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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們的話 

“藉著聖靈吩咐所有揀選的使徒”的反思 - 黃紹權牧師 
 

      當路加醫生於使徒行傳中延繼路加福音的報告時，他首兩句話是如此

說：「論到耶穌開頭㇐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祂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

徒。」明顯路加要向所有讀者指出，經過按時序陳述了耶穌在前書中所發

生的㇐切事宜之後，門徒以至信徒們也將要來㇐番不㇐樣的發展：聖靈要

接替主耶穌，把同㇐番的教訓（神不變的指示），以持續不住的方式繼續

向被揀選的使徒作出吩咐。因此，每當使徒出去傳道的同時，都會有聖靈

在講和聽的人身上雙向動工，確保主的道準確傳遞。 

      可惜，時至今時今日，很多講道的人再不理會有沒有聖靈同處，甚至

對聖靈的了解亦都是越來越模糊不清；至於不少聽道的人對聖靈要傳達

“耶穌開頭的㇐切教訓”，亦都變得越來越可有可無，不再著重了，取而

代之就是在教會中所講的道是否合自家使用？又或神的工作能否滿足我們

個人的心意和需要，甚至把尊貴的主以謨拜偶像的態度和方式對待。 

  我問：難道聖靈及其工作經已完結麼？還是基督徒不再需要聖靈呢？ 

  從牧養角度反思，我不住思想：「到底問題是出在那裡呢？為何那些

聲稱已把自己的終身主權交在上帝手上的基督徒，往往卻又「收回成

命」？這種現象正好對應到舊約中的希伯來人，他們不是不知道神是誰，

他們更親身與神經歷無數第㇐手的神蹟奇事，只是他們卻仍然不住地拒絕

和背叛神。所以，有㇐些基督徒便藉此藉口辯稱再沒有可跟隨的神了。可

是，我們若果是㇐個負責任的人，可有沒有想過當中的矛盾所在呢？我的

答案就是“聖靈觀”被扭曲了。 

      今天教會普遍持有兩種聖靈觀，分別是“超自然 Supernatural”與

“自然 Natural”的類別。超自然的聖靈觀是基於對神蹟的理解，往往把

聖靈及神蹟對等。當㇐件事沒有神蹟發生在其中，就即等於沒有聖靈的首

意。這種觀念其實有違聖靈在使徒行傳中扮演向信徒吩咐神話語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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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觀念再有另㇐種轉化的演譯——就是混合感性化的潮流，即重視信主

的人對神靈的特異「感受/領受」，結果造成了今天的靈恩運動，聖靈的

功效進行個人化的傾斜詮釋，個人感效（feeling）等同有聖靈居間，但

其實卻是漸漸地把聖靈矮化，試問持這思維的人還能接受聖靈的吩咐嗎？

我也懷疑！ 

  另㇐種是自然聖靈觀， 故名思義 “自然的意思是指聖靈的運作是藉

著理性的邏輯作啟示和引導。因此，聖靈的吩咐就被理解為那些只能夠通

過我們日常生活中，有科學性分析支持的思維，結果就造成了由道德、傳

統與聖靈的吩咐混合而成的奇異宗教產物。這種觀念其實是對聖靈這位格

的否定，即視聖靈為㇐個制度，並且需要通過人共識的㇐種制度，這豈不

又就是由人主宰嗎？ 

  無論是超自然或是自然的聖靈觀，其實都包含著對聖靈位格

（Person）直接和間接的否定，把人放在自決的位置，是實用主義的結

果，更是完全漠視三㇐神（Triune God）的主權。聖靈既然是神位格的

其中㇐位，不單祗有與聖父和聖子同㇐屬聯合性， 聖靈也有其自主性 ，

像聖父在救恩的設計，或聖子的順服，都是神位格中的自主性，但其特殊

獨立性又與聖父聖子融合為㇐，因此聖靈是承傳耶穌開頭㇐切所行所教訓

的。 

      既然聖靈同樣分享著與聖父聖子的位格，而祂也是今天最直接與基督

徒貼近的位格，我們應該同樣以敬虔的態度去留意著聖靈的工作，尤其需

要與那些從舊約就開始以至於與耶穌教訓共通的主調（leitmotif），藉著

順從的向性（ Orientation Of Obedience ）—— 即由聖靈直達到我

們，憑藉著聖靈所賜予的智慧，進行有邏輯性的分析，管束著由道德及傳

統層面帶來的干擾，最終由聖靈作出行事為人的督導。由此可見，單㇐考

量就只有是聖靈的主權，而並非如超自然或自然的聖靈觀 —— 顛倒過來

由信徒個人去篩選那㇐些才需要人順從，那些是可以繞過神自決的事。 

        如此引伸，信道是由聽道開始，而所聽的道就是基督（羅 10：17）

—— 即聖經的㇐切教訓，因此信徒對聽道的熱切程度與及服膺主道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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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會相互地對稱反映出㇐個人的信的真偽和狀態，之後投射在信徒的每

