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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新的眼睛帶來準確的事奉 - 黃紹權牧師 
 

    教會今天需要一對從上帝而來的新眼睛，讓我們對將來的事奉睇得

更深、更廣和更準確。 

    因著一位相識廿多年的主內弟兄邀請，也趁著這次能夠更新歷煉多

年的事奉心靈，作人生下半場的計劃，既然又可以同時探望家中長輩，

尤其是已在病榻上的岳丈大人，於 2014年十二月初經過家庭及事工會協

商，作好教會事工部處後(在此特別要感恩師母的支持及多謝事工會成員

的通力合作)，留下師母及兩個孩子於加拿大，帶著不捨之情自己隻身回

到香港，作為期六個月的在職滲透性佈道及牧養工作，希望對餘下人生

要走的事奉道路有更準確的拿捏。 

    到埗的第二天，即二月一日，被安排到一家基督徒開辦的公司，表

面上是一個企業策劃規管經理(Project Manager)，實則卻是一個包含 

“隱藏著牧者的身份”。 這個安排不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反正多年前已

曾經以牧者身份進到中國國內作探訪交流，有如此安排，主因是為了向

公司的高層人員提供一個很不一樣的空間去接觸和認識真理。希望傳福

音再不留於說理，而是有血有肉地活生生存在於生活之中。我的生活就

自此遊走於這家公司的中港兩地行政人員群體之間。 

    詳情不說了，總的而言，每一天都是矛盾重重，人事上的明爭暗

鬥，加上一些秘密進行踩界(接近違法) 的商業行為，所有能想得到的醜

陋手段，通通都發生在一家打著基督徒開辦的“良心企業”之內。由此

你可以更推想到其他沒有稱為良心企業的公司會是怎麼樣子的了。

（註：或者這正正是假冒偽善的可怕面目。）不過你會問：「牧師，那

麼你怎樣去開展福音及牧養佈道事奉？」說實話，在到任兩週後，我仍

然沒有太多實質的想法，我曾想過放棄這種極難的使命，但每每想到邀

請我的弟兄真的很需要有我與他天天同負一軛，自己亦既然已經臥薪嘗

膽，而事奉神本來就是死抓著神的手不問原因地一步一步走著前面的路, 

反正初步擬定的六個月時間亦很快就會過去，日後如何也是未知之事，

既然上主已容許這事發生，自有祂其中的美意和可作的事，於是我定意

跟著上主走著吧！ 

    後來的事態發展越加糟糕，甚至臨近崩潰的邊緣，事情更進入到白

熱化的階段，被牽連的人更廣至財務管理主要同事及法務部公司法的首

席律師(也是一位主內弟兄)，事情快要爆破了！可是，上帝要在這個時

候藉我及邀請我同工的弟兄聯手，把公司內這些都願意秉持公義行正直

的人連成一線，一同守著法律，漸漸就開始與這些同事有更深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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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生宗旨的交流。隨著工作的日趨緊密，反而造就了更多見證和傳道

的機會。我們多次於幕後以聖經原則去向前線同事作出各式和及時的指

導，那些有共見的同事開始見到我的指導方式頗有功效，便問我們是從

何知道可以這樣去處理各式案情。我不違言直說指出這都是從聖經中學

曉的，聖經對人的透析是無容置疑。自此以後，那些同事便開始對我們

所信的神有興趣，並且討論的深度也不斷加深 ── 每天的早餐時間往

往就變成晨早聖經與生活對談佈道會。 

    本來計劃向高層行政人員的佈道，反而因他們的邪惡思想擴展至另

一批行政同事身上，這可見傳道時需要緊貼上帝步履的重要性，上帝做

事是不需要與我們的計劃相同，只是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卻認為只有自

己才能有天衣無縫的計劃，過份自信及自尊反而叫我們看不到上帝做事

的通透性和超越性。任由人如何計劃也度不出上帝的作為! 

    從這一次經歷中我有以下的收穫。 

（1）與上帝同工必須放下自我，人要一直尊主為主，更加不可看

自己為像世界的救主，因為聖經從來都沒有叫我們這樣做。 

（2）佈道或傳道的基礎是聖經，不要把聖經從生活中分割，不然

就會變成高言大志的空談，無助別人去認識上帝。 

（3）聖經能揭開人性最醜惡的一面，叫我們在世上對人有更精準

的觀察。 

（4）知道人性的醜惡之後，不單叫基督徒能站立得穩，也叫基督

徒更抓緊福音對象的內心矛盾機遇，使我們談道時可以更有

把握，做到一矢中的。 

（5）與弟兄同心一起事奉是一件最美麗的事, 這段時間中我與這

位誠邀同工的弟兄的關係變得更密切，一同探索聖經教導和

思考如何實踐聖經，而且那位弟兄正延續著向我母親作見證

的努力。這次更從弟兄身上學習了很多自己不認識的處事手

法，實在是大受裨益。 

    現在我的屬靈眼睛都要比昔日觀察得更快，但也需要有更多和更大

的勇氣去參與各式的事奉。希望這篇短小的分享文章能夠成為弟兄姊妹

提供另一層面和角度的思考，承接上帝委託我們更加全面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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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主席分享 

