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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教會財政狀況及 2003 年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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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Statement
GENERAL FUND REVENUES
GENERAL OFFERING RECEIVED
THANKSGIVINGS OFFERING RECEIVED
INTEREST INCOME

$ 32,977.53
$ 1,220.90
$
0.52

TOTAL GENERAL FUND REVENUE

$ 34,198.95

EXPENSES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Note 1)
DEPARTMENT OF CARING (Note 2)
DEPARTMENT OF CHURCH MUSIC (Note 3)
GENERAL MANAGEMENT (Note 4)
DEPARTMENT OF CHRIST. EDUCATION (Note 5)
DEPARTMENT OF FINANCE (Note 6)
DEACON MINISTRY (Note 7)
DEPARTMENT OF MISSION (Note 8)

$ 37,918.92
$
97.00
$
208.33
$
533.95
$
111.64
$
114.19
$
322.67
$ 1,725.75
$ 41,032.45
-$ 6,833.50

TOTAL GENERAL FUND EXPENSES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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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for Income Statement
1) Regular Operation Exp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CPP & EI
Copyright-ACM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Regular Operation Exp.

$ 35,000.00
$ 2,010.16
$
120.00
$
788.76
$ 37,918.92

2) Department of Caring
Flowers & Gifts
Dep of Caring Exp

$
$

97.00
97.00

3) Department of Church Music Exp.
Hymn Books/Tapes
Musical Instrument
Department of Church Music Exp.

$
$
$

9.63
198.70
208.33

4) General Management Exp
Office Supplies
Maintanence Service
Paper/Plate/Cup
Recording Equipment
Miscellaneous
Audio/Visual Equipment
General Management Exp

$
$
$
$
$
$
$

131.75
79.38
50.12
79.82
47.79
145.09
533.95

5) Department of Christian Education
Sunday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Department of Christian Education

$
$

111.64
111.64

6) Department of Finance Exp
Cheque Order
Department of Finance Exp

$
$

114.19
114.19

7) Deacon Ministry
Baptismal Gifts
Cards
Gifts (for Sunday school teacher &Rev Wong)
Deacon Ministry

$
$
$
$

36.67
4.07
281.93
322.67

8) Department of Mission Exp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Honorarium (Genesis lesson)
Evangelistic Promotion
Department of Mission Exp

$
$
$
$

800.00
890.00
35.75
1,725.75

9) Mission Fund Expenses
Fellowship of Evanglistic Baptist Church
FEB Central
World Relief
Far East Broadcasting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Canada
Go International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ABWE - Chinese Ministry
Mission Fund expenses

$
$
$
$
$
$
$
$
$

1,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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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宣教認獻及(2002)宣教奉獻
As at November 24, 2002.
2002
2003
OFFERING 弟兄姊妹奉獻/認獻
Faith Pledge Offering For Mission (信心認獻)

3420

3900 14%Ã

DISTRIBUTION 認獻攤分一覽
Immanuel Church Mission Reserved Fund
Seminarian Training and Internship
Training Scholarship
Evangelistic Meetings (Shopping Mall)

70
300
500

200
300
300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Ministry
FEB International Ministry
The Hambreys
Guy Leduc
FEB National Ministry
FEB Central Ministry

500
500
300
300

500
500
300
300

Local Chinese Ministry
Ambassadors For Christ
Toronto Chinese Christian Short-Term Mission Training Center

-

-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World Relief
Far East Broadcasting Associates - China Ministry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 China Ministry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200
200
3970*

300
300
300
3900

Cross Cultural Ministry
Wycliffe – Peter Toy & Family
Mr. Keith Le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ABWE – Chinese Ministry
*運用 2001 年宣教奉獻的部份儲備金填補。
2001 年宣教奉獻總數為$5431。
2001 年宣教認獻總數為$4320。

** 攤分方式取決於每項事工/機構對宣教的直接參與程度為指標!

The distribution is based on the direct mission participation of each
organisation/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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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教會大事回顧
February

每月第二個主日福臨門社區佈道邀請

March

王莉莎姊妹受浸及復活節記念崇拜(March 31)

April

進深查經班查考新約帖撒羅尼迦前書。(每兩週一
次，逢星期五晚)

May

事奉人員(聚會崇拜)手則講座
野火燒烤日.(May 26)

July

普通話研經班;查考新約哥林多前書(星期五晚上舉行)

September

創世記研讀 - 由湯寶源傳道講授(共 8 課,逢星期五晚
舉行)

November
December

創世記研讀錄音光盤出版
彭凌姊妹及余惠東弟兄受浸暨聖誕節記念崇
拜. (Dec 20)
聖誕節城市廣場佈佳音暨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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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2002 課程:
『 哥林多後書研讀』-------------------------------------------------黃劉寶明師母及
劉慧賢姊妹
『普通話班之哥林多前書研讀與信徒生活基要初階』-----黃紹權牧師
『淺談釋經學與查經法』-------------------------------------------黃紹權牧師
『普通話讀經班』為約翰福音研讀------------------------------烏執事及
陳兵兵姊妹

受難節記念崇拜暨浸禮事奉人員:
受浸兄姊： 王莉莎姊妹
主席、翻譯：烏敏堃執事
司琴： 伍翰祁弟兄
施浸、施餐、證道：黃紹權牧師

聖誕節浸禮暨聖餐崇拜事奉人員:
受浸兄姊： 余衛東弟兄、彭凌姊妹
主席、翻譯：烏敏堃執事
司琴： 湯寶源傳道
施浸、施餐、證道：黃紹權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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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在那裏?

湯寶源傳道

約伯記的故事，已經傳頌了數千年，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耳熟
能詳了。而其中的功課，雖然經過無數的學者寫下數不盡書中的教導，但
本書仍有源源不盡新的亮光，給予每個世代的人；這正是神話語的偉大、
奧秘和高深莫測。
因為耶和華聽完約伯與他的三位朋友(簡稱「三友」)的神學辯論，便
向三友為首之以利法下結論說：「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
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42:7)」故此，本文嘗試探討
三友的神學觀，並且從以利法一些有代表性的說話，探索其中的錯誤、誤
導或誤用之處，在 42:7 末的「是 (原文 nekonah)」，其字根意義是：
「設立一些合乎正直、公義、真理並且可持久的立論或學說，去鼓勵人存
謙卑的心並忠心對神。」
學者弗羅拔（Robert Forrest）認為神嘉許約伯，是因為約伯察覺到
耶和華在祂所創造的事物和人類歷史中，神有不斷的參與；約伯對神的角
色和他自己作為神僕人的角色有正確的看法，因為他觀察到在受造的萬物
中，神顯露了祂救贖的特徵；又不斷地尋找神在創造宇宙時，已經命定了
在道德上的準則。
1

1.
2.
3.
4.