㇐個生命生活小節中。 

      教會自 2017 年開始以傳講使徒行傳為主軸，促進弟兄姊妹傳道的心

志。我們亦都聽了多年道理，我們的見證又能否成功吸引人認識主呢？這

完全靠賴我們對聖靈的順服。 

      今天有不少人沒有機會聽見主的道，卻㇐直渴望著有聽見主道的㇐

天。同時間，又有很多能夠經常聽見主道卻如同活像沒有聽過㇐樣的生

命。在兩者比較下，我們有必要向前者學習重拾追求順服主道的心志，藉

恆常遵從聖靈誘導下的講道、讀經、查經等等，學習領受主的吩咐，因最

要緊是讓我們更準確觸摸到主的心思意念。 

  2017 年中，我分別從加拿大和法國牧職期間經驗到㇐件事，就是遇

到不少很自覺地追求並且遵行主道的基督徒，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徵，就

是珍惜認識主的㇐點㇐滴機會，其心志有如㇐位在沙漠中缺水的客旅，只

要有㇐口水他都竭力去思考如何珍惜到底； 又像㇐位小學生當得著有生

以來的第㇐支墨水筆，可讓他有無限的發揮，只要筆裡面有㇐滴墨水，

他就會努力創作不怠慢。聖靈就如智慧，能充滿信徒有渴望主道的心，祂

亦同時是信徒裡面的“水或墨水”，叫他的生命力可以得到發展延續。 

  沒有受教於聖靈之下的基督徒，其實仍然只是走著自己的路。 

  而能夠受教於聖靈之下的基督徒，走著的卻是㇐條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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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浪子的比喻看三父子的心態 - 湯寶源 

 

前設 

  路加福音第 15 章記載了耶穌所講的三個比喻——失羊、失錢、失

人, 可統稱為 “找尋失落/丟了”的比喻1，當時的情境是：眾稅吏和罪人

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 (15:1) ，在場的， 也有法利賽人和文士， 他們

不是有心來聽耶穌講道， 卻是要監視耶穌的言行舉止。此時，他們不其

然地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指耶穌)—— 不單接待罪人，又同他們

飯。」(15:3) 。 

 

   “眾稅吏和罪人” 與 “法利賽人和文士” 雖同是猶太人， 但兩者

是不同陣線的人。 稅吏是為羅馬人服務， 向同胞征收各種稅項2；“罪

人”不守摩西律法——放棄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 並擁抱外邦人的文化

——法利賽人皆視他們為不潔的人、不正義的人，於是統稱他們為“罪

人”。除此之外， 法利賽人和文士更自命愛國之士， 見耶穌不與“稅吏

和罪人”「畫清界線」， 且親近他們；因此法利賽人和文士認為耶穌不

正義， 殊不知他們不知道耶穌來世上的使命——召罪人、施恩惠、接受

人認罪和悔改， 給他們永生。  

 

  法利賽人和文士目光短淺， 不單看不出耶穌來世上的使命， 更加領

略不到主的寬宏大量， 自然「議論3」耶穌，表示出：不滿、發怨言、要

投訴。後來「眾人」聽見耶穌要到撒該的家中作客時，再次私下議論說：

「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19:7) 可見，在第 19 章的「眾人」， 以法

利賽人和文士為首佔了大多數， 而耶穌進㇐步與肯悔改的稅吏交往的場
                                                 
1 The parables of finding the lost. 
2 羅馬人向當地的權貴拍賣了征收稅務的權力,  這些人(稅吏)知道同胞貯藏財產的

地點，仔細記錄，列出稅收債務，並在羅馬軍隊的支持下收取稅收, 更有不良之

輩, 肆意「魚肉」同胞，猶太社區鄙視他們，視之為「猶奸」。 
3 διαγογγύζω: an expression of dissatisfaction, complain, grumble  -- Freiberg Lex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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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更突顯可悲的法利賽人和文士毫不被耶穌在第 15 章所講的比喻啟發

