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 

聖經是最高的權威 (黃紹權牧師) .............................二 

如何欣賞撒母耳記 (湯寶源傳道) .............................六 

 
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誰主浮沉 (黎炳鍵) ...............................................一六 

 
2005年教會職員及年教會職員及年教會職員及年教會職員及 2005年年年年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 ................二○ 

 
2005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二一 

 
2006 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 .....................................................二五 

 
2005宣教奉獻宣教奉獻宣教奉獻宣教奉獻及及及及 2006 宣教認獻宣教認獻宣教認獻宣教認獻 ......................二六 

 
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 

點滴感想 (余衛東) ...............................................二七 

經歷神 (林潘菊如) ................................................二九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三一 

 

  

 



 二 

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  

 

聖經是最高的權威聖經是最高的權威聖經是最高的權威聖經是最高的權威 

黃紹權牧師 
 

 

自宗教改革開始，聖經的權威就成為改革宗教會的口號

和特色。  
 

可是自 1517 年馬丁路得在溫登堡 (Wittenberg) 的教會門

前張貼九十五條信仰論題之後至今，教會的信徒對聖經的尊重

與順服卻沒有多大的改變，信徒依然沒有帶著聖經去參加教會

聚會，又或超過半數的信徒仍然是沒有天天讀聖經的習慣，就

算是有讀聖經，也只不過是過眼雲煙，水過鴨背，往往只有在

腦海中，重覆過去自己很多已經習以為常的解釋和講論，至於

聖經中的講述是否真的如此？似乎大多數都從來沒有多用心機

考查證實過。這還算是甚麼「聖經就是最高的權威」嗎？這又

是否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態度嗎？ 
 

於 2005 年中，我曾涉足過一兩件因對聖經權威有不同尊

重程度而誘發的事件，其一就是有關「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

討論。論到這，教會中不少弟兄姊妹都明白到我不表贊同的立

場；首先認為這句話因從來沒有在任何聖經譯本並原文中出現

過，再者這句話充滿著高程度的「誤導性」，誤導不少人有一

種「先行相信無蝕底」的平價福音 (Cheap Grace) 信仰。因此

我極之保留去使用這句廣為流行於華人教會中的說話，我們為

何不直截了當用「相信耶穌」又或「接待主」等聖經常用的形

容字句呢？！難道我們認為聖經的用詞是有問題嗎？原因正正

就是對聖經權威缺乏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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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聖經有很多方面的教訓，都是今世基督徒沒有

虛心去接受的，例如「報應[1]」、「進天國的條件[2]」、「苦

難[3]」、「接待[4]」、「事奉[5]」等等題目，聖經中都有其特

別之處，是與我們的一般了解或神學觀大相徑庭。可是，就算

傳道人稍為按聖經的記載宣讀出來，就已經牽連大波，並且有

很多充著聖經專家似的「不學無術者」出來，作出嚴苛而無聖

經基礎的指責。可是我相信這是每一位忠信於主的信徒的必然

操練，但痛心的事，是攻擊者卻是那些自稱主裡面的人。 
 

馬太福音 13:24-43 的稗子比喻講得好，在神所耕種的田

地中，既有麥子和稗子同時出現。這已證明了神是如何厚待世

人，無論是麥子抑或稗子，都同樣可存在於神的國度 

(Universal Kingdom of God) 之中，但卻並非都是屬神的子民，

「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13：38）」，會被主從祂國中挑出

來，不能進到神救贖國度 (Mediatorial Kingdom[6]) 之中，更加

                                                 
[1]申命記 32:35, 41; 士師記 1:7; 9:56-57; 撒母耳記下 3:39; 歷代志下 6:23; 箴言 12:14; 以賽亞書 66:6; 耶利米書 51:56;馬太福音 16:27; 羅馬書 1:27; 12:19; 歌羅西書 3:25; 帖撒羅尼迦後書 1:6. 
[2]創世記 6:9; 17:1; 申命記 18:13; 撒母耳記下 22:33; 約伯記 1:1; 詩篇 37:37; 箴言

2:21; 使徒行傳 24:16;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0; 3:13; 以弗所書 1:4;5:27; 歌羅西書
1:22; 彼得後書 3:14. 

[3] 帖撒羅尼迦後書 3:3; 希伯來書 2:10; 5:8; 彼得前書 1:11; 5:9-10. 
[4]馬太福音 10:40-41; 約翰福音 1:11-12; 提摩太前書 3:2; 希伯來書 13:2. 
[5] 約翰福音 6:28-29; 10:12-13; 使徒行傳 13:2; 哥林多前書 3:8-15; 帖撒羅尼迦後書

3:8-12; 約翰叁書 8. 
[6] Alva McClain, The Greatness of the Kingdom: An Inductive Study of the Kingdom of 

God as Set Forth in the Scriptur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59. 
John MacArthur’s Sermon The Parable of the Kingdom of God, Part 1, Tape# GC 
2297. Full manuscrip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biblebb.com/files/MAC/sg2297.htm 

Universal Kingdom (宇宙性神的國度) 

This simpl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God rules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forever. He is the 
Sovereign, the Creator, the Sustainer,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ll things, and He 
dominates all things. God is the universal King. Sometimes when you read the phrase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Bible, it is God's universal rule that is being spoken of. 