1

弗羅拔總括了約伯明白到 ：
神設立了道德的標準規定，凡祂所創造的都要遵守；
神要與一個有公義和相信祂的人建立關係；
神的真理支撐著所有受造之物；和
神關心人類的福祉。

Robert W. E. Forrest, “An Inquiry into Yahweh’s Commendation of Job”, Studies in Religion 8/2 1979,
158-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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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與撒但的角色
在 1:9，撒但在神面控告約伯的為人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1:1, 8)，
「豈是無故？」，直指約伯為了神賜的福氣而對神虔敬。當撒但離場後，
三友隨之進場，他們從遠地而來安慰約伯，但這些「安慰話」與撒但對約
伯的控告，不謀而合，他們更不自覺地與撒但持著相似的神學觀。茲將撒
但與三友的神學觀比較如下：
人物
撒但
三友
角式
控告約伯者；天庭的
安慰約伯者；作神的辯護者。
主控官。
現時立
神既然賜福與約伯，
約伯受苦，必定犯了罪，得罪神，
場
約伯沒有理由對神不
約伯一定要悔改。
忠。
假設立
如果神伸手，毀約伯
如果約伯悔改、尋求神，約伯必定
場
一切所有的，約伯必
蒙福(綜合了 5:8-27; 8:5-7; 11:12當面棄掉神(1:11)。
19)。
動機
撒但想盡忠職守：要
三友非常想幫助約伯解決引致他受
肯定領受神福氣者是
苦的原因，使他重得神的福氣。
對神真心，另外要檢
控那些對神虛偽和不
盡責者。
對約伯
約伯損失一切(兒女、
增加約伯心靈痛苦；約伯沒有接納
的影響
家財、健康、妻子的
他們「好」的 建議。
同情)，因此質問神的
公義。
對自己
第二章後不再出現
惹了耶和華的怒氣，幸得約伯為之
的影響
了，他的命運成為一
獻祭和代求，神就不按他們的愚妄
個疑團。
處置他們(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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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的背景
其實約伯和三友各人都是一代宗師，他們各有自己的群體和牧養對
象。
以利法是提幔人，來自以東之北的地區(結 25:13)，提幔人素以有知慧
而著名(耶 49:7)。以利法是個智者(15:9)，也是四人(包括約伯在內)中最年
長的，雖然他外表看似溫文有禮，關心別人，但其實專橫和自我中心，也
是使約伯覺得最煩惱的一位。他又懂得在理虧時，如何保持面子；在學養
上，是一位神秘主義者，以個人的宗教經驗作為他神學的論點(4:12-31)。
比勒達是書亞人，是亞伯拉罕續絃基士拉所生的幼子書亞後人(創
25:2)，比勒達名字為「耶和華所愛」，但他的行動與名字不乎(22:5)，他
生性好辯，也是一位好勇者(11:4-6)，常表現出自以為優越，又用為人設
想的論調來吸引人；但後來約伯給他強硬的態度，使他覺得難受。
瑣法是拿瑪人，也是四人中最年輕的一個，為人率直近乎無禮，他說
話簡潔卻帶粗豪，但他貶義的說話不能遮蓋他學識膚淺，故他常強調教義
和信條來支持他的辯論。
三友的宗教背景相似：
1. 他們的宗教觀仍然處於啟蒙期，他們無中央敬拜地點，又無祭司，往
往族長就自動成為宗教領袖，負責獻祭事宜。
2. 他們的教義是「因果或報應教義(Doctrine of Retribution)」；他們相信
一種司法制度，就是在神的國度，包括他們的世界：「無辜的人，不會
滅亡，正直的人，不會剪除，耕罪孽，種毒害的，都照樣收割」(4:78)，與保羅所說的「人種的是甚麼，收到也是甚麼」(加 6:7)很相似，以
為人得福氣，是種了正義，而人受苦，是收犯罪的結果。由於他們皆對
摩西五經一無所知，他們的教條便隨著傳統和漸進的經驗修訂或增加，
故此，他們的神學觀與箴言相似！
3. 他們的宗教慣例是根據一個「代罪羔羊」的制度2。例如，當災禍發生
了，一定有人犯了罪或不守教規，得罪了神，他們務必找出罪犯，而要
2

Rene Girard, “Job as Failed Scapegoat”, in The Voice from the Whirlwind: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Job, Leo G. Perdue and W. Clark Gilpin, eds. (Nashville: Abingdon, 1992), 185-207 頁
Girard 指出三友為了使約伯這個案符合他們的報應神學觀，不惜要約伯認罪，由於約伯堅持自
己沒有犯罪得罪神，不聽三友的勸導，同時三友不能成功地使約伯成為他們神學上的「代罪羔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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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懲罰，然後他們的社會就恢復正常的秩序。這個制度與沙鯊社會
制度相似，假如一條鯊魚受了傷，其他健康的鯊魚就要群起吃掉這條受
傷的鯊魚，使到「世界」回復正常！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在辦事上要留意：
1. 撒但的工作狂熱態度，使牠失去清晰的頭腦，視好人為壞人。我們要
慎防在很「盡力」工作時，看看自己有沒有因為太急進而傷害了別人！
2. 三友不知道約伯受苦的原因，因為他們不知道天庭的兩幕劇(1:6-12;
2:1-7)，以致他們「越幫越忙」，他們不單沒有安慰約伯，反而展開了
一場神學大辯論，使約伯大為勞氣，到最後他們還給神責罵(42:6)。
我們要慎防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下，自封為「專家」，隨便給別人「勸導」
和「輔導」以致收反效果，況且輔導是一行專門的學問，應讓有資格的人
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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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4:6-9 去看以利法錯在那裡
提幔人利法回答說：
6
「…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 [神] 嗎？
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嗎？
7
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
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
8
按我所見，耕罪孽，
種毒害的人，都照樣收割。
9
神一出氣，他們就滅亡；
神一發怒，他們就消沒。」
由於約伯在第三章裏極度哀悼自己淒涼的遭遇，以利法是朋
友中第一個發出回應，他一開始，並沒有一句安慰的字，卻接著
報應教義來發問(4:6):
你的宗教敬虔﹝原文是「敬畏」（神）﹞，豈不是你的保障
嗎？
你的盼望，豈不是在乎你行徑之人格完整麼？
敬畏神原是美事，在箴言書中，作者提到：敬畏神是知識的
開端(箴 1:7)，恨惡知識引致不喜愛敬畏耶和華(1:29)，敬畏耶和
華 ， 就 得 以 認 識 神 ( 箴 2:8) ， 敬 畏 耶 和 華 ， 是 智 慧 的 開 端 ( 箴
9:10)，現在以利法不知不覺地將神描述約伯的「敬畏」(動詞，
1:1, 8; 2:3)變為「敬虔」(名詞，4:6 上)很明顯地把約伯降了級，
以諷刺口吻彷彿地說：「約伯，願你的宗教給你保障！」
在 4:6 下，以利法用了一個「完整 (原文 tom)」(名詞)來描述
約伯的行徑，與這字根相同的是「完全的 (原文 tam)」(形容詞)，
神曾經用此形容詞三次(1:1, 8; 2:3)來形容約伯的敬虔，正如詩
篇：而且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詩 37:18)，又細察那完全人
(詩 37:37)。「完全」是神在人身上尋找和規定需要的質素，但以
利法用此語來給約伯一個冷的安慰說：「如果約伯你行得好，你
應該有平安穩妥盼望的確據！不過，按現在的情況來看，你似乎
沒有行得好呀，你為甚麼不實行自己所傳的道呢？」