既敵且友的個人主義 – 黎炳鍵弟兄 
 

  2015年，前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Pierre Trudeau)兒子側田·杜魯多

(Justin Trudeau)，或稱「小杜魯多」，當選為加拿大第廿三任總理。小杜

魯多不只是本國歷來第二最年輕的新總理，他也是首位前任總理的子女當

選這席位。除了個人意義之外，小杜魯多也領導自由黨以壓倒的選舉結果

取得國會大多數議席，將執政超過九年的保守黨政府拉下來。小杜魯多和

自由黨政積如何，將來自有政治學的專才評論。然而，民主社會選舉使政

權更替的方法，可看成是繼承基督信仰的一種演繹。  

  歐洲在中世紀時期，敎庭透過與政權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意或無意地

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和生活。國皇登位故然要得教皇首肯，就算是天文學

家，經過精心的觀察、量度和計算之後，也不能謬謬然發表地球是圍繞太

陽公轉的理論，因為敎庭主張地球是全宇宙核心中之核心；因此，所有星

體都只能圍繞地球轉。在這種氛圍下，民智未開，知識不得發展和傳承，

是為歐洲最封閉、黑暗的時期。 

  後來的十字軍東征失敗和黑死病（鼠疫）爆發等等的天災人禍，教庭

的威信受到動搖，歐洲各邦國也開始對教庭無理的控制作出反抗。加上印

刷技術和紙張的發明，開始有知識人仕發現敎會的傳統與《聖經》的教導

有頗大的出入，並且開始從教庭的定義以外發展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

探索，這亦埋下往後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養份。在政治上，後來英國的

光明革命（為「君主立憲」制度立下基礎）和法國大革命（將皇室送上斷

頭臺）大概可看為敎會在政權直接影響的句號。「在上當權者」再不是少

數皇室貴族，他們有的被送往斷頭台，有的成為君主立憲制度中的

figurehead。就算是後來的首相、總理也不過是一些任期有很的「代理

人」罷了，若有任何差池，甚至生出歪念(例如拿破崙)，可以在任期未屆

滿便要被人民下臺。 

  宗教革命也在同時期開始，隨著《聖經》被印刷並廣泛流傳，越來越

多人有機會學習當中的教導。為了明白《聖經》，平民學習文字，文盲大

幅減少，民智也得以開發，影響到文學、藝術、科學、以至到日常生活的

各個層面，及至廿一世紀，這些影響仍然持續。雖然往後人類知識的發展

跟教會和宗教分家，甚至發展成個人主義及其產生的虛無讓極端醜惡的法

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得以承虛而入；但是，回顧中世紀時「一言堂」所產

生的腐敗和痛苦，人類已經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唯有繼續奔往「勇敢新

世界」。 

  宗教革命也展示信仰的真義不是某一個、或一群領袖「獨家代理」，

因為不同語言《聖經》的普及，大眾得以有較接近學習當中真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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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神學院和各機構也提供多種幫助信徒明白《聖經》的機會。跟中世

紀平民比較，就算沒有牧者和長執喋喋不休，當代信徒主動學習、認識、

實踐、並傳揚真道顯然是責無旁貸。也許過了幾百年，有些信徒感到疲倦

了，近年風行的「超大教會」(Megachurch) 隱若有一陣集體意識的氣

味。有些教派已經為會眾日常生活提供「指引」，有些亦會撮合信眾舉行

數千人的集體婚禮。難道當鐘擺擺至一瑞之後就必然擺回另一瑞？ 

  當主耶穌復活升天之後的第一個五旬節，門徒說起別國的話來，有些

人譏誚他們只是一群醉酒的滋事份子。但多年後，路加詳細考察後，他認

這是門徒被聖靈充滿後的結果(使徒行傳 2:1-13)。同樣地，現今信徒如

能不盲目地隨從教會的所謂「傳統」和習慣這些「安全島」，卻聽從主命

去等候上帝的靈引導，過程中極有可能會遭人白眼，但日後回看，必能看

到上主對各人的帶領並不是透過組織和計劃所能成就的，而是經得起驗

證，讓人看出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聖靈所引導。正如宗教革命發生雖然夾

雜了很多政治元素和人類的自私，但上帝能在看來不理想的情況下成就祂

的美意，讓真正信奉祂的人靈命被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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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總務分享 