和感動，依然故我，不會改變。 

 

  從第 15 章 1-2 節的序言，我們可以明白，當耶穌陳述“找尋丟羊和

錢的比喻 (parables of the lost sheep and the coin，15:3-10)”， 主要

對象是眾稅吏和罪人， 而“丟失兒子的比喻(parable of the lost sons，

15:3)” 是壓軸的講道， 主要對象是法利賽人和文士， 目的是回應他們

的「議論」。香港建道神學院高銘謙教授指出1 ， 關於法利賽人和文士的

怨言， 耶穌借用了大兒子的口闡述出來: 「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

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同快樂。但你這個

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法利賽

人和文士的絃外之音是：我們這麼多年的好行為——守律法， 為什麼你

看不到？ 反而對眾人所鄙視的稅吏和罪人， 卻這麼親近、熟絡! 

 

三父子的心態 

 

在本文中，讓我們藉探討浪子比喻中三父子的心態， 從而明白多㇐些本

比喻的神韻。 

 

1. 小兒子 

a. 他在家中「驕生慣養、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不知世界艱難， 可

能交了些「豬朋狗友」， 告訴了他外面的世界如何花哩花碌，非常

嚮往， 於是不惜忤逆、背叛父親，向父親要求他應得的家業 (15:12

上)， 而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兩個兒子。 

b. 他又有可能交了些「自命不凡」的朋友， 告訴了他不要靠父親的餘

蔭來「虛度人生」，只要向父親要了他應得的家業 (15:12 上)，出外

                                                 
1 高銘謙, 謓防「法利賽人化」, 宣訊 2 之縱橫焦點, 第 206 期,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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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番世界，使父親對他「刮目相看」，殊不知當他看到外面花

哩花碌的世界時，他便把持不定、誤交損友，以致“任意放蕩，浪

費資財” (15:13) 。而他哥哥亦不知是從那裡知道這些細節——他

與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 (15:30) 。 

c. 小兒子可貴之處，就是在他人生低谷時，醒悟過來(15:17)，知道自

己錯了，得罪了天父，又得罪了父親(15:18)，曉得回家，這正正是

上帝對被擄之後以色列人(包括猶太人)的心意，他們在被擄後，整個

民族經歷史無前例的低谷，受盡外邦人的欺壓，單就是在當時羅馬

人的統治下，已經夠他們難受了。所以路加福音 2:25 所介紹的西面

翁是有特別的用意，當西面翁在聖殿裡見到嬰孩耶穌，立時就認出

是他素常盼望的以色列安慰者，祂終於來到，而自己可以安然去世

了(2:29)；對比在耶穌面前屢屢自稱又公義又虔誠的法利賽人和文

士，他們卻領受不到耶穌乃以色列的安慰者，相反他們所鄙視的稅

吏和罪人卻諷刺地看明白，忙著要 “聽他講道”(15:1)。最特別之

處是耶穌到那㇐刻依然不減愛惜法利賽人和文士之心，希望在這裡

給他們最後㇐個“挑通眼眉”的機會，向他們現身說法。 

 

2. 大兒子 

a. 大兒子在世人的眼中是㇐個好兒子，他㇐直待在家裡，多年服事1父

親，從沒有違背過父親的命 (15:29 上)，但他不開心，因為他埋怨父

親從來沒有給他㇐隻山羊羔，讓他和朋友㇐同快樂 ( 15:29 下) 。 

b. 大兒子獲得的是由人的文化建構出來的世界觀 ，人在世的價值只是

以人的物質擁有量來定斷2，人與人的關係變成非常功利化，以付出

與回報作為基礎，人情味並沒有價值。無怪乎他服事父親多年，卻

怪責父親沒有給他㇐隻山羊羔作為報酬，致使他沒有社交的本錢—

                                                 
1 我們有理由相信浪子父親是一名富戶, 家中雇有工人(15:17), 有田有地, 以務農為

業, 農作物和牲口就是可作交易的收入。 
2 在路加福音 12:20 那位“無知的人” 就展示了這一點。 



2017 年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年刊 

 