Page 13

再者，在 4:6，以利法套用神嘉許約伯德行的形容詞，卻以相
反的次序3來質問約伯，因此，不難察覺到以利法的錯誤：神讚許
的人，他要質詢！作為讀者，應該對以利法所說的話，提高警
覺！
在 4:7，以利法問了兩個有關公義的問題：「請你追想：無辜
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顯然的答案是：
「無人」和「無處」！以利法這樣質問約伯，實在有侮辱約伯的
智慧之嫌。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這個神學觀：
1. 從以利法的角度來看：現在約伯正受大苦楚，他必定作了一些
十分邪惡的事情；但奇怪的事：「約伯為甚麼還未死呢？」因
此他認為：如果約伯這刻向神認罪求赦免，還可得救(5:19)。
2. 從約伯的角度來看：直至此刻，約伯還沒有質詢神的公義，約
伯只感覺到失望和抱怨，認為神再不寵愛他了，所以在第三
章，他呻吟出心中的痛苦，現在以利法發出「公義」的題目，
約伯會這樣猜想：「若果人行了邪惡而被神懲罰受苦，這是理
所當然！可是，若果好人沒有行惡而受苦，這就是一位不公正
的神！」所以，根據後來故事的發展，約伯於是埋怨神濫用權
力(9:12, 14-24; 12:13-15)，並向大自然上訴神明顯地對他不公
正(12:7-10; 16:18-19)。
解經家顧愛雲(Edwin Good)就著約伯對公義的看法，觀察到在
1:21，約伯曾避而不談有關神公正的題目，他只認為神有權賜予
和收回；而又在 2:10，約伯認為邪惡來自別處，而非從神而來；
再者，在第三章，縱使約伯在極度悲憤中，只表露了討厭受造之
物，甚至寧願從來沒有出生，總沒有猜想到，縱使自己行為完全
正直，又敬畏神，遠離惡事，竟然會受苦4。
在用詞方面，以利法用了「請你追想」一語「規勸」約伯悔
改，此語中的「追想 (原文 zachar)」，在其他經文的譒譯包括
「顧念」或「記念」，是同一個字，而這個字多數用作表達神的
3

神在 1:1, 1:8, 6:3 的次序是完全正直、敬畏神。
以利法在 4:6 的次序是敬畏神、行事純正
4
Edwin Good, In Turns of Tempest. A Reading of Job, (Stanford , Stanford Univ. Press, 1990), 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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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如神立天虹來「記念」有血肉之物，不再用洪水滅人類(創
9:15)、神「顧念」拉結，使她生了約瑟(創 30:22)，現在以利法用
「追想」一語，勸約伯思想過錯，未免不近人情！
以利法在 4:7，以問題方式來顛倒了知慧詩篇5的語法：
以利法說：
無辜的人，有誰滅亡？(4:7 上)
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4:7
下)

詩人說：
惡人卻要滅亡(詩 37:20)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
(詩 37:9)

以利法顛倒了格言的次序，就等於否定了格言，只不
過，他以問題的句式去表達出來，與蛇向夏娃發出的問題相
似 (創 3:1)。以利法的用意，是強迫約伯認罪，正如蛇的用
意是叫夏娃懷疑神。
在 4:8，「罪孽」與「毒害」是平行的字，而「毒害 」
和「患難 (3:10,20)」是同一個字 (原文 ‘amal)，約伯曾哀鳴
說：
z
在
他出生之夜沒有從他的眼中隱藏「苦難」(3:10 下)
z
為
何有光賜給受「苦難」之人？(3:20 上)
以利法聽到這些說話時，認為約伯「種了」罪孽，現在
要收割他的苦難和愁苦；以利法錯誤的地方，就是利用了約
伯哀鳴的話，卻斷章取義地反諷和揶揄他！
在 4:9，「氣」在原文與「靈」或「風」同屬一個字(原
文 ruah)，在創 2:7，神用地上塵土做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
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現在以利法用同一個「氣」字，
作為神行刑的工具去毀滅邪惡之人，因為以利法聽到，有狂
風吹塌了約伯兒女們所在之房屋，並且被壓死 (1:19)，以利
5