(參詩篇 29:10; 103:19; 歷代志上 29:11) 

Mediatorial Kingdom (中介性神的國度) 

It is not the direct rule of God, but His rule mediated through human instruments. That 
refers to God's rule on earth. It is the 
Kingdom that the Lord had in mind when He said, "After this manner, therefore, pray 
ye.... Thy kingdom come. The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Mt. 6:9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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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進到神永恆的國度 (Eternal Kingdom of God) 中。這些都

是聖經的說話，但很可惜，那句甚麼「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卻

成為不少不信又或叛道者用來要脅神的藉口。那麼誰才是主

呢？事實上，聖經中告訴我們，的而且確有不少是假冒偽善的

人藏身在現今屬神的教會中，尋找可吞吃的人[7]；他們雖有神

兒子的稱呼，卻最終是被神棄在黑暗中哀哭切齒[8]。 

 

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沒有甚麼林林種種的事工，只著重

要研讀聖經的事奉，為的是希望造就本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最終都能真真正正成為主的門徒，因為這是聖經中大使命的記

載，同時也是主我們神的心願。若果我們要完成大使命的托

付，就必須保持著聖經是最高的權威，就算是非我所願，仍然

完全順服，從而重新發現當中的原義。因為唯有這樣，方能確

保我們所傳福音的真理是準確，並且使我們有正確的心態去參

與事奉。 

 

浸信會的其中一個特色也是視「聖經是最高的權威」，

我深信我們並非因為拘泥於宗派才有這樣的觀念，而是因為聖

經正正就是神的道，亦即是主耶穌。若果我們認定主耶穌就是

我們生命的主，我們又豈會輕忽對聖經的認識呢？ 

 

在 2005 年之中，教會有的喜事諸如有兄姊生下孩子，也

有初信主的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可是其間也有不少人離開了主

耶穌。有兄姊曾問我說：「你感覺如何？」說實話我年復一年

都需要在忍忍的痛心中回復過來, 但更慨嘆是人對神的無情，

竟也由人延至別的信徒的關係上。可是，我深信這一切，最終

人又是要承擔因自己離開神的後果。 

 

                                                                                                             
The phrase "as it is in heaven" perceives the universal Kingdom of God, and the phrase 
"in earth" perceives the earthly, mediated Kingdom of God. We are to pray, "God, rule 
on the earth the way You rule everywhere else." That isolates the earth as a point of 

rebellion in the midst of God's universal Kingdom. (參)  

(上文是轉載自 John MacArthur 的講稿內容) 
[7]彼得前書 5:8 
[8]馬太福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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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的講道亦已經於年中完畢，經過了另一系列的

《信仰誤導解破系列》講道之後，來年的講道將環繞著羅馬

書，這是我多年以來都未曾嘗試的學習，但我深信神的靈會更

大大地帶領我們眾弟兄姊妹，一同用心來踏進靈程的另一成長

層面。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網上的事奉，我們得知在美國有一位

姊妹每星期都收聽我們的廣播，而另外在中國國內也有信徒把

已下載的講道翻錄製成為錄音帶，送到較偏遠無設立教會的農

村信徒手中，他們十分喜歡收聽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有普通

話的講道，另一方面是講道內容是按書卷一句一句地宣講。這

是我們的鼓勵，也叫主的道在各處信徒生命活了起來。願意神

叫我們這個屬乎基督耶穌的肢體繼續成長，為其他的肢體添上

或分享更多榮耀[9]。 

 

  

  
 

 
 
 
 
 
 
 
 
 

                                                 
[9]哥林多前書 1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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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賞撒母耳記如何欣賞撒母耳記如何欣賞撒母耳記如何欣賞撒母耳記 
湯寶源傳道 

 

自二零零三年以來，我一直在教會的主日崇拜中與弟兄

姊妺分享撒母耳記的訊息，因此有機會對此書有更進深的研

究，現在希望藉著年報，以文字與弟兄姊妺分享撒母耳記在文

學上豐富的色彩，盼能增加對撒母耳記的欣賞。 

 

撒母耳記繼續了律法書撒母耳記繼續了律法書撒母耳記繼續了律法書撒母耳記繼續了律法書 
 

撒母耳記上一開始就有一個文學的主題，就是哈拿不

育，經過上帝干預之後，哈拿便生下撒母耳，撒母耳後來成為

以色列歷史中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細察之下，原來在摩西五

經的首─創世記，早有類似的文學主題， 就是以色列的女族長 

(matriarchs) ，即撒拉 (創 11:30) 、利百加 (創 25:21) 和拉結 

(創 29:31) 曾經不育，但經過上帝干預之後， 她們分別生下以

撒、雅名和約瑟，這些人物皆是列祖級人士, 對以色列民族之

形成, 有非常重要地位, 對全人類而言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救恩

乃是出自這個家族、這個民族。現在，撒母耳與列祖同樣方式

出場，我們可以預測到，上帝要在列祖身上運行的旨意, 必定

與撒母耳有密切的關係，上帝的應許也許會運行在撒母耳身

上，或經撒母耳之手而作；總之，我們要留意。 

 

另一方面，律法書中的偉大人物如亞伯、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猶大和摩西等，都是牧羊人出身，而在撒母耳記

中，這個傳統也是上帝揀選祂受膏者的條件。以色列首任君王

掃羅也不例外地是一位牧人，所以當撒母耳記的作者介紹他給

讀者認識時，掃羅正在找尋他父親基士丟了的幾頭驢 (撒上

9:3)，他需要神人的幫助才能找回驢子，聰名的讀者馬上可以

意識到一個連看管不住驢子之牧人，焉能在日後勝任看管上帝

的子民？ 

 

而當作者介紹大衛的作戰能力時，大衛已能夠善用他手

上的甩石機弦，來殺死恐武有力的歌利亞，也因此救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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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 (撒上 17:40, 50)，正如摩西昔日曾用他手

中的仗打敗了欺壓以色列人之法老 (出 4:17; 7:12, 20; 8:17; 

9:23; 10:13)，因此讀者可以同時比對到掃羅與大衛的分別，便

知道後者乃是一個能夠牧養上帝子民的牧人，暸解到上帝揀選

大衛，有其智慧的原因！ 

 

撒母耳記與律法書中之一的申命記，有密切的淵源，可

以從以下幾方面去看： 

 