第7頁 

—與朋友㇐同快樂。橫眼看父親善待弟弟，他既不服事父親，更拿

走父親的產業(約全部的三分之㇐)，出去花天酒地，和娼妓吞盡了父

親給他的產業，他㇐回來，父親竟然為他宰了肥牛犢——價值比㇐

隻山羊羔高數倍，換言之: “父親! 你非常不公平!”。 

 

3. 父親 

a. 對小兒子 

按當時猶太人的規舉，老人家還在的時候，不會分身家的，小兒子要

求在父親尚在時分身家，基本上是向父親說: 「雖然你還在，我已當你

死了，請你不要「阻往地球轉」，快把該給我的給我！」從世人的倫

理角度來看，小兒子十分忤逆、不孝，但父親沒有責備他，卻打破世

人的規舉，分了身家，放他走，容讓他所犯的錯誤日後去教訓他。 

試想像㇐下，小兒子分了身家、走了，親戚鄰里必定知曉此事，肯定

會“議論”，說：「這個家庭怎麼會出了㇐個不孝子?  他的父親真不

知道是如何的教子！ 還有，這父親為什麼這麼傻，願意讓這個不肖子

拿走大筆財產去敗?」 可憐浪子的父親，不知道因此需要蒙上多少的

羞辱！ 

浪子離開家庭之後，父親又打破猶太人的規舉1，每天都外出，看看小

兒子有否真的回來(15：20)呢？父親這舉動說明了㇐個事實： 雖然小

兒子離家走了，但父親從來沒有停止過愛小兒子；結果，他的盼望實

現了，小兒子回來後， 他不單當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更因為不見

多時的小兒子回來了，他要進行大事慶祝，命僕人“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來給小兒子穿，把戒指戴在小兒子指頭上，把鞋穿在小兒子腳

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15：22-23)，這個

大排筵席，像辦㇐件喜事，相信連那先前曾說三道四的親戚鄰里也能

聽聞（甚至有可能被邀出席） 。 

                                                 
1 對離家之子, 做父親的也當兒子死了, 不會期望兒子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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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老人家的心態是：“回來了就是好，因為我的家庭現在可以齊人

了，我的快樂足以使我忘懷先前小兒子的不孝，與及親戚鄰里的閒言

閒語了！” 單從這些表現，作為讀者的我們，可以領略到浪子的父親

是非常破格，他不按猶太人的倫常規矩去進行思考和辦事，他有另㇐

套悲天憫人之心腸。至此，我們理應該問：究竟這比喻中的父親是代

表了誰?  作者路加寫作時，有㇐個特點，他不道出浪子的父親是代表

誰，卻留下線索，今次的線索與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之線索相同，就

是 15:20 中㇐個動詞——動了慈心 (參 10:33)——我們以此得知浪子

的父親是代表了天父，正如好撒馬利亞人代表了耶穌。 

 

b. 對大兒子 

大兒子不肯出席弟弟歸回的慶祝宴會(15:28)，更與父親吵鬧㇐番

(15:29-30)，稱弟弟為 “你這個兒子”，間接表示與弟弟再無關係，

他至少與父親的心腸南轅北轍，嚴重者是對父親正面的侮辱，說來說

去，他要與父親計較。可是，父親以㇐如既往看待小兒子的心態去對

待大兒子，大兒子向自己的侮辱，他沒有責備，並且好言相勸，稱大

兒子為： 「兒啊！(15:31)」，又稱小兒子為：「你這個兄弟 (15:32

上)」，使大兒子明白大家仍是家人的關係，並善意地解釋歡喜快樂的

原因：「弟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15:32 下) 。 

我們可以見到㇐個怎樣的父親呢？他謙遜、主動而且持續地去愛自己

的兒子、他看重親情——父子情、兄弟情——這比㇐切都重要、不計

較兒子的錯(觀念、行為)、只要肯回頭(小兒子) 、只要肯進內㇐起參加

慶祝會(大兒子)、㇐同吃喝、㇐同歡喜快樂，父親就心滿意足了。 

父親沒有直接回應大兒子㇐連串的牢騷，但他的言行已足以表明他不

認同大兒子的觀念——即所有的功德與利益都比不上親情重要性。 

 

結論 

上帝藉這個故事向今天所有的信徒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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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曾是上帝家庭的㇐份子，因為自私或對上帝抱怨而離開了。可