在詩篇裏屬於智慧詩(Wisdom Psalms)的有第 1, 19 下, 32, 34, 37, 49, 78, 112, 119, 127, 128 和 113
篇。主要特徵在對象是向人而非向神，語氣是教導式或勉勵式，有共同的風格，類似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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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這「大風」就是神的「氣」，故此，以利法暗示約伯的
兒女們是行了邪惡，以致受神出來的「氣」毀滅！
以利法這個想法，與他一向的報應神學觀相符。作為讀
者，我們有幸能看到天庭兩幕的情景(1:6-12; 2:1-6)，而約伯
記中，包括以利法在內，卻無一人能知道神與撒但有一個打
賭。所以，讀者不難看出，以利法的武斷和盲目跟從他的一
貫報應神學觀(4:9)。這個說法挑起其他二友對約伯及其子女
負面的看法，因為後來比勒達直接指控約伯的兒女為罪人
(8:4)。到了這個時候，富涵養的以利法不再用說暗話，也不
再掩飾他對約伯的敵意！
綜合來看，以利法在第四章之言論 ，先在 4:6-11，只是
說明了邪惡者如何的滅亡，而在 4:12-21，他告訴約伯一個
夜中異象，提及在神面前，並無一人是公義和潔淨的
(4:17)，甚至天使也不可靠(4:18)；因此按以利法所得到的
「異象」，世人包括他本人在內也應滅亡，可見這個「異
象」是不能確定的。其實，異象的內容只不過是一般人公認
了的道理，而以利法引述「得異象」，祈盼增加自己的權威
性，從而考查約伯受苦的原由和說服約伯去悔改。
再者，以利法透過異象中宣佈「世上無完全人」，也
「沒有人可以逃避刑罰」，這個宣佈使人覺得只是一派「荒
唐可笑的廢話」(ridiculously anti-climatic)，更讓我們知道以
利法所認識的神是冷酷的、殘忍的，對人類苦況毫無憐憫之
心的；與在出埃及記中，摩西所描述的耶和華神是「有憐
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出 33:6)截然不同。無怪乎，約伯不能接受以利法的「安
慰」！
結語
總括來說，以利法所說的話，在表面上和字面上似乎是
沒有錯的，甚至乎在其他智慧書如詩篇和箴言中，也能見到
類似有理之言，但他要為自己的報應神學觀辯護，因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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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約伯無犯罪而受苦難，又或者承認神不按報應神學觀行
事，他的信仰馬上破產，一生「功力」盡毀。
以利法主意已定、生性專橫、自以為是、自我中心，用
堂煌、美麗、經典之語句來使約伯謙卑認罪，外表上想幫助
約伯回復正常在神的恩典和福氣裏，這些堂煌經典之語句，
不容易讓人看出破錠，但在聽見的人耳中，卻是知道自己的
處境非他所言，又知道他的動機狹窄，所以聽起來很難受。
作為讀者，當我們有了神的判語(42:7)之後，就可以考查出
以利法及其他二友的說話，看穿他們如何玩弄詞彙，去表達
他們狹窄的神觀。
不單如此，他們的思維過於簡單化，認為世事很容易揣
摸，不是黑，便是白。視自己的世界成為宇宙的中心，從來
沒有想到有更高尙的人生觀，就是要爭取正義與真理，更沒
有想到神的恩典是會加大的──以義的代替不義的，表明神
無比的慈愛。神不單只注意到人類的善與惡，更賦與人類更
多偉大的工作，如傳揚祂的名、探索神賜予人美麗的東西如
藝術和音樂。
三友這種狹窄的神學觀，引致到他們無法欣賞神創造的
偉大和慈愛的救恩；約伯比他們好一點，起碼當神顯露祂在
這宇宙中的創造時(神在 38-41 章所說的話)，約伯就嘆息，
原來自己只不過是塵土和爐灰(42:6)，正如亞伯拉罕也認識
到自己是灰塵一樣(創 19:27)。因此神認定約伯勝過三友，因
為約伯深信「我的救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19:25)，
又體察到「神知道我所行的道路，祂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
金」(23:10)。
約伯記能夠被納入舊約正典中，皆因神在約伯記的故事
中，要世人預備迎見那將要來臨的聖子耶穌，耶穌勝過約伯
──甘願受苦，毫無怨言，將神的慈愛加大(羅 5:20 譯「顯
多」)，顯露在世人面前。在舊約中，三友既然已是一代宗
師，仍不能體察到約伯沒有犯罪而受苦的意義；無怪乎，在
新約中，那些宗教領袖──如祭司、文士、法利賽人和撒都
該人等，都無法認出耶穌是神的兒子，並祂來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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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今天的信徒，我們從三友的錯謬中，要學習到一個
比他們寛闊的神觀──就是神可以容許患難臨到祂所愛的
人，神又藉著患難去測驗祂所愛的人，而神這樣做，也是出
於祂的慈愛；有了寛闊的神觀，我們才能明白耶穌基督來這
世界拯救人類的目的，願神的靈照明我們的心，看到神在耶
穌基督裏的作為，相信祂、感謝祂、榮耀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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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事 篇
願為執事者廖廖可數，弟疑；此職何有難登之？若登之，夫復苦矣！
吾想：據廿數人選，何苦有哉？是以，牧者邀當之，故想：有何不可？乃為
之。但吾之洋文實乃有限之數，幸得黎弟兄及牧者扶助，乃得以過渡。
起初，事奉者實為不多。細想基督教誨之為何──言眾信為祭司，如聖書言
『……在基督福音上作神執事的（作神執事的：有古卷是與神同工的）』帖前
3:2
感謝主！始悟事奉之根蒂，事奉之仕亦隨多，故願天下為基督士女者，皆明事
奉之真蒂也！吾為執事者，別於有其名，正其義，願與眾君同背十架事奉主。
願主之恩，常與眾人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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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I)
王莉莎
今天是 2002 年 3 月 29 日，我的大日子，我將成為神的兒女，一個基督
徒。
我是在 2001 年 11 月 18 日決志信主。
那天，我獨自去教會，在會中聽到聖詩的時侯，淚水就一直流下來,直
到崇拜完畢。我向牧師提出要在聖誕節受浸。及後牧師決定讓我在復活節受
浸，因為受浸也要讀書，而且在復活節受浸更有意義。
回想起四年前，我的女兒剛進入 high school ，短短數月間，她開始反叛，我非
常擔心，Kathy 由小到大都很乖，很聽話，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一直怨自己，
可能是管教太嚴、太自我；有時為了女兒都會跟丈夫爭吵，我回想是否移民錯
了？給了自己太多的壓力。有時候 Kathy 去街至深夜還未回來，我獨自站在窗
前等她，淚水不期然地流下來，我自言自語地己說,如果真有神的話，請保祐我
的女兒平安歸來！
為了不想女兒學壞，我為她辦了退學手續，帶她去美國讀書，在這裡很
感謝我的姐姐和姐夫，因我得到他們全力照顧 Kathy。後來因有信通知我們入
藉，於是，我便接了 Kathy 回加拿大。
回加後，Kathy 回母校上課，但都是無心向學。我很不開心，常常都掛
念著她，也沒有心情工作，心裡愁煩，朋友叫我去教會，我也只是斷斷續續
的，以前身邊沒有朋友是基督徒。但是，在加拿大的朋友多是基督徒，聽了很
多的見証，又想要自己的女兒不學壞，於是我學習每天的禱告。
我覺得祈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不知怎開口才好，自己又很懶惰，常不
記得禱告，但我對聖經亦有些認識，因自小我是在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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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於天主教學校；可是，每當聖經課堂時，我自然就會呼呼入睡。奇妙的
是，神的帶領，天父所賜的恩典；現在，我每天都會祈禱，而且也很流利。
記得 2001 年 10 月份的某一天早上，我在高速公路上駕駛(我的駕駛習
慣一般都是把音響聲浪調高) ，架上墨鏡，而行走在中線之時，前面的車開得
甚慢，我察看快線沒有車輛，就轉向快線行駛，隨後看看倒後鏡，立時像睡醒
過來，見有一輛車打了轉避開了。再回想，發覺竟是自己的錯，幸好當期時路
面並不繁忙，可是，當時後悔也太遲，因在高速公路上的關係，我的車已離開
很遠了。回想,若不是那車避開了我，可能大家已經碰撞了，又或者車毀人亡。
感謝主，讓我知道生命的寶貴，同時，我也極內疚，我開始為這車的主人禱
告，每天三次，我說:「親愛的天父，求你看顧這位車主，讓他沒有驚嚇的後遺
症」。這次是我的錯，為什麼這人要為我承擔？令我想起主耶穌基督為我們釘
身十字架的偉大。
每次禱告的時候，我的淚水都是流個不停的，我相信有主的存在，衪一
