真偽，倘若這些人有任何專長(例如專

於歷史研究或單單只有「個人魅力」)，其「驗證」就較有說服力。那些

沒有這方面「專長」的人就「理所當然」地按照權威的「驗證」接受屠殺

看為一件事實，並指責日本皇軍的殘忍。 

  《聖經》的編寫時期比「南京大屠殺」更為久遠，如果我們對過去一

百年所發生的事件尚且沒有十足把握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有足

夠把握掌握《聖經》的內容嗎？若果我們沒有把握完全掌握《聖經》裡的

訊息，那麼我們憑甚麼來實踐《聖經》內對信仰的要求呢？在這樣的大前

提之下，當引用個別經文或段落來「合理化」或「屬靈化」一些決定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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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時，會否只是穿鑿附會，甚至是瞞天過海呢？當這些決定或取向出現在

教會或宗教機構層面時(例如建堂或「反同」)，引用《聖經》難保只是粉

飾動機、操縱人心的技倆罷了。 

 

「信心的跳躍」? 

  根據一些流傳，在西方醫學未曾在中國普及的時候，有些人會用一些

現今看為匪夷所思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例如農村的婦人會向村頭的廟祝求

一度符、拿回家、燒成灰後，將灰混和水給生病的兒子喝。 

  在一個網絡時代生活的人當然認為那樣的農婦是愚昧、無知，她這樣

做簡直是將自己兒子去送死，與誤殺親兒沒有分別。但是，對一個沒有現

代醫學知識的「鄉下人」來說，面對着患病的兒子，她除了藥石亂投外，

還有其他選擇嗎？那碗浸着符灰的水可能是她認知範圍內最好的選擇。 

  信徒無論對上帝和《聖經》很可能都是一知半解，加上在教會生活、

跟其他信徒的人事互動更使情況加倍複雜。要活出一個真信徒的生命和建

立一所「合神心意」的教會並不是一件只靠喊口號就能夠成就。信徒只能

將從《聖經》所學習得來的準則合時地推行教會的事工。然而在推行過程

中，信徒仍須不斷更新對《聖經》和上帝的認識，倘若發現有任何差錯，

便要馬上改正。由於這樣的「改正」涉及信仰、信心甚至面子的層面，因

此是痛的、「入肉」的。然而，唯有這樣自知不足的更新才可免於將「信

仰」僵化成為只有表面行為的「宗教」。這樣看來，「信心」並非無知的

代名詞，它卻是明白經驗和知識達到盡頭時仍能繼續前行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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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總務分享 

人類的悲哀，主會再來  李偉民 

 

  上帝是基督教信奉的至高無上，也是宇宙最高主宰，是世上公認唯一

的真神。以賽亞書 45章 5節：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

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以賽亞書 43章 10節

下：在我以前沒有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詩篇 83篇 18節：使他們知

道惟獨你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是眾基督徒唯一崇拜對

象。祂是開天闢地創造萬物者，超越所有一切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神是

不受時間、空間和社會環境的限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和無

所不有，祂是主宰宇宙大自然和歷史發展，對亞當和夏娃後人在世所犯的

罪過，都一一進行審判，獎勵良善，懲治罪惡。 

  自亞當和夏娃由於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後，其子孫後代便

遍佈世界各地，始於亞當的長子該隱殺死他親弟弟亞伯，就揭開了人類互

相殘殺的序幕。從此，人類逐漸滋生了仇殺、怨恨、憎惡、掠奪、爭鬥、

嫉妒等暴力和罪惡，這種罪惡行為，年復一年演變和增加，最後達到永無

止境的地步。 

  上帝對人類所犯各種罪孽，感到十分憂傷和憤怒。祂後悔創造人類萬

物，決定用洪水將這罪惡的世界沖毀，殲滅。所以就有挪亞方舟的故事出

現。 

  讓我們好好回顧，在地球上這個現今世界罷，人類依然故我，沒有一

點的改變，仍是屢屢犯罪，自知罪孽深重，既沒有向上帝認罪悔改，甘願

受到懲罰，懇求寛恕，改過自身，原諒他人，還變本加厲，為著自己個人

名望和金錢利益，明爭暗鬥，互相排擠，有些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政治利

益，經濟和歷史，領土地域主權等等，令到你爭我奪互相鬥爭，所以引發

不少地區和國家發生戰事，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各不相讓，每日炮火連

天，毀滅性強，災禍頻仍，民不聊生，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上帝對人類所犯種種罪行和信仰的背棄，例如：拜偶像巴力，姦淫、殺戒和威