1. 祭司的職份： 申命記沒有像民數記中的規定，要求

祭司職位專由亞倫子孫擔任 (民 18:8) ，申命記總是

稱呼在會幕裡的工作者，包括了祭司，為「利未

人」 (申 17:18) 或「利未的子孫」 (申 21:5) ，從不

稱祭司為「亞倫人」或「亞倫的子孫」，這分別明

顯地意味著利未人皆有資格作祭司1，在撒母耳記

中， 撒母耳雖然不是「亞倫的子孫」2，但從小就

被父母送入示羅的會幕3，接受祭司以利的祭司訓

練，不但如此，還有耶和華在會幕中呼召撒母耳那

一幕的記載 (撒上三章) 。 

 

2. 先知的位份： 在撒母耳記上 15:1，撒母耳對掃羅說: 

「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當聽從耶和華的話」。同時間，「當聽從耶

和華的話」也可以說得是申命記中最主要的命令，

當先知摩西正在代表上帝向祂子民傳上帝說話的時

候，曾用了「當聽從」這動詞 82 次之多4。在撒母

                                                 
1 見 Jeffrey H. Tigay,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Deuteronomy, electronic ed., (Skokie, 

IL, Varda Books, 2004), p. 230. 
2 據歷代志上 6:16-28 和 6:33-38 之記載, 撒母耳父親以利加拿的玄祖父蘇弗 (代上

6:26譯作瑣菲) 是利未人哥轄的子孫。 
3 以色列人入了迦南地之後, 就在示羅樹立了會幕, 在這裏獻祭、敬拜耶和華, 並向祂守節 (書 18:1-10)。 
4 希伯來文是 um^v (shama`), 以此為根之字曾出現於申1:16, 17, 34, 43, 45; 2:25; 3:26; 

4:1, 6, 10, 12, 28, 30, 32, 33, 36; 5:1, 23, 24, 25, 26, 27, 28; 6:3, 4; 7:12; 8:20: 9:1, 2, 19, 
23; 10:10; 11:13, 27, 28; 12:28; 13:4, 5, 9, 12, 13, 19; 15:5; 17:4, 12; 17:13; 18: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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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記，年老的撒母耳以前朝的政治家  (senior 

statesman)5、王的導師 (the king’s mentor)6、兼且是

一個「無人可挑戰之約的仲裁人和解說者」

(unchallenged mediator and interpreter of the covenant 

tradition of Deuteronomy) 7 的身份, 像申命記中的摩

西，代表上帝傳話與掃羅，叫他「去擊打亞瑪力

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

童、吃奶的，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 (撒

上 15:3)。當掃羅不遵行時，在撒母耳給掃羅的控告

中： 「你為何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 急忙擄掠財

物，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呢？  」 (撒上

15:19) ，撒母耳緊接地道出申命記歷史中的一條

「金科玉律」，就是:「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 

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

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由於掃羅沒有「聽

從」，直接違背了撒母耳在臨別增言中─要「順從

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撒上 12:14) 和「聽從耶和華的

話」(撒上 12:15) 的命令，申命記中的鑰詞「當聽

從」再次多次出現，而這鑰詞也總結了掃羅從此被

上帝厭棄，不再作以色列人的王 (撒上 15:23，26)。 

 

主耶穌在世傳道時，呼召被人鄙視的稅吏馬太作門

徒，法利賽人不明白耶穌來世上的使命， 竟然妄自

批抨耶穌親近罪人，於是祂向法利賽人說: 「我喜

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太 9:13) ，引用了何西亞書

6:6 之「我喜愛良善（或作“憐恤”），不喜愛祭祀；

喜愛認識上帝，勝於燔祭」，而何西亞先知可能在

當時心中牢記著撒母耳在撒母耳記上 15:22、23 的

                                                                                                             
19; 19:20, 20:3; 21:18, 20, 21; 23:6; 26:7, 14, 17; 27:9, 10; 28:1, 2, 13, 15, 45, 49, 62; 
29:3, 18, 30:2, 8, 10, 12, 13, 17, 20; 31:12, 13; 32:1; 33:7; 34:9 
5 參撒上 7:15 
6 掃羅作王是經撒母耳之手所膏立的 (撒上 10:1); 撒母耳在他告別之言中勉勵和教訓掃羅 (撒上十二章:) 
7 見Walter Brueggemann, First and Second Samuel,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1990),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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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8，於是主耶穌借用何西亞先知的話提醒了法利賽

人， 要以掃羅為鑑，因為法利賽人正在重蹈掃羅的

覆輒！ 

 

在列王紀中，作者特別示意上帝用這金科玉律來評

核祂子民，尤其是那些作君王的，後來，南北國被

外邦人擄掠，受到空前的懲罰，皆因歷代君王都沒

有遵照這金科玉律來行事。至於全人類，將來在主

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時候，祂也以這金科玉律來審判

全人類，就是要考查你和我有沒有聽從上帝的命令

─相信和接受主耶穌為救主，是生命之主！若人不

聽命，就必會面臨永恆的懲罰和咒詛！ 

 

3. 君王的權力：回想最初，當以色列人棄絕上帝作他

們的王，同時要求先知撒母耳另立一個人作王治理

他們，像列國一樣 (撒上 8:5) ；撒母耳首先給他們

一個嚴正的警告，就是: 有王之後，他們必親嘗為

王者如何濫用職權，導致人民受害 (撒上 8:10-18)，

這警告其實源於申命記 17:14-20，撒母耳記的作者

毫不留情地指出 : 連那位合上帝心意的大衛，也

「為自己多立妃嬪」(撒下 3:2-5)，違反了申命記

17:17的教導，種下了日後家變的種籽；當他進一步

違反申命記 24:4 的教導，去奪回那位早已改嫁別人

為妻的掃羅女兒米甲 (撒下 3:13-16) ，米甲歸來後, 

大衛與米甲不和 (撒下 6:16-23) ，得不到慰籍，種

下了往外的傾向和犯姦淫罪的種籽 (撒下十一章)。 

 