基督教救主其人，及其教義之形成 － 李偉民 

 
       耶穌為彌賽亞——福音書作者馬太的特別著重點，是記載耶穌是舊

約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其人：祂就是天父上帝在舊約所應許的彌賽亞

之實現顯揚。因之祂的成胎，馬利亞的懷孕，誕生，以及祂一生之言

行，直至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埋葬，復活昇天，未來再降臨塵寰，悉遵

上帝的預定安排。無一出自人意，凡屬血氣只有順服聖靈的引導而成

全。 

        彌賽亞的任務，既是要救拔世上罪人—以上帝聖潔眼光看，世無義

人，都是罪人，因此罪人便無資格代替其他罪人，上帝又為要表達祂憐

愛世人至意，且必須不悖其公義聖潔之性，期以無罪代替有罪，是以其

真理道成為肉身，藉祂作為贖罪的羔羊，除盡了世人的一切罪孽，完成

彌賽亞的應許，故說基督教是天啟的。 

        因此，在祂預定的時間地點揀選在大衛王譜系下名叫約瑟的木匠之

未婚妻，童貞女馬利亞（太一章 23 節，賽七章 14節，太拾三章 55 至 56

節）。由聖靈降臨到她身上，使之成胎，懷孕而誕生，取名叫耶穌，亦

稱基督，譯意為救世的真主（太一章 22 節）。 

        即彌賽亞若就肉身說：祂是大衛王系下之子孫，是木匠約瑟和馬利

亞的兒子。若就靈意說：祂是上帝的兒子，藉以彰顯上帝公義，聖潔，

慈悲及愛憐，成為世人，成為正確人生的榜樣，俾世人有所遵循，導人

歸入正途，也因基督的降生成為歷史的新紀元。 

        木匠是貧窮勞苦工人，於此啟示人生偉大，聖神不在乎家道的豐

富，尊貴，榮耀，顯赫，乃在乎生命的源頭及其人生是否遵行上帝旨意

而判定。聖經說：耶穌自少年至青年乃迄終生，在家庭，是順從父母的

孝子，在宗教信仰上是純誠，飢渴，慕義，力求聖靈充滿，完全順服上

帝旨意而生活。言，行，皆敬虔之士，在社會，國家，民族，祂是有正

義感，愛護國家民族，而且是奉公守法的善良忠貞的公民，處處在克盡

人生本份，以其一生思想，言行，完全悉聽從順服上帝旨意，故從無絲

毫過犯，是至聖潔且完全的聖人。 

        耶穌不僅是一生的反思，言，行完全順服上帝旨意，縱然遭到任何

橫逆，危難，都認定是出於上帝旨意，或是祂的許可，因為祂一生無怨

尤也無仇恨心，惟處處表現至仁慈，恩愛至上，仍無憤惡之情，且為那

些惡人向天父禱告，求赦免他們的罪惡，因為他們出於無知，因此上帝

在祂死後三日叫祂自墳墓中復活昇天，成為至高的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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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 