嚇，煽動叛亂等，顯然是震怒萬分，很想再次毀滅整個地球。主耶穌說：人想起那將

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路 21章 36節）。但神還是捨不得毀滅整個世

界，給予人類有救贖、憐憫，認罪悔改，求寛恕，改過自身的機會。祂還多次給人類

很多啟示，預兆，例如：地震、海嘯、風暴、氣候變變、火山爆發，冰雹等。這些災

難，隨時會發生，都是上帝對人類的暗示，神會再來，指日可待。   



2013年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年刊 

 

第 6頁 

受浸得救見證 

劉漢宗得救見證 

 

  我是 Ah Hon，中文名劉漢宗。我在香港出生，在救世軍學校讀小

學，從那時候認識主耶穌。我記得我們每一天都會唱聖詩，還會讀經和禱

告。當時我只是跟着大家一齊做，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深。之後，我和家人

移民加拿大，那時是五年級。到了加拿大之後，我曾經跟我堂姐返過一間

教會，因為不喜歡教會的人，所以，返了幾個月就沒有去了。直到我大家

姐 Sandy從香港返來之後，她邀請我跟她一起返教會，我跟了她返了四年

多，我好感謝牧師和傳道人的教導，他們令我加深明白聖經的道理。 

今天，我想同大家講四年前的一些經歷，當時我在一間公司上班，那是我

畢業後第一份全職工作。在這間公司工作四年多，每天都像有做不完的事

務，工作像高樓大廈一樣包圍着我，要清理完桌上的文件才可以看得見坐

在我對面的前輩。他也是在公司裡最照顧我的人，感謝天父給我一個機會

跟這位前輩學習。由於公司是香港人開的，裡面工作的大都是說中文的同

事，因此亦有很多是非及辦公室政治，每天上班都要小心做事，因害怕做

錯事給責罵，公司是沒有任何私隱的開放式辦公室，所以每次犯錯被責罵

時全公司的同事都會聽到，同事之間很少互相指教，亦不會提點（也許是

怕教識徒弟無師父的關係吧！），只有前輩很用心的教我做事和待人接物

的道理，我很開心在這公司學識很多在學校裡學不到的新事物，同時亦很

不開心工作及人事之間給我的壓力太大，長期在壓力下工作，使我的想法

變得非常負面，身邊亦同時在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令我心情非常低

落。在最難過的日子裡，感謝我兩個家姐與我一起向天父禱告，她們提我

將所有事情交給天父處理。後來我就跟了家姐返教會。 

  在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讓我學到很多聖經的道理，令我對未來有了

不同以往的想法，例如聖經教導我們要原諒別人七十個七次，雖然未必可

以完全做到，但我仍會努力學習，同時放下從前的執著。從前我常會感到

孤單無助，我現在知道大使命中提到［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知道主耶穌會帶領我走未來

的路。 

  我十分感謝主，我的家人和朋友，陪伴我一起走過那些日子，感謝天

父給我一個機會成為基督徒，我希望可以不斷反省自己與及努力學習神的

話語，同時，我更希望我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可以認識主耶穌基督，在神

的家裡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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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Auditor's Report 

 

To: The members of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 have audited the balance sheet, and the statement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s Account as at 31st December 2013 of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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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t December 2013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udited by: Jeanne Pan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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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教會事工回顧 

 

一月份  - 黃牧師延續去年十一月的提 摩太前書系列的講道 

    - 湯傳道延續去年九月列王紀下系列的講道 

 

三月份   - 汪嘉翰牧師於 3 月 17 日蒞臨證道，題目：耶穌的葬前計劃 

- 3 月 31 日的“復活節主日講道：活人的神處理活人的事” 

- 劉漢宗弟兄於福音浸信會(萬錦)接受浸禮 

 

五月份  - 范世游弟兄於 5 月 20 日蒞臨證道，講題“薦信” 

 

八月份  - 高桂華傳道於 8 月 11 日蒞臨證道，題目：作主忠僕 

 

九月份  - 9 月 29 日黃牧師往加拿大華人基督教禮賢會證道 

 

十月份  - 黃牧師因病暫時離職 

 

十一月份 - 高桂華傳道於 11 月 24 日蒞臨證道，題目：信心行動 

 

十二月份 - 高桂華傳道於 12 月 01 日蒞臨證道，題目：遵守順服 

- 12 月 22 日聖誕主日崇拜，證道題目：誕生於歷史性時刻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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