按撒母耳記上 1:1上的希伯來文，可譯為「有一個人來自

以拉瑪瑣非」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man of Zorah”, 

NASB9)， 而按士師記 13:2上的希伯來文，也可譯為「有一個

人來自瑣拉」(“Now there was a certain man from Ramathaim-

                                                 
8 見唐佑之著《十二先知書(二): 何西亞書》(香港: 天道書樓, 1996), 143頁。 
9 NAS =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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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m”, NASB)， 以此，我們可以見到撒母耳記上 1:1上和士

師記 13:2上是同屬一類的敍述句， 而在這介紹句之後， 作者

描述了同一類的故事， 其相同點是： (一) 各段記載了一位不

育的女士， 經過上帝干預後， 以利加拿的妻哈拿生下撒母耳 

(撒上一章)， 瑪挪亞他的妻生下參孫 (士十三章) ；(二) 各段同

時記載那生下來的兒子後來都獻作拿細耳人 (撒上 1:11；士

13:7) 和以色列人的士師 (撒上 7:16-17；士 15:20)。 

 

除了從故事性質的角度可以見到撒母耳記接續士師記，

請看以下另外三節經文的特點 (和合本) ： 

 

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 名叫以利加拿 

(撒上 1:1) ； 

以法蓮山地有一個人名叫米迦 (士 17:1) ； 

有住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 (士 19:1)。 

 

以上三節皆是三段記敍的第一句， 我們見到撒母耳記承

接了士師記， 因為撒母耳記上 1 :1 介紹的故事與士師記 17:1

和士師記 19:1 所介紹的故事都是住在「以法蓮山地」上的一

個人開始， 繼而論及有利未支派的人犯罪，其中包括： 以利

二子偷取以色列人獻與耶和華的貢物、他們與在會幕門前伺候

的婦人苟合 (撒上二章)、 在伯利恆的一個利未人在米迦偶像

之家作祭司 (士十七章)、 以法蓮山地那邊的一個利未人之妾

被基比亞姦殺後，並將他妾的屍身切成十二塊，分送到以色列

的四境， 引起了以色列人和便雅憫人之間的內戰 (士十九至廿

一章)，累及全國陷入困境 。士師記曾多次提到「以色列中沒

有王」(士 17:6；18:1；19:1；21:25)，和「各人任意而行」(士

17:6；21:25)，可見作者邀請那些「欲知後事如何」的讀者，

可以繼續在撒母耳記中找到答案， 而撒母耳記則記載了撒母

耳如何承上轉下、作士師、祭司和先知，並且在以色列人一窩

蜂地擁護迦南文化風氣下，要求有「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

一樣」(撒上 8:5) 和在一片「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撒上

8:8) 的聲氣中，作上帝忠心的僕人，最後還膏立了合上帝心意

的王完成上帝給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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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撒母耳記去認識上帝從撒母耳記去認識上帝從撒母耳記去認識上帝從撒母耳記去認識上帝 

 

上帝是忌邪的，祂要求人聽命、行公義，祂也為受冤屈

者伸冤，這種種相關記載，都在撒母耳記中表露無遺： 

 

1. 當邪惡來自以色列的敵人、而以色列人又能做到上

帝的要求時， 上帝必會非常熱心地幫助以色列人去

迎戰他們的仇敵，且看以下的史實： 

 

a. 當以色列人「把外邦的上帝和亞斯她錄從你們中

間除掉， 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地事奉他」 (撒

上 7:3) ， 祂便「大發雷聲，驚亂非利士人， 他

們就敗在以色列人面前」 (撒上 7:9) ， 讓「以色

列人從米斯巴出來， 追趕非利士人， 擊殺他

們， 直到伯甲的下邊」 (撒上 7:11) ，上帝幫助

了以色列人一雪約櫃被擄的前恥。 

 

b.當掃羅有上帝的靈與他同在時，上帝助他帶領以

色列人打勝仗；而掃羅一生共打了十三場勝仗： 

o 與亞捫人打了兩場 (撒上 11:1-11; 14:4) 

o 與非利士人打了六場  (撒上 13:1-11; 

13:16-23; 14:1-23，48; 17:1-58; 23:28) 

o 與以東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摩押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亞蘭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亞瑪力人打了兩場 (撒上 14:48; 15:1-9) 

 

c. 大衛也有上帝的靈與他同在，上帝使他曾擊滅瑪

力人(撒上 30:17)、戰勝押尼珥和以色列人 (撒下

2:17)，讓押尼珥自動來歸順大衛  (撒下 3:6-

21) ；上帝又使大衛打敗了耶布斯人、征服耶路

撒冷 (撒下 5:6-10)、在巴力毗拉心利利乏音谷大

敗非利士人(撒下 5:17-25)、治服非利士人(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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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打敗了摩押人 (撒下 8:2)、打敗了瑣巴王

利合的兒子哈大底謝往大河去、奪回他的國權 

(撒下 8:3)、並大敗大馬士革的亞蘭人、使亞蘭

歸服他 (撒下 8:5-6); 大衛在以東全地設立防營，

以東人就都歸服大衛 (撒下 8:14)，他大敗亞捫人 

(撒下 10:1-19) 、在歌伯大敗非利士人，大衛的

僕人殺了四個人是迦特偉人的兒子 (撒下 21:15-

22) ，又在伯利恆大敗非利士人；大衛的勇士有

英勇的表現 (撒下 23:8-23)，所向無敵。 

o 與亞捫人打了兩場 (撒上 11:1-11; 14:4) 

o 與非利士人打了六場  (撒上 13:1-11; 

13:16-23; 14:1-23，48; 17:1-58; 23:28) 

o 與以東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摩押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亞蘭人打了一場 (撒上 14:47) 

o 與亞瑪力人打了兩場 (撒上 14:48; 15:1-9) 

 