直保守我，主不讓我就此死去，祂叫我認罪悔改，重新做人，感謝主。
今晚是我受浸的日子，乃是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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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凌
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成為基督徒。在我對基督徒的認識中，總覺
得他們對人熱心，愛幫助人。但還有一種神秘感，不知他們為何對人那
麼好？當然在生活中，也有非基督徒對人同樣熱心，愛幫助人的人。基
督徒和非基督徒區別在那裡呢？帶著一些問題和好奇，我開始參加
Bible Study。在國內我只知道聖經故事中的亞當、夏娃、挪亞方舟，只
當成是一般的故事去聽，從來沒有相信那是真的！1995 年來到加拿
大，先後住過 Regina、溫哥華、到現在的多倫多，我們接觸過不少的基
督徒朋友，從他們身上了解了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承認主耶穌基督為生
命的主，並且悔改自己的罪。對我來說，還是找不到感覺。真的有神
嗎？在困難的時候，人自然就會想到上帝，我讀了很多見證，都是大病
一場，神蹟出現，轉而信主，要不就是遇到不可解決的困難，想到上
帝，不停的祈禱，問題解決 ，然後才信主?!從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無
愁無慮的日子裡，一生可說是平平靜靜，沒有遇到什麼挫折。結婚前，
爸爸媽媽照顧，婚後，又有老公看護，凡事順其自然，可遇不可求。沒
有神蹟出現，對神的感受不深。七年的查經不能說一點收穫也沒有，潛
移默化，對聖經有了認識，冥冥中感受到神的存在，尤其是在我懷孕生
產時的感受，神造人真的很奇妙，每一步，每一段的變化，設計如此完
美、神奇。這就是神蹟，我逐漸的相信有神。
我是一個不善言談的人。我可以當一個好的聽眾，讓我講話就
難了。我相信有神，承認主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但是要常常禱告，這
可難了。每當別人祈禱時，我就在想，如果我能說出如此的話，就有信
心去受洗。這一天終於來臨了，但我還是不會禱告，每天只是在心裡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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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地向神說一兩句。給我感受最大的是我的女兒，搬到新居後，我們就
堅持帶女兒們來教堂。當我第一次看到女兒禱告時，閉著眼睛的樣子，
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尤其是在家裡吃飯時，她要禱告，話有時說
的不太清楚，但天父會明白的。在這裡我要感謝與我們同住的朋友，給
我很大的幫助，讓我開口禱告，逐漸說出感恩的話。
我一直是一個好孩子，從沒給父母找過麻煩，沒有犯過錯，自
認為是一個好人。當我看到聖經中關於罪人的解釋時，很難理解。亞當
夏娃的錯怎麼會傳到我們身上，上帝要是不放那棵樹，沒有蛇，不就沒
那麼多事了嗎？做了母親，看到孩子的成長，漸漸的對罪有了認識。從
來沒有教過孩子去搶東西。每個孩子都對好東西有一種強烈的佔有慾，
看到別的孩子有了好玩具，總是哭鬧著非從對方手中要得過來不可，但
當他自己有了好玩具，很難被說服與別的小朋友一起玩。桌上擺上了好
吃的東西，會毫不顧及他人地伸手就去抓。後來才認識到這就是罪。我
相信有神，但又不去敬神，不照他的話去做，總覺得作了基督徒後就得
讀經、禱告、參加教會各種活動，凡事都要察看自己的一舉一動是否符
合聖經的教導，而且還得向他人傳福音，這豈不是被束縛、捆綁住了
嗎？外面世界多精彩啊。很多從來沒有享受的生活在等著我。不認識，
不承認父神的存在，這也是罪。
對三位一體的神，聖父、聖子、聖靈一直是難以理解，尤其是
聖靈。每次 Bible Study 前，聽別人禱告說，讓聖靈充滿，我怎麼感受不
到呢？記得朋友林琳受洗的時候，看到她從水中起來，我的眼睛濕潤，
說不出的一種感覺，是高興、是祝福、是安慰，這種感受沒有講出來，
只是自己在不停的回味，我為什麼會有如此的表現？十月份，牧師問我
受洗的事，我說沒有準備好。後來衛東告訴我他準備好了，應該向前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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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步。聽了他的話，心裡頓時思前想後。眼淚竟止不住的流下來。想
到我的爸爸，想到天父。爸爸已經去世，爸爸從小到大都很關心我，看
護我。我真的要謙卑的跪在天父面前承認我的罪，丟棄自我，承認耶穌
成為我的救主。那是聖靈在作工嗎？
牧師問我信主前後的變化，我一時答不出。回想這麼多年的追
求一直都是自由主義者，不受拘束，去教堂，只是人去了，心裡沒有全
心全意的。有時還找個藉口不去了。我想我最大的變化應該是對基督徒
的認識，成為基督徒後，有了新的生命，一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都變
了。去查經、禮拜、傳福音都是自然，心甘情願的事。不再視為一種負
擔和約束。因為神把我們徹底改變了。感謝神，讓我們來到加拿大，感
謝神對我們的保守和看顧，感謝神，讓我們認識你、接受你、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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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衛東
我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生命的主宰和救主，我承認自己的罪。我
樂意借此機會和大家分享我的見證，分享我對主的認識。
我出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的 First Name 就具有深刻的
時代色彩。如果對中國當代歷史有所了解的話，你甚至可以很容易地猜
出我的出生年份。盡管當時人們不相信神，不相信存在創造天地萬物的
主。不過，幾千年的文化沉澱，大部份中國人還是相信有神的存在，有
主的存在。可惜的是，絕大部份人都不知道主就是這位三位一體的神。
在 1984 年，我進入大學後不久，我們的年輕英文老師給我們用英
文講解挪亞方舟的故事。當時我幾乎沒有聽懂這個故事，一方面是我英
文聽力問題，另一方面是我對聖經一無所知。為此我特意找了一本中文
聖經故事以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當時，我對聖經故事的研讀只當作一
種課餘知識的補充，所以讀得不多，對主沒有什麼認識。
我相信是主領我來加拿大，讓我認識這樣一位萬能的主，充滿慈
愛的主。從中學到大學，從碩士到博士，我最差的兩門功課是語文和英
語，我幾乎不做人人都想到北美留學的夢。記得 1994 年 5 月，在香港銅
鑼灣的一個晚上，我悶得很，給加拿大的一位教授寫了一封信，簡單地
介紹了我在中國大陸所做的研究，居然我成了我們系 1995 年第一個拿到
offer 來加拿大留學的人。
1995 年 8 月，我到達 Regina 之後，我的英語還是很差，記得一次
在 Cafeteria 吃午飯的時候，一對年長的洋人夫婦 Garry 和 Connie 來到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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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介紹他們自己，他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ies Canada 的傳道
人。他們和我做了長達兩個小時對話，我心中充滿無限的喜悅。盡管我
當時不知這是主的保守和看顧，我還是十分樂意和他們為友，參加他們
為我們開設的 Bible Study 課程，讓我們接觸主，學習主的話語。
記得是 1996 年 3 月 27 日下午 5 時左右，我的老闆找我作了一次
嚴重的對話，因為他沒有獲得更多的 grant 去資一助他的研究課題，他必
須停止我的資助，也就是說我被解僱了。當時我是持工作簽證、彭凌持
訪問簽證來加拿大的，我的簽證在 1996 年 6 月 30 日到期，而彭凌的簽證
在 1996 年 4 月 25 日到期，按照規定，我們必須在 3 月 25 日之前寄出簽
證延期申請，然而我們卻不能得到關鍵的經濟資助。就在那一天晚上，
我 發 了 三 封 email 給 不 同 的 教 授 ， 同 時 也 給 我 的 洋 人 朋 友 Barry 和
Connie、Harvey 和 Marilyn 打電話解釋我當時的處境。真是感謝上帝的保
守和看顧，第二天上午九時，我得到了當時 University of Regina 的副校
長，研究生院院長的回信，他能為我提供資助，完成我在 University of
Regina 的研究，並且同時開始了一些有關 Health-Care Database 的研究，使
得我們能夠順利地延長在加的簽證。
1996 年 9 初，我接受了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一位教授的邀請，