是，你必須明白，雖然現在你似乎感受到在神家以外有數不盡的“快

樂”，但這些快樂其實都只是過眼煙雲，是㇐種迷惑又或是錯覺。若

後來終於繫覺到在神家的快樂才是真實、才可貴的，轉念希望轉回，

上帝仍然是非常歡迎你的！ 

- 又或者如果雖然你在“地理”上沒有離開神的家，但在心態上已經 

“離開了”， 就當盡早以天父的心為念，不要讓人間的文化、傳統、

規舉壞了我們與天父的關係，更不要像大兒子被法利賽人化1： 

 喜愛功德與回報勝於恩典與謙遜; 

 喜歡世俗名銜勝於上帝兒女的身份; 

 喜歡別人記念善行勝於上帝的記念; 

 喜歡以服侍賺取功績勝於榮耀上帝; 

 喜歡外表的華美勝於內在的敬虔; 

 喜歡賣弄知識勝於看見生命的改變; 

 喜歡批評別人勝於虛心學習受教。 

 

 

                                                 
1 高銘謙, 謓防「法利賽人化」, 宣訊 2 之縱橫焦點, 第 206 期,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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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分享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 黎炳鍵弟兄 (主席) 
 

  在 2017 接近年尾時，在㇐次與親人聚會當中分享《羅馬書》8:18-

25，雖然當中仍有些是未認識主的，但也希望藉著《聖經》讓他們了解

信徒在面對苦難和疾病時，除了㇐般人期望的解脫和痊癒外，還有何盼

望。 

  使徒保羅在前文講述(8:12-17) ，由於「神的兒女」靠著神聖靈， 他

們不是順從肉體活著，並與基督同成為「神的後嗣」，因此與基督㇐同受

苦，也與基督㇐同得榮耀。雖然現在所面對的苦楚會被將來的所替代 

(3:18) ，信徒仍會如㇐切的「被造物」㇐樣「服在虛空之下」和承受「敗

壞的轄制」 (3:19-20, 21b) 。 

  這是㇐片多淒涼的景象！雖然每年嚴冬之後，萬物都在春天甦醒過

來；但是，年復㇐年，我們看到自己，再看到旁人，以至見到萬物也步向

衰敗和滅亡。不單是看到自己或比自己年⾧的人，就是來比自己年少的

人，我們也看到這種衰敗的現象。孩童的天真轉眼即逝，很快的時間，他

們便要面對升學、就業、和其它由成⾧而來的挑戰所消磨。他們有的變得

失去目標、迷茫，有些甚至沒有得到適當的開導而走上歪路。無論那個年

齡、姓別、和家底，當要㇐本正經地面對生活和生命時，都猶如逆水行

舟！誰能保證「明天會更好」？忙碌過後，只換來白忙㇐倘，最後事情仍

是絲毫不變而矣。 

  「半杯水」就是有半隻空了的杯，那怕另外半隻杯是盛了水！無論我

們轉換了多少個所謂「角度」來看這「半杯水」，那隻杯總是有半隻是空

盪盪。《聖經》沒有提議我們去「轉過角度」看事情便可以對生命的困局

猶刃而解。相反，保羅指出衰敗是人生的「常態」，就是「常態」到㇐個

地步連那些已歸了上帝、屬於主的人(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要面對「虛

空之下」和「敗壞的轄制」(8:23a-d) 。屬上帝的人所盼望的並不是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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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從各種人生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因為真正的出路是當上帝展現祂榮耀時

隨之而來的終極救贖 (3:18b, 19b, 20b-21, 23e-f) 。 

  保羅在此探討和澄清「盼望」的意義，這個終極救贖的盼望不是由人

的希望或期望所建立，因為人認知範疇內盼望的所謂「盼望」只是人對已

知(「所見的」)事物的重覆(8:24)，並非真正的盼望。也由於所盼望是

「不見的」，因此更要著意地忍耐等候 (8:25) 。在這忍耐等候中，信徒

得到聖靈幫助而曉得禱告(8:26-7) 、得益處和最終的得榮耀(8:28-30)。

在這裏可以看到，當屬主的人在苦難中，他們向上主的禱告和結果全部都

是源於上帝。原來抗衡敗壞的唯㇐方法，就是放下自我對「盼望」和其結

果的定義，並順從聖靈透過禱告的引導後，盼望進入上主所定義的益處和

榮耀中。但這樣對盼望的態度是需要藉忍耐等候培養出來的。 

  約瑟被賣往埃及的那㇐夜，他面對與父親和土地割離的痛苦。那㇐

夜，他不知道日出之後會遭遇甚麼，亦應該不知道這是往後拯救以色列脫

離災禍的伏筆。盼望我們作為上帝的兒女們，我們能咬緊牙關面對生活並

非源於坊間的「積極思考」(positive thinking) ，希望以己力捱過難關；

卻是源於了解自己的不濟，亦明白上帝的權柄，因此願意完全地向上主開

放、並任由他引導向祂看為對我們有「益處」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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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 李偉民弟兄 (總務)        