2. 當掃羅第一次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他的命令，撒

母耳已警告他的王位必不長久 (撒上 13:13-14); 當掃

羅第二次違背上帝命沒有滅盡亞瑪力人，上帝便厭

棄了他作以色列的王 (撒上 15:23，26) ，結果他和

三個兒子都一同在基利波山上戰死在非利士人的手

上 (撒上 31:1-6) 。回想掃羅在生時，曾為以色列人

和猶大人大發熱心，卻因罔顧約書亞與基遍人所立

之約 (參書九章)，殺死了許多基遍人 (撒下 21:1-

2)，結果耶和華使饑荒臨到以色列，促使大衛為基

遍人伸冤---把掃羅家剩下來的男丁七人交在基遍人

的手裡，基遍人就把他們在耶和華面前，懸掛在山

上，這七人就一同死亡 (撒下 21:9)，自此饑荒才停

息了。 

 

3. 當大衛犯罪， 與拔示巴行淫並設計殺害她丈夫赫人

烏利亞之後，雖然因大衛認罪悔改而獲赦，但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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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上帝在他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他  (撒下

12:11) ，招致家中一連串的慘劇發生，大衛除了要

因押沙龍作反要逃離之外，他先後共死了四個兒

子： 與拔示巴所生而聖經中沒有記載名字的七天大

兒子 (撒下 12:14-23) 、長子暗嫩 (撒下 13:23-39) 、

三子押沙龍 (撒下 18:1-18) 和四子亞多尼雅 (王上

2:13-25) ， 這場家變之災非常諷刺地應驗了大衛向

拿先知所說之：「他 (那偷羊的富戶) 必償還羊羔四

倍」 (撒下 12:6) 。 

 

4. 當以色列人犯罪，耶和華會向以色列人發怒，例

如：當激動大衛吩咐人去數點以色列人和猶大人 

(撒下 24:1) ，大衛求赦罪， 並獲得如何被罰的選擇

權， 他選擇了瘟疫，於是耶和華就降瘟疫與以色列

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時候，從但直到別是巴10， 民

間死了七萬人 (撒下 24:10-15) 。  

 

我們充份見到上帝公義屬性的那一面──「萬不以有罪的

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 34:7

下) 

 

人應當如何去回應上帝人應當如何去回應上帝人應當如何去回應上帝人應當如何去回應上帝? 

 
撒母耳記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就是「上帝是輕

慢不得， 我們必須服從上帝。」 撒母耳記有幾個人物是得到

上帝的喜悅，我們可以在本書卷中，看到他們憑著憑上帝的恩

典，並且盡自己的責任，嚮往與上帝親蜜的關係, 值得我們去

思考！ 

 

                                                 
10 此短句「從但直到別是巴」劃出了以色列的境界, 也是申命記歷史學家常用之短句之一, 在舊的中, 此短句皆出現於申命記歷史經卷, 如: 士 20:1; 撒上 3:20; 撒下 

3:10; 17:11; 24:2, 15; 王上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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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拿原是一個苦命人，她明白到使她不能生育的是耶和

華、但能使她生育的也是耶和華， 因此她從不埋怨上

帝，也沒有放棄對上帝的信心，她毫不灰心地把她的冤

情和委屈，帶到上帝的恩座前、甚至她的許願，當上帝

允許她禱告得著撒母耳之後，她不單只還願，還把孩子

送到遠離自己居所的示羅殿中，獻給上帝，並且因孩子

能得事奉上帝的機會而歡欣，結果上帝「恩上加恩地」

賜福給她，使她再增添三男二女。上帝在哈拿身上顯出

的大能，是要籍著一個對上帝有信心的苦命人，賜上帝

子民一個適合的領袖，並且使上帝的子民歸向自己！ 

 

2. 撒母耳是一個十分聖潔的人，對上帝的命令絕對服從！

上帝籍著他的忠誠，看上帝的旨意高過任何人，包括自

己的意願來行事。他開啟了先知學校的傳統，不單親手

膏立以色列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君王，並且樹立了先知可

責備君王的先河 (參撒上 10:1-16；19:18-24) ，是作上

帝僕人的典範。 

 
 

3. 從大衛與歌利亞對打的那一仗，我們見到大衛倚靠上帝

而得勝。從逃避掃羅的追殺中，我們見到大衛尊重上

帝，不伸手加害耶和華的受膏者, 結果上帝動手, 促使非

利士人與以色列發生戰爭, 掃羅在這戰役中重傷而自

殺，大衛便順理先在猶大登上王位，另在七年後，登上

以色列全家之王位。從大衛犯罪後、被拿單先知責備，

我們見到大衛願意真心悔改、毫無怨言地接受上帝所降

的禍，對於侮辱他的人，他極度忍耐，目的務要回復與

上帝的關係！ 從上帝肯赦免大衛的罪這事情上， 我們

見到上帝莫大的恩典，甚至安排祂愛子耶穌基督生於大

衛之家，在新約被稱為「大衛的子孫」，並且要永遠坐

在大衛的寶座上！ 

 

盼望弟兄姊妺能夠在細讀撒母耳記之後，對上帝有進一

步的認識，暸解到我們本來是一無可取，祗因上帝的恩典、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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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和我們主動地、不住地認罪悔改、認信，方能保持與上帝有

正常有關係，我們又要不斷地與上帝有溝通，並常以聽命──

行公義、施憐憫、謙卑地與上帝同行 (彌 6:8)，等候主耶穌的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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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主席的話 

誰主浮沉誰主浮沉誰主浮沉誰主浮沉 
黎炳鍵 

 

在以務農為生的社會中，人們會按著時令和四季的更替

來行事。農夫會在春夏時份播種和栽種。到了秋季，他們會收

割耕種所得來的成果。偶然碰上旱災，水災或其他的天然災

害，雖然過去的努力會變成血本無歸，但只要仍然一息尚存，

農夫們仍會相信，下一個春季仍會是一個新的開始。因此，雖

然面對著諸般的不幸，農夫仍然會咬緊牙根，期望下一個春季

的來臨。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成為農夫們緊守生活的盼望。 

 