前往 Vancouver 開始我們的新生活。我們還未到 Vancouver，我們在 Regina
的朋友就已經將我們介紹給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ies Canada 的牧者。
我們知道到達 Vancouver 之後，會有新的牧者給我們幫助，我們不再有許
多 恐 懼 。 到 達 Vancouver 之 後 ， 我 們 很 快 找 到 了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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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ies Canada 的牧者 Mr. James & Margaret Wong，並且每週四晚上前往
一戶德國老人的家中學習聖經，主要是學習約翰福音。我們剛開始以為
我們可以在 Vancouver 安頓下來，因為教授告訴我，他準備成立一家公
司，我將是該公司最早的員工。盡管我到達 Vancouver 之後一個月，又接
到紐約一家公司的邀請，我還是選擇留在 Vancouver。然而半年之後，我
的老闆不希望給我 renew 我的 contract，我的 Employment 再一次發生了危
機。我將我的處境告訴了我的牧者和朋友，並且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機
會，我們也向主祈禱。在一個週四的晚上，大家都在為我們祈禱，因為
第二天我得到了兩次 interview 的機會。感謝主的保守，我第二天上午 9
時半完成了電話 interview 之後，我就接到了公司給我發來的電子 offer。
1997 年到達多倫多之後，在一位年老、身患癌症的牧師的幫助
下，我們加入了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我們大部分時間是斷斷續續出席
華基的主日崇拜。2000 年年底搬到目前住處之後，牧師和各位弟兄姊妹
的幫助，讓我們進一步認識了主，認識自己的罪，讓耶穌成為我生命的
救主。
從小學開始到博士畢業，可以說我接受的是現代中國文化的正規
教育。在小學二年級還是三年級，我就加入中國少先隊員。到了初中二
年級就加入中國共青團，目前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就曾是中國共青團
中央書記，共青團是共產黨的後備力量。進入大學之後，我就遞交了加
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並在大學二年級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來到加拿
大之後，接觸了基督教，開始認識了我們這位主。我一直在想，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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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位投機主義者？我希望能夠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做一個認真
的思考。如果讓我自己回到以前的環境，從小學到博士重新來一遍，我
也許會選擇相同的道路，作為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最大的
不足是要堅持其相應的綱領，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和中國社會幾千年文
化沉澱格格不入。最大的優點，講究無私的奉獻，關心人，愛護人，送
溫暖。這與主對我的教導還是相符合的。特別是在認識主之後，我願意
放下過去的思想袍袱，俯伏在主的腳下。作為一個基督徒，更加體會到
相互愛護是多麼的不容易，認識和承認自己的罪更不容易。剛開始接觸
聖經，談到罪，總以為自己是遵紀守法的良民，何罪之有。事實上，沒
有認識到自己的原罪，許多事情總是先想到自己，然後才是別人，只有
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和主的大能之後，才能認識到自己是多麼的有限。沒
有主的無私大愛，我們怎、能有今天的豐豐富富的供應。剛開始我總以
為基督的救恩只是贈與他的選民猶太人，但通過不斷的學習，才知道救
恩是施予給普天的人，神是公義的。只要我們樂意接受主，主就樂意施
予他的大恩給我們。許許多多的認識，只有在主的引導下，才能不斷地
修正和認識。剛開始談到三位一體的神，一直讓我摸不著頭腦，有朋友
傳福音給我，舊約的時代為聖父的時代，新約的時代為聖子的時代，主
後的時代為聖靈的時代。”耶和華見證會”認為聖父是聖父、聖子是聖
子，聖靈是聖靈。不存在三位一體，通過主日學，主日崇拜，特別是湯
傳道講解創世記，讓我更深刻認識了三位一體的主，在祂創造世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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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就一直存在，只是以不同的位格在不同的時候出現，或者同時出
現。
隨著認識的加深，我更樂意接受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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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見證(IV)
馮文彥 (Clement Fung)
我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一個教會退修會中決志, 一直在教會中
參與聚會, 不論是主日崇拜, 團契, 祈禱會, 總之是教會所辦的各樣聚會或活動,
我都踴躍參加。 我以為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後來有機會參與事奉, 更多時間
放在教會身上。 詩班, 團契職員, 小組組長……等等。 我那鼓熱誠, 得到不少人
讚許, 連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很不錯, 應該是基督徒的模範
。 還記得我受浸的那天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弟兄跟我說以為我已
受浸了很久, 原來還沒有受浸。
但我心裏總有個疑問, 就是我耳聽基督的教導, 和眼見的情況有很大分別。
甚麼彼此相愛、關心、代禱、 勸勉、要多多愛主事主……聽得很多, 但自己卻
沒有動力去做, 又看不到弟兄姊妹行出來。
因著宗教的熱誠, 我認為我都應該參加教會以外的基督教的講座和聚會,
於是大部份的大型公開聚會, 我都是常客。 記得有一年參加大多市基督徒冬令
會, 因為要在酒店居住的關係, 有機會多接觸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發現接觸
到的弟兄姊妹, 與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有點不同。他們對於信仰的堅持及認信,
是我在自己教會中見不到的。 我問自己:｢難道其他教會弟兄姊妹所信的耶穌和
我所信的耶穌不同?｣我一直不明白， 我又不知如何去問教會中的弟兄姊妹。
接著幾年, 教會很多的變化, 牧師的替換, 我的問題仍沒有機會去尋找答案。
之後, 教會聘請幹事, 因我本來已協助教會程序表的編排, 順理成章我是
不二之選. 初期是半職, 後來我的學業出現難阻, 被罰停學, 而當時湯寶源傳道上
任, 他建議教會應有一位全職同工協助行政事宜, 故我轉為全職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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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著這個關係, 便與湯傳道便熟絡起來 (該說是靈裏的熟絡) 。 真是
很感謝神, 是神安排湯傳道在我的生命中出現, 以致我能透過湯傳道的教導及提
醒, 幫助我重新明白信耶穌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上面提到不明白的事情和疑問,
慢慢地了解過來， 原來是屬靈生命的課題。
當參與聖樂事奉時, 因自己對音樂一竅不通, 覺得應該充實自己, 更有效
的事奉。 於是，開始在多倫多聖樂學院上課； 本只想學習技術性的科目, 但文
炳坤博士鼓勵我參加其他理論性, 聖經原則性的課程, 所以我也上了課. 怎也想
不到, 原來涉及的也是屬靈生命的課題。 神透過文博士的教導, 幫助我了解到甚
麼是敬拜, 知道了生命 比技術更重要。
神讓我的眼睛開了, 原來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過公羊的脂油。我要感
謝神, 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 我能夠回到天父的懷中, 去過神希望我過
的生活。雖然自己常常被罪纏繞, 但我願意學習多認識神的話語, 了解神的性情,
回應神的施恩救贖。