一生一世跟隨主 - 董曉文姊妹 
 

  我在深圳打拼 15 個年頭，終於疲憊地退下來了，開始了退休生活。

移民新西蘭的兒子，說：移民到我這裏吧！享天倫之樂。 

  2000年我如兒願，我移民到新西蘭。初到新西蘭，看到那藍藍的

天、白白的雲，四季如春的花草樹木，沒有大城市的喧嘯，呼吸着清新的

空氣，我陶醉了，幸福的的生活不過如此吧！但好景不長，生活了近一個

月，當孩子上班，只剩下我一個人時，由於不會英語、看不懂電視，一個

人又不敢出門，只有呆在家裏聽着鐘聲滴答滴答一秒一秒的度日。我開始

寂寞、徬徨，以後將怎樣生活？是繼續留在這呢？還是返回中國？ 

就在此時，正在舉棋不定、糾結之時，我的鄰居，從台灣來的蔡弟兄和秀

美姊妹，把我帶到長青團契和華語教會。不知怎的，從我來到教會的第一

天開始，就有一股說不出的親切感，教會的弟兄姊妹和藹可親，如同回家

的感覺。 

  通過聆聽牧師的講道和與弟兄姊妹們一同讀經、查經，使我重新認識

生命的意義。我振作起來、不再徬徨、不再糾結，平安喜樂地去追求那鮮

活的新生命。因為新生命、平安喜樂都是來源於於上帝長闊高深的大愛。

正如福音書所講：「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返得永生。」 

  在聖靈的感動下，我決志、禱告、跟隨主。親愛的註耶穌基督，我感

謝祢十字架上的大愛，為我們的罪流血犧牲，我現在懇請祢進入我的心

中，做我的救贖主和我唯一的神，請祢赦免我所有的罪過，給我新的生

命，引導我的生活，我將終生追隨祢。 

  我於 2001年 3月的復活節新西蘭漢米爾頓華語教會接受洗禮，成為

神的兒女。施洗的時候神的聖靈大愛立刻充滿我，我淚如雨下，從未有過

的喜樂和釋放從我內心湧流。我說：主啊！我感謝祢救我脫離罪惡，脫離

世界的捆綁，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願一生一世跟隨祢、事奉祢、榮耀

祢。我終於回家了，回家的感覺真好！正如經上所說：「這樣，你們不再

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以弗所書 2：19) 

信主以後，我就是一個新造的人。在教會的生活中，我參加詩班、跟隨牧

師去探訪、參加佈道會，使我更加信靠主、親近主。我心中天天充滿喜樂

和平安。但我也深知信主並不等於在生活中就會一帆風順的，我們還會遇

到挫折和苦難。而是主教導我們，在挫折和苦難面前，如何以基督的心態

去面對這一切。 

  2007年也是我生命中遇到的一次大的苦難，我得了乳線癌，在整個

醫療過程，我就是靠著教會牧師和全體執事們同心合一的禱告，靠著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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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剛強壯膽，戰勝了疾病，又一次獲得新生。再一次告訴我們，只

有我們信靠主，切切地禱告，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十幾年的教會生活，讓我更加愛主，遵主的話語，常以感恩的心省察

自己。所以我要更加盡心、盡力、盡性愛主我們的神，彼此相愛，彼此扶

持，一生一世跟隨主、事奉主、榮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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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的見證- 劉群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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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實在更多- 潘菊如姊妹 
 

在離港的前一天（四月廿日）原定的計劃是由幼妹陪同早上先到灣仔人民

入境事務處取我的智能身份證, 然後到上環南貨鋪買點手信。早上九時多

與幼妹一同出門前往巴士站準備過海, 幼妹比我行得稍快, 心想要行快兩

步追上她. 就這樣, 我跌倒在行人路旁, 左邊身即時動彈不得, 我感覺很

痛。 一位老伯見我跌倒在地, 想扶我起來, 但我對他說: “不要動, 我

很痛”。他走了。過了一會,一位中年男士及女士經過,大叫有人跌倒了, 

然後合力把我扶起,我的左腿不單劇痛抽筋而左腳全無力不能著地, 幼妹

聽到人聲才知我跌倒。他們合力把我放在路邊的石上,問我是否要打 999 

報警,我說:“不用,休息一會,應該沒事的,並向他們道謝”。我滿以為透

一會就可以,誰知情況越來越不對勁。我開始感到事態嚴重,我應如何面對? 

看跌打?那裡有跌打?今天我一定要取得智能身份證,但如今連動也不能動,

怎麼辦？ 

我立即打電話向牧師求助, 能否借到一張輪椅及帶我看跌打? 並把當日的

行情告訴他。感謝主, 牧師剛好那天休息在家。一小時後,牧師從沙田住

所帶著輪椅趕到大埔來找我的所在。他說:“大埔跌打他不熟悉,為今之計,  

若我能頂得住,先到灣仔取身份証,然後帶我到沙田看跌打,你看如何？”

牧師推我過海取得身份證後,再推我到沙田看跌打。牧師問醫生:“我這情

況會否是斷骨?”“應該不是,扭傷而已,只是很嚴重,要多敷幾服藥”醫生

回答說。  

事後, 牧師送我回家。臨行前,牧師對我說:“菊如,看你這麼痛你明天是

無法上機的了,不如我現在送你到急診室求診，照一照真實的情況吧。”

當時我很冷靜，也很堅定地說:“牧師, 我明天一定要上機”。他說:“你

現在痛成這樣子，如何能熬得住十幾個鍾頭的長途機?”“牧師, 我有信

心,神既然帶我來香港,也必帶我回加拿大。”“那麼這樣吧, 若這劑藥能

減輕痛楚,就上機,不能的話,就到急診室求診好嗎? ”牧師說。“牧師,與

其這樣, 倒不如明天請你早一點帶我去換藥,才去機場,好嗎?”感謝主大

能的保守和看顧,我終於在劇痛下熬過了 18 小時的機程安全返抵加拿

大。當晚即 text 姪女曉明,請她來看望一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翌日早晨, 

她到來一看便說那不是扭傷而是斷骨,即時送我去急診室,經過 X-ray證實

是大腿骨與盆骨接駁處的拳頭仔斷了。當晚做手術。事後,醫生告訴我:

“手術很順利, 也把我的長短腳修正了。”哇! 想不到的意外收穫, 我可

以從此腳踏實地做人了。  

手術後的第一天早上,有人叫醒我要做床上運動。午飯後,物理治療師叫我

下床走走看。“什麼？昨晚我才做了手術,此刻要下床走路?那有這回

事…。”治療師已把我從床上扶起,要我雙腳踏在地上站起來,我很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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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站起來。怎麼 …? 我的左腳一點不痛而且有力,不期然雙腳向前踏出, 

走了數步。治療師說:“情況很樂觀”。第二天,走了十多步。第三天,醫

生告訴我要轉往 St.John Rehab 繼續療傷。我被錯誤地安置在雙人房間

居住,其後才知 OHIP 不包，但我的床頭正好對正教堂頂的十字架,每天一

張眼就可以望著十字架,那是何等寶貴呀！我禱告主耶穌我的神,能否讓我

兩星期內出院,因我不能負荷這龐大的費用。感謝主,垂聽禱告。一星期後, 

醫生告訴我可在五月十二日出院 (那是十五天呀！）在那星期內,醫生三

次到來問我 - 對院方的決定有何異議，心中有什麼問題？回家養傷有任

何顧慮? 我說：“沒異議,也沒問題,至於回家後的顧慮因尚未回家也不知

有何處境，很難預料，衷心謝謝他的關心”。 

回到家裡真的很不習慣,除了左腿漲痛,全身乏力,床不能轉動,坐廁要升

高，接椅不能坐,要特地買一張 arm chair,不能彎腰,腳不能久站,更無法

煮食,連穿褲,著襪,甚至沖洗都不能。天哪! 我何時才能復原? 這日子如

何過? 情緒驟然低落,幸有多位愛心的姊妹們和家人從中幫助,安慰和鼓

勵。 

五月十五日主日零晨,在睡夢中突覺左腿被人大力彈了一下,立時感到左腿

的漲力消去,張眼看看,四周無人,時鐘剛好是零晨三時多。感謝主,是他的

醫治。 

五月廿二日主日清晨,我腦海突然浮現“我能自己行嗎?我把 rollator放

在一邊,慢慢開步自己行。一步,一步,很吃力,但我可以行。一個月, 剛剛

一個月,我可以行了!!  

感謝主,我痊癒了。因為體力不足,也不想影響腿內肌肉與金屬的和合傷及

傷口,我仍然用 rollator行走,每星期兩次回 St.John Rehab 門診繼續做

物理治療直到復原為止。腿內肌肉仍是陰陰作痛,胃口也不好,人易疲累,  

精神無法習中,腦子一片空白,偶爾渾身經絡酸痛,盡管如此,我仍心存感恩, 

因神已為我除去能否能痊癒的困擾–我已痊癒了。 

 

詩篇 Psalms 116: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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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 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 深達地獄, 長闊高深, 

世無相同。 

啊! 真神之愛, 何等豐富! 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堅定, 永遠不變, 天使聖

徒同頌揚。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我們的大牧人 

主耶穌基督 

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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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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ransactions, journal entrie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of 2015 for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audit each transaction that needs to be 

done correctly with the Accounting standard.  I believed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audit opinion.  In my opini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 fairly,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hurch as at 31th December, 2015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udit by: Hon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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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教會主日講員表列及事工回顧 

 

一月份  - 黃牧師於一月三十一日回港事奉 8 個月 

 

二月份   - 高桂華牧師及冼景業牧師前來證道 

 

三月份   - 汪嘉翰牧師、陳燕薇傳道、任大立牧師及高桂華牧師前來證道 

 

四月份   - 陳燕薇傳道及高桂華牧師前來證道 

 

五月份  - 黃牧師中期匯報 

- 黃敏華牧師、湯慕源先生及羅家耀牧師前來證道 

 

六月份  - 雷資深牧師及陳燕薇傳道前來證道 

 

七月份  - 劉永明博士、蔡家瑜傳道及吳恩海牧師前來證道 

 

八月份  - 雷資深牧師、梁幼忠牧師及黎炳鍵弟兄證道 

 

九月份  - 9 月 16 日黃牧師回教會繼續牧職 

   -  陳力軍傳道前來證道 

 

十一月份 - 李偉基牧師前來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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