反觀生活在現代的都市人，大自然並沒有為我們帶來任

何的應許。加上資訊的發達，四季時令的更替極其量只是為我

們提供種種消費的藉口 (聖誕節、新年(西曆和農曆) 、復活

節、中秋，國慶等等的「特別日子」，都成為各式各樣「禮

物」、賀咭和大傾銷出籠的時候。)各樣的節期和時令均已跟

各類「應節佳品」「對號入座」，卻不能和我們日常的禍福扣

上任何關係。 

 

今天世界各地有生產價值的農地均被各大食品生產企業

操控。這些企業藉著使用農業機械，化學肥料和基因改造使各

類農產品都能夠在不同的季節中供應市場。農產品的改良亦使

它們不像以往一般容易變壞。那些本來只在北半球夏天出產的

蔬果，今天可以從老遠的南半球 (特別是南美洲和非洲) 運往

北美洲市場。因此，我們可以在寒冷的冬日坐在有暖氣的室內

享用甜美的西瓜。雖然，這些改變也許並未有人定勝天的效

果，但卻似乎讓我們感到對自己認為的理想生活模式有更大的

把握。 

 

然而，2005 年吹襲美國南部的颶風卡特里娜 (Hurricane 

Katrina) 再次提醒我們，人類的禍福並未有與大自然「脫

鈎」。颶風引發的水災不單把約 80%的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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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沒，之後發生的搶掠和政府官員互相推卸責任的行徑更把災

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卡特里娜將人類在「天災」和「人

禍」前脆弱的一面赤裸裸地表露出來。 

 

颶風的遺害更重新提醒我們，在 2004 年的「南亞海嘯」

中，人是那麼的無助。 海嘯捲走的，除了那些本土居民之

外，也有不知多少是從寒冷地區來「避寒」的「政經才俊」，

他們在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和智識並不能使他們免於這一場「天

災」。 

 

另一方面，當飛機衝入世貿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和

五角大廈 (The Pentagon) 之前的一刻，有多少政界和商界的領

袖會了解到，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裡對西方的仇恨會演變成那樣

具體的「人禍」呢？更諷刺的是，先進的通訊科技並未能阻止

這場人禍的發生，卻馬上將這場人禍的情景傳送到每一個觀眾

的眼內，並產生全球性的恐懼 (這恐懼至今仍未減少) 。 

 

昔日，當農夫遇上天災時，他們寄望下一個春天所帶來

的新希望。但是，今日我們身處的先進時代，當面對廿一世紀

開始以來接二連三的天災和人禍的時候，我們卻看不見「春

天」何時會來臨。 

 

面對著這個混亂的時代，基督徒也會感到灰心和疑惑。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之中，世界的秩序彷彿已經蕩然無存。人們

為著自保，自救和尋找更大的安全感，對著這樣的一個世界也

沒有哼過一聲。 

 

然而，《聖經》不乏一些例子說明過，在看似沒有盼望

的日子當中，上帝的工作並未有停止：約瑟年輕時的經歷可謂

坎坷。首先，他被自己的兄弟賣到埃及去為奴。之後，更遭主

人的妻子誣衊而下監。在這人生的谷底中，約瑟卻遇上法老的

酒政，本來可望酒政能幫助脫離寃獄。然而酒政卻沒有記念約

瑟，使他要在監中多留兩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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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一切的不幸卻是約瑟之後成為埃及宰相和救拔

雅各家脫離饑荒的序幕。 

 

同樣，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面對著四周敵人的

虎視眈眈，而一眾士師當中，又好像不是每一個都肯順服上

帝；他/她們有意或無意地表出各自的軟弱。在這樣的處境

中，希伯來人看來快要成為一個煙沒於地平線上的民族，他們

的事跡彷彿將會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然而，信實的上帝在每一次急難中都保守以色列人脫離

滅亡的命運。往後的日子。無論是《聖經》中所記載的，或是

在人類歷史中，以色列人都不斷在生死存亡中掙扎。但在強敵

逐一倒下之後，亞伯拉罕的後裔仍然存留至今。 

 

以色列人過去所面對種種的禍福中，從古到今上帝都顯

明祂仍是那位信實的上帝。祂仍堅守昔日所作的應許。今日，

當我們面對著這個世界，我們也許仍會憤怒和洩氣的時候，但

是，當我們也許仍會憤怒和洩氣過後，我們會更明瞭這個世界

的邪惡和人性的軟弱，而更決心回歸至上帝的恩典中尋求潔淨

和更新。還是，我們仍然抱著這些憤怒和洩氣及其所生出的失

望，苦澀地渡過餘年呢？ 

 

電影《莫札特傳》 (Amadeus)中，F. Murray Abraham 飾

演與莫札特同時期的意大利作曲家 Antonio Salieri。起初，

Salieri 對莫札特的作品持欣賞的態度。跟莫札特見面後，

Salieri 發現他只是一個行為粗劣，言談沒有品味的傢伙，令

Salieri 困惑的是，為何上帝將最好的音樂才華賜給了莫札特，

而自己雖然自少已開始敬畏上帝，亦受過極嚴謹的音樂訓練，

但自從莫札特出現之後，自己的名聲便被蓋過了。 

 

因為對莫札特的妒忌，亦因為對上帝偏待莫札特的不

滿，於是，Salieri 決定要將莫札特折磨至死，以作為對上帝的

控訴。最後，莫札特如 Salieri 所願，在貧病交戰中死去。然

而，諷刺的是，Salieri 親眼看到莫札特的音樂在他去世後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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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風行；相反，Salieri 的音樂卻隨著歲月而被人遺忘。人惡

意的破壞並不能動搖上帝的工作。 

 

在 2005 年內，教會曾面對過自 1998 年來最大和明顯的

衝擊。在我自己的心底裡亦曾感受過無數次的無奈，失望和迷

惘。因為事情好像處於失控的狀態，而上帝彷彿默然無聲。但

當靜下來回想祂在自己和所認識的人所作過的事情之後，我找

不出理據承認上帝已對這世界撤手不理。這個仍是天父掌權的

世界! 