                    
  很多人稱教堂為禮拜堂，是基督教舉行宗教儀式的建築物。可是關於

羅馬教會的記載中，聖經上卻隻字未提，但有些個別釋經書說道，教堂創

建於西元四世紀，當時基督教被羅馬定為國教，但據有些經學家的推測，

很可能是由曾在耶路撒冷，僑居羅馬人（羅 2：10），即那些在聖靈降臨

節日，在耶路撒冷京城，聽使徒之⾧彼得的宣講而歸化的人，將福音的種

子帶到羅馬。 

  當保羅寫羅馬書時，羅馬教會已日漸興旺聞名於世（羅 1：8）。所

有的信徒大多數是由教外歸化的（羅 1：13、11：13、15：15-16），

彼此同心合意，平安相處（羅 15：14、16：17）。 

  保羅於公元五八年初在哥林多寫了本書（羅 15：25-28）。他有意

要去羅馬看看（徒 19：21），只因東方的傳教工作，㇐時未能如願以

償，當東方傳教工作告㇐段落時，他遂決意要去西方擴展基督的神國。他

想：當我往西班牙的時候，我希望中途見到你們，看看羅馬（羅 15：

24），所以保羅寫本書信的目的，是通知羅馬信徒，他快要來到羅馬。 

  本來保羅傳教的原則，是不往別人宣講過福音的地方去宣講福音，

（羅 15：20-21），但他卻願羅馬信徒，從他這邊為外邦人的使徒身

上，獲得有益神靈的㇐些效果，（羅 1：11-15）。為此他願這封書信先

給他們，報告㇐下自己福音的綱要，即整個人類，不分猶太人與外邦人，

都同樣需要耶穌的救贖。 

  保羅堅持認為耶穌的福音不應限於猶太人，也該向非猶太人傳道時，

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傳教對象的爭議導致保羅開始向非猶太人傳播福音，

他在地中海各地進行了三次的傳道之旅，足跡遍及小亞細亞，馬其頓，希

臘及地中海東部各島，共計㇐萬兩千餘里，他還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許多教

會，期間被關押兩年，出獄後再次前往各地傳教，後被羅馬皇帝尼祿處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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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是第㇐個去外邦傳播福音的基督徒，是世界上第㇐位穿梭的外交

家，他被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是對於早期基督教發展貢獻最大的使徒，可算

是基督教的首批神學家。 

  在保羅所寫的書信中，本書的筆調自成㇐格，可說是㇐部特別涉及神

學問題的信和書籍，道理深奧，高超語調沉重有力，超過其他書信，使徒

所徵引的證據，如鞭辟入裡，致使讀者無㇐不受感動，我們只看他惋惜選

民大部份被棄的事（羅 9-11 章），便可舉㇐返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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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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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教會主日外來講員表列及事工回顧 

 

五月份  - 高桂華牧師五月七日作為主日講員 

- 陳燕薇姊妹五月廿㇐日作為主日講員 

 

七月份  - 高桂華牧師七月九日作為主日講員 

     - 黃牧師於七月九日作為證道浸信會(密西沙加) 主日講員 

 

八月份  - 高桂華牧師八月十三日作為主日講員 

 

九月份   - 黃牧師九月六日開始前往法國巴黎東區華人浸信會事奉三個月 

   - 任大力牧師、高桂華牧師及徐范世游傳道作為主日崇拜講員 

   - 成日主日學課程：屬靈生命的素質 

 

十月份   - 范世游傳道、劉永明博士前來證道 

 

十㇐月份 - 徐允文先生、黎炳鍵弟兄及蔡珈瑜姊妹主日崇拜證道 

 

十二月份 - 袁廣明牧師十二月三日前來作主日崇拜證道 

   - 黃牧師於十二月四日從法國巴黎返回加拿大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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