Page 31

我的神(主日學功課)
Joe Lai
在思想如何寫「我的上帝」這題目時，我想到每一個人都會因為自己個別
的背景（如經驗和學識）對上帝產生不同的見解。雖然上帝透過聖經的啟示和
聖靈的引導來讓人對祂有清楚的認識，但是，不同的人因著自己不同的背景，
採取了不同的「角度」，來了解這一位「客觀地」存在的上帝。因此，我相
信，以「我認識的上帝」或「我所了解的上帝」是一個更合適的題目。
自小在一個有祭祖習慣環境中長大的我，總不能了解為什麼那些已經死去
是有能力「保祐」他們的後代。如果「輪迴」是成立的話，那麼今天我的先人
「保祐」我，將來當我死去之後 ，我豈不是可能倒過來「保祐」那些「再世」
的先人嗎？所以，當我第一次讀到《創世記》中「起初上帝創造天地…」的時
候，我想，這經文不單只道出人 類的命運並不是「循環」而是「直接」，更使
我明白到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充斥著人類無目的的活動。相反，因為這世界
是上帝按祂自己的心意去創造和掌管，人的活動是應該有目的和意義…這是我
對上帝最初步的認識，是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
雖然後來信了主， 然而在一段頗長的時間中，我對上帝的認識是相當膚淺
的。一方面，自己在追求方面不算積極是一個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過去的
「教會生活」中，只集中在「事工」上亦是一個原因。在參與事工的過程中，
只集中在與群體的場合，卻忽略了在事奉中自己與上帝關係上的建立。因此，
在很多時，「事工」開始了，「靈性」也有增長。但當事工完結之後，靈性也
一併的下滑。簡言之，在這段時間內，我對上帝的認識是建基在「教會活動」
之上。當事奉有成績（果效？）時，便感到上帝有保守。但當事奉上有挫折
的，上帝便變得很迷糊。到後來，當看到教會中仍有罪的時候，更對上帝產生
了失望。
然而，在這同時，透過《羅馬書》，我對上帝有一點新的了解。在讀到
5：8 時，我明白到，儘管人是墜落，但上帝的恩典卻沒有退縮。而在第八章
中，更讓我確信，上帝的恩典並不會因為人（及其他造物）而失落。相反主耶
穌卻走 在被呼召的人的前頭，並引導我們行前面的道路。
（然而，在這段時間內，我對上帝的認識，大部份都是道聽途說罷了。）
到近幾年，由於處身於小教會之中，因此，再沒有太多的「教會活動」來
「幫助」我認識上帝。相對而言，有多一點時間是在讀經上。雖然並不是對每
一段經文都能明瞭掌握，但是，也讓我明白到上帝並不只是片面的 一味地
「愛」人，祂也是信實的上帝，「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今天仍是實現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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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身上」。福音書上的耶穌，也不單只顧人在靈魂得救的事上，祂也有為人
解除飢餓和疾病的苦楚。（這方面也幫助我在禱告時為「物質」的事情祈禱困
難）。而且，耶穌對某些罪人，亦有採取「不妥協」的態度（稱希律為「狐
狸」，趕走在聖殿裡買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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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成
每當想起神的時候，不期然有一種慚愧的感覺，尤其當看到自己與神所教導
的相差甚遠，而神的供應又如何豐富的時候， 就更看清自己的軟弱和渺少。我
想神在我一生中最容易看到的一個角色，就是一個以身作則的完美老師了。
自問自己對別人的寬恕、容忍、耐心等都大有改善的空間，神的教導在這幾方
面就常常有所提醒，無耐很多時候，別人的刺總是極容易看見，而自己的樑木就
連影也找不到，至於寬恕別人七十個七次真是困難得很，但無論怎樣，我從中找
到的就是神對我的愛，當對著自己愛的人，不是很多時侯都會不了了之嗎？而因
為神的愛，祂不單一次又一次的容忍、原諒、幫助更正，更作了一個完美的榜樣
來給我仿效，更常常以各種方式提醒督促，好使我不再犯同一錯誤，而最終就更
像祂。
而神在時間方面的安排，計劃，也常常令我佩服不已。創世的一切不用多說，
單是看看神管理我們每一個人的一生，就已經夠頭痛了，還要自己很多時要死抓
著不放，結果就走多了路，從中就看到聽從順服神的教導是多麼的重要，至少為
神減少一些麻煩，都值得吧。
即使對於我來說，神最明顯的一個角色是完美的老師，但實際上，那有老師能
像神那樣看顧完全呢？即使世上最好的父親，也有不足之處吧﹗而神在人的生命
中的隔合又是那麼徹底，基本上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有可能經歷到神，盼望在未來
的日子，當我對神的經歷增長的同時，我對神描述的能力也有所增加，讓我能更
清楚地告訴別人我的神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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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雯
我的神是創造一切的主，是人類的天父。這位父親是很愛自己的孩子，
而祂的愛沒有私心。而且神還用祂的智慧去鑑察人的心。
在創世記裡記載了神創造一切的過程。神用六日創造了天地萬物，用塵
土照著自己的樣式做人，將生氣吹進所造的人鼻孔裡，這樣人就成了有靈的
活人，神給他起名叫亞當。這樣亞當就成了人類的始祖。而神是我們在天上
的父親。
神的愛是沒有私心。神愛人不是要自己得益處，相反神的愛是叫人得 益
處。因為始祖亞當犯罪，不順服神的說話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人就與
神隔絕，活在紛爭、貪婪、淫亂、邪惡的罪中，而罪的工價乃是死。但因神
愛世人，將祂唯一的獨生兒子賜給地上的人，為世上一切的人贖罪，叫一切
相信神的人可以與神和好，而且還得到永生。
神是用祂的智慧去鑑察人的心。回想我有一位未曾認識主的朋友，他是
一活潑的男孩子，他工作的時候很認真，就是讀書很散漫。有一天，他憂憂
愁愁地來到我面前。原來他要面臨停學的處罰。他的成績一向不是很好，但
如果在學期末成績也不能達到某一標準，他就要被處罰停學一年。這天，他
憂憂愁愁地來到我面前，原來他已看過貼在佈告皮上的成績，發覺不理想，
他也聯絡了他的教授好幾天想了解情況，但也聯絡不上，所以他很焦慮。他
叫我幫他祈禱，我當然幫助他，心裡也暗暗地高興，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向他傳福音。第二天，他興高彩烈地來到我 面前，他已經聯絡上他的教授，
還很驕傲的說只差幾分絕對不成問題， 聽了他這麼說，我的心立刻涼了一大
半，心想不得了，神是不喜歡自高自大的人。神是喜歡人依靠祂，跟隨祂。
因為只有愛神的人才會放下尊自己為大的心去跟從神，以神為自己生命的
主，事情發展到最後，男孩子受到校方處罰一年，而且他也不因這件事去信
主。但偶然他也會問我一些關於信仰上的問題。雖然這些偶然很少出現，但
我希望有一天貪玩的男孩會認識神，相信神，會悔改去跟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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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福強
耶和華是我的神。祂保守了我，帶給我平安，賜給我永生的希望。祂引領我走出了
信仰的荒漠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戰亂之中，祂給了我平安。在飢饉貧乏的環境下，祂給了
我溫暖飽足。
孩童時，日本侵華戰爭爆發，當戰火接近華南時父母親帶領一家人逃離備受威脅的廣州
市經香港，抵達當時還在法國統治下的廣州灣。在這裡我開始入學，也渡過了漫長的戰
爭歲月，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入學時，家居外埠，學校是一所頗具規模的公立學
校，佔地寬廣，後方是市立運動場。戰時卻為高射駁陣地。學校四週都是日軍的行政和
軍事中心， 經常受到盟軍的猛烈轟炸。每天的日子都在死亡的恐懼中渡過。就在這段
兵荒馬亂的日子中，首次接觸到神。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中，收到了一本小冊子，那是一
本十六開的小冊子， 薄薄的一冊，雪白的封面，印上約翰福音四個字。“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祂造的•••”。不知為何，
這幾段經文一直存在腦海中，印在心板上，直到今天。雖然當時還不曉得什麼是道，也
不知道有神， 基本上，就像一般知識青年般，是個無神論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
投降，戰爭結束。次年二月我們舉家回到澳門，我進入聖約瑟小學就讀，一所天主教辦
的學校，和我的無神論的信仰格格不入。一個學期過去，小學畢業，校方給了我半費獎
學金的優惠，可是我還是離開，轉讀於另外一所中學三年級，初中畢業正遇上中國有史
已來的最大的轉變，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改變了全國的經濟環境，我也因 家境困難而
輟學。一九五○年新中國成立，引起了建設祖國的一生熱潮，回國升學就業，成為青年
人的理想，正在失學的我，似乎找到了一絲希望。正在考慮時，幾個親屬的不幸遭遇陸
續傳出，引起了我極大的懷疑，結果放棄了這念頭。為了家計，我開始了打工生涯，做
過雜工、學徒、店員等等。過了幾年，國民政府在台灣立定了腳跟，展開了爭取海外僑
胞支持的活動，到台灣升學成了許多失望於大陸的年青人的唯一希望。為要獲得投考台
灣大專院校的資歷，我入學就讀高中三年級於一九五六年夏畢業。就在這期間，我開始
了與基督教的接觸。在同學的引領下，我偶然也參加了一些家庭聚會和其他一些活動。
畢業後投考了台灣大學和剛成立的香港浸會學院。不料，這年台灣海峽重燃戰火，共黨
砲轟金門。家父恐怕戰事漫延，不想我到台灣就讀，於是我進入了香港浸會學院。四年
的學習生活，全靠半工讀來支持，日子當然不好過，可是神就藉著這些操練，把我帶回
到祂的身邊。 經過連串的佈道聚會和對聖經及教會的學習，我終於改變了無神論的思
想信仰，確信神創造了宇宙萬物，明白了人罪惡和神的救贖。於是，我在北角浸信會接
受了浸禮。遺憾的是我沒有參與教會的生活，路途的阻隔加上工讀生活的緊湊，使我疲
於奔波。畢業後，隨即進入工作，更把教會拋諸腦後了。如是者過了十年，我亦成了
家，內子卻不是信徒，這原是不該的，只是當時並不在意。然而神的恩典卻再一次顯
現。婚後不久，生活的壓力逐漸浮現，為求生活的保障，乃興起了求取學位的念頭，申
請並獲接納入讀渥太華大學，且蒙領事處恩准可與眷屬同來，這時內子已懷孕九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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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產。七二年十月二日抵達渥太華，十一月初生下大兒子，七四年二月次子出生。是
年七月畢業後移居多倫多市。七八年中，在政府的資助計劃下自置居所。房子位於多市
東邊一條短街上。巧的是街尾住了嶺東浸信會的馬牧師。我們不久便認識了。在馬牧師
誠意邀請下，我和內子參加了教會的聚會。到八一年她亦接受了浸禮成為神的子民。原
本不配的，現在合配了。回想起來，我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主的恩惠與扶持。 若沒有
主的庇蔭，恐怕早就淹沒於八年的抗戰中，沒有主的保守，怎能避過連綿不絕的動亂。
神不但在荒漠中找到了我，還把我帶到流奶與蜜的加拿大，給了我一個完整的家。是
祢，耶和華我的神，使我免受飢饉，逼迫，離開罪惡，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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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劉慧敏
我的神，是創造天地的神，祂造出各種美麗不同顏色的花朵，祂造出不同的走
獸及昆蟲，有早上，有晚上，有陽光普照的日子，亦有下雨甚至狂風暴雨的日子，讓我
們照祂樣式所做的人有機會欣賞及讚嘆神的創造，各有特色，各有長短處，互補不足。
神亦沒有做兩個同一性格，同一樣貌的人，一模一樣的人，讓人可以互動欣賞對方的長
處，互補對方的不足。
我的神，是創造人的神，祂是珍而重之的做人，祂極其重視人，祂造人時是照
著祂們的樣式，祂沒有製造一班機械人供祂娛樂，祂讓人有思想，有自由意志，讓人自
願的與祂親近，並沒有強迫我們要照祂的路而行，人很多時會刻意的反叛神的教訓及教
導，與神對抗，幸好，神沒有即時降下懲罰，而是讓人有機會悔改，因神的慈愛，祂賜
下祂的獨生子耶穌，釘在十架上，承受所有的罪，讓人有機會再回到神的身邊。
我的神，我還有很多要認識的地方，祂的大愛，祂不會偏待人，祂不會從外表
的好看與否，或好的行為去看待一個人，祂是看人的內心，要學習，要了解的地方還有