 

今日我們面對的問題大如戰爭，環境破壞，恐怖襲擊，

小如我們所戒不掉的壞習慣，都好像上帝再沒有在其中行事，

叫我們感到不安和不快。我們的回應將會像一般咬緊牙根，保

守自己不作越軌的行動，待日子過後，回望上帝既適當又合時

的帶領 (創 50：20)？還是我們會像 Salieri 將苦水留給自己又

灑向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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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教會職員年教會職員年教會職員年教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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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大事回顧 
 
 
 
 
 
 
 

 

 

 

 

 

 

 

 

 

 

January 
 
 
 

• 響應救助南亞海嘯災民籌款 

• 2005 年度事奉誓師聚會 

• 設鮮花奉獻 

February 
 

主日學 – 恩怨情仇話舊約 

March 
 

受難節崇拜 

April 
 

進深查經及釋經法研習班 

July 
 

進深查經班 – 雅各書 

September 
 

響應救助美南風災災民籌款 

October  
 
 

• 希伯來書研讀 (國語) 

• 淺談釋經學及查經法 (粵語) 

December 愛筵及聖誕慶祝 



 二一 

 

Auditor’s Report 核數報告核數報告核數報告核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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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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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with th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各位會友們， 

 

我已經查核完──教會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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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ment Fung  
April 20, 2006  

 



 二二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005年年年年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Balance Sheet 

As at December 31, 2005 
 

ASSETS       

CURRENT ASSETS      

 Cash in Bank   $19,369.15  

 ING Direct Savings Account  $46,775.99  

 GST Receivable   $79.02  

 Prepaid Expenses   $1,179.36  

Total Current Assets     $67,403.52 

      $67,403.52 

CURRENT LIABILITIES     

 EI Payable    $466.37  

 CPP Payable   $548.67  

 Income Tax Payable   $561.45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1,576.49 

GENERAL FUND      

 Balance - Beginning of the year  -$29,542.72  

 Current deficit   -$5,965.94  

General Fund Balance     -$35,508.66 

MISSION FUND      

 Balance - Beginning of the year  $13,728.69  

 Current year offering   $5,525.00  

 Interest income   $57.81  

 Mission expenses (Note 1)  $4,390.00  

Mission Fund Balance     $14,921.50 

BUILDING FUND      

 Balance - Beginning of the year  $85,009.62  

 Current year offering   $250.00  

 Interest income   $1,233.84  

 Building expenses (Note 2)  $79.27  

Building Fund Balance     $86,414.19 

       

TOT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67,403.52 
 
 

 

 



 二三 

Statement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Year ended December 31, 2005 

 
 

REVENUE 本年度收入   

GENERAL FUND REVENUES   

General  Offering Received  33,349.30 

Thanksgivings Offering Received  4,096.00 

Interest Income  2.28 

TOTAL GENERAL FUND REV.  37,447.58 

TOTAL REVENUE  37,447.58 

   

EXPENSE  本年度支出   

REGULAR OPERATION EXP.  40,907.23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36,750.00  

CPP & EI $2,042.78  

Postage $141.32  

Miscellaneous $235.70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1,737.43  

   

DEPT. OF CARING EXP. - Flowers & Gifts $153.91 153.91 

   

DEPT. OF CHURCH MUSIC EXP.  $27.63 27.63 

    

GEN. MANAGEMENT EXP.  152.76 

Office Supplies $112.81  

Paper/Plate/Cup $29.53  

Communion Supplies $10.42  

DEPT. OF CHRIST. EDUCATION EXP.  144.76 

Teaching Guides /Book-Sunday School $144.76  

   



 二四 

DEPT. OF WORSHIP EXP. - Flowers $527.23 527.23 

   

DEPARTMENT OF MISSION EXP.  1,500.00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1,400.00  

Gift/Certificate/Cards $100.00  

   

TOTAL EXPENSE  43,413.52 

DEFICIT FOR THE YEAR   -5,965.94 

  ========== 
 
 

        NOT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1) Mission Fund Expenses     

 The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 $2,590.00 

 FEB Central      $300.00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Canada   $300.00 

 OMF International- Canada    $300.00 

 The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in Canada $300.00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of Canada   $300.00 

 David Sloss-Barak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300.00 

       $4,390.00 

        

2) Building Fund Expenses     

 DVD Player     $32.81 

 Screen      $46.46 

       $79.27 

 
 
 

 

 

 

 



 二五 

 
 
 

2006 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 Budget 

 
Expense   

   

REGULAR OPERATION EXP. 2006 Budget 2005 Actual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36,750.00 $36,750.00 

CPP & EI $2,001.62 $2,042.78 

Postage $100.00 $141.32 

Miscellaneous $200.00 $235.70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1,572.48 $1,737.43 

Total Exp for Reg Exp. $40,624.10 $40,907.23 

   

General Management Exp.   

Flowers & Gifts $150.00 $153.91 

Office Supplies $120.00 $112.81 

Paper/Plate/Cup $30.00 $29.53 

Communion Supplies $10.00 $10.42 

Total Exp for Gen Management $310.00 $306.67 

   

Total Exp for Education $160.00 $144.76 

   

Dept of Church Music Exp $20.00 $27.63 

   

Dept of Worship (Flower) $0.00 $527.23 

   

DEACON MINISTRY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1,500.00 $1,400.00 

Gift/Certificate/Cards $150.00 $100.00 

Total Exp for Deacon Ministry $1,650.00 $1,500.00 

   

TOTAL EXPENSE $42,764.10 $43,413.52 

 
 
 
 
 
      



 二六 

 

Mission Budget for 2006 二千零六年宣教認獻預算二千零六年宣教認獻預算二千零六年宣教認獻預算二千零六年宣教認獻預算 
As at December 31, 2005. 