很多很多，希望將來透過讀經、祈禱及不同的機會，讓我有機會認識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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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y Kwok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re is not much information given of who or what
God really is. The bible only gives information of what God is like, what he does, his
characteristics, his stories, his teachings, his commands, his laws, what he wanted us to do and
etc... I think that, the real definition of what he is or who he is lies within us. I think who he is
or what characteristics he has are the thing that makes us up. In my opinion, I think that each
of us has the best idea of what God is like or who he is.
I think that my God is always around. He is everywhere around us. He is part of the things
we touch. the things we eat, even the things we use up. I think that my God is always
watching over me. He is always listening to me. He is always around me. He always has
time for me. He always helps me when I am in trouble, or when I am going through hard
times.
I believe that God has a path for all of us. He has created all of us for a reason. I believe
that he will cooperate all of us in his work. I know that my God will always have time for me.
Every time when I am going through hard times, if I pray for his help, the problem will always
be solved. I believe that if God has a path for us, we will have to walk through it and complete
it before we pass away. After we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his plan for us, he will bring us
up to his home or his Kingdom. When we are with him, I believe that all of the evil that are
around us will be no more. The Lord our God always wants the best for us and always lays the
best ways for us.
In conclusion, the idea and the best picture of God is always in our mind. Through our
lives, we always bump into places or material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more about God. Some
people never take those chances and learn about him. I am glad I had those chances and I am
proud of being one of his children and one of Jesus' dis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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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Lau
My Lord is the creator. He used His wisdom to create this earth. Three years ago during
the summer, I went to the canoe trip. I admired God's creativity and wisdom when I was
looking around the nature. I wondered how God could create mountains, lakes, birds and etc.
I told God that He was so amazing and I could see Him through the nature. Although it i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His wisdom,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created me, he
must be bigger and smarter than me.
My Lord is love. It can be reflected b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urch.
When I first "met" God in a gospel camp, I was attracted to the lov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ondered why they could treat me so well even I was a stranger. Although it was 15 years
ago, the love has not faded away. I still feel the love in the church, especially the time when
we are praying together. We share our happiness, sadness and worries in front of God.
My Lord is my comfort. The peace I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cannot be described in words.
When I was in the third year of university, I broke up with my boy friend. I was so upset that I
was crying when I woke up every morning. I worried about myself as the final examinations
would be coming soon. I could not concentrate on my studies. I was tired and lost. I prayed
to God and asked for His help. Suddenly, I felt peace in my heart. I stopped crying and
continued my normal lif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hat I never had.
Thank God I have a chance to know Him. The experience I had in the past showed that
God loves me, but how much do I love Him? Am I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 things that I love
for Him?
Lord, please forgive your little dau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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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 Wou
We always say in our prayer "My dear heavenly Father". My Lord is my father in heaven
who loves me better than my father on earth.
Since the time of junior high, I didn't like my church. Christians are like that! People at
that church were only nice to people with more offerings. I felt being neglected. Without
discussing with anybody about my puzzle, I left that church. God gradually faded out from
my life. After somewhere like twenty years when I had my little one, I suddenly remember the
good time I had at the church when I was little. Probably due to what I learn at the Methodist
church, I felt I have the obligation to bring my kid to God. Now when I looked back, I believe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Even I turned away from God for twenty years, God never
forgets about me and still loves me. When the time comes, he brings me and even my family
back to his church.
My Lord is a God of Provision. To non-Christians, the provision I experienced is luck, is
coincidence. To me definitely they are from my Lord.
My Lord always knows what I need. His provision always come at the right time and is
just enough to meet with my need. I firmly believe that he will provide me with everything I
really need. During the time I was "lost", I made lots of money and felt great about myself.
Then came the time of my lifetime low, instead of leaving me God led me through the difficult
period with arrangements I never dream of and gradually helped me understand his grace.
Now I will ask God not to make me rich in material living for I will then easily leave him.
Instead please make me rich spiri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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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衛東和彭凌受浸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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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Wong 受浸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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