 2005 2006 

OFFERING 弟兄姊妹奉獻/認獻 

Faith Pledge Offering For Mission (信心認獻) $4100 $3200  

(21.95%�) 
 

DISTRIBUTION 認獻攤分一覽 

Immanuel Church Mission Reserved Fund 
 Seminarian Training and Internship 200  100 
 Training Scholarship 200  100 
 Evangelistic Meetings 200  100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Ministry   
 FEB International Ministry 
 The Hambreys 500  300 
 Guy Leduc 500  300 
 FAIR 200  - 
 FEB National Ministry 300  300 
 FEB Central Ministry 300  300 
 Fellowship French Mission 
 Rev. Terry Cuthbert 200  200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The Canadian Jian Hua Society -  300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 China Ministry 300  200 
 
Cross Cultural Ministry 
 David Sloss – 3rd World Theological Education 300  300 
 Wycliffe – Peter Toy & Family  300  300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300  200 
 ABWE – Chinese Ministry 300  200   
    
    
 $4100 $3200 
 
 

** 攤分方式取決於每項事工攤分方式取決於每項事工攤分方式取決於每項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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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對宣教的直接參與程度為指標機構對宣教的直接參與程度為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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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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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 

 

點滴感想點滴感想點滴感想點滴感想 
余衛東 

 
 

過去的一年，在聖經學習上都有很大收穫，原本寫一篇

題為 “我到底學到了什麼” 的感想，可題目還是太大。借此機

會，我想談談自己的點滴感想。 

 

牧養我們全家的教會，在多倫多只能算一個很小的教

會，如同我工作的公司，在多倫多只能算一個很小的公司。我

常常為自己能在小的教會生活，小的公司工作而自豪，因為在

屬靈生命可以得到更多的牧養，和牧者有更多的溝通。在公司

裡可以接觸方方面面的需求，學到更多的東西。愈多的好處，

自然有更多的奢求。希望小教會能人人相愛，有較小的紛爭；

小的公司人際關係簡單，可以專心致志的工作。可我們的神允

許我們遇到各種各樣的試探，為此操練我們，讓我們成熟。我

們教會的人數本來就不多，可偏偏在過去的一年，有些弟兄姐

妹因為團聚的緣故，回到遠方和親人團聚，也有弟兄姐妹因種

種的緣故離開了教會，或者尋找了新的教會。這些離開了的兄

弟姐妹在過去的時間裡可以說是教會的 “奉獻” 的 “大戶”，他

們的離開，會不會給教會的財政帶來較大的問題？自從我承擔 

“TREASURER” 這份事奉之後，剛開始我還有些擔心，在事工

會上還談起了自己的憂慮。牧師和其他兄弟姐妹及時開導我，

這是我們神的教會，神有神美意，只要我們堅持神的真理，神

自然會給他的教會有豐實的供應，難道我們對神還沒有信心

嗎？弟兄姐妹，當你讀到這裡，你也許已經看過我們教會

2005 年的財政年度報告，我們過去的一年不因一些兄弟姐妹

的離開就有一個大的財政缺口，反而我們這位信實的神給了我

們豐豐富富的供應，而且讓更多的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走到一

起來，一起事奉這位信實，大能的耶和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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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自己工作的公司，因為 IT 產業的不景氣，加元兌

美元的升值，我們公司在 2004 年年初就遇到了較大的財政困

難。為了度過難關，我們每人都降薪水 40%，剛開始內心有

很大的掙扎，會不會為此家庭收入就大打折扣。時間過去了兩

年，儘管我們薪水遠沒有恢復到原有的水平，但是留下的員工

為了和公司共渡難關，工作比以前更努力，更沒有因為工作，

收入而影響自己對神的事奉，也沒有影響家庭正常生活。特別

是讀到歌羅西書 3：22-25，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

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

誠實敬畏主。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不是

給人做，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侍奉

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主並不偏待

人”。內心從沒有這麼大的震動，在公司的那裡工作，不是為

了討公司老闆的歡心，力爭加薪水，而是事奉我們在天上的

主。 

 

這讓我們再次思念我主所說的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 “我

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

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我們

如果真的衷心樂意追隨主，就應該接受父的修理，感謝讚美這

位全能的上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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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文章分享 

 

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經歷神 
林潘菊如 

 
 

有人曾說：「列祖所信的神是在每日生活中可以經歷

到，息息相關的神，不像今日的信徒只憑感覺和意念。」 

 

我重生得救沒有特殊的經歷，只因在基督教學校讀書，

發覺上至校長下至校工都很慈祥，老師們皆很友善，循循善

誘，使我很感動。自己對自己說：「如能像他們就好了。」後

來知道他們都是信耶穌的。就在一次的團契聚會中決志信主。 

 

信主後常聽別人見証主在他們身上的作為，我總不相

信，我想：「為甚麼只在他們身上？我卻沒有。除非我也有這

種經歷，否則，我才不信。」 

 

1958 年的復活節前，我因下井挖泥，不慎重墮井中。在

下墮的那一刻，我脫口大叫 「主阿！救我。」 剎時間，我發

覺有一道力托著我，人卻像斷了線的風箏直插水中。我終於經

歷了主的拯救，這是第一次。 

 

1995 年因移民體檢，發覺我患有子宮瘤，且異常大。經

兩位婦科醫生檢查後，立時要做手術。手術的時間本是兩小

時，卻用了四小時，沒有額外輸血，而傷口很長，連呼吸也乏

力。留院一星期，醫生對我說：「你一定有很多人為你祈禱，

你的傷口裡外皆縫合得很好，你可以出院了。」誰知回家後，

才是戲肉。我不但沒法起床，連爬也爬不動，甚至連呼吸也不

敢，因為一呼吸而牽動傷口所帶來的痛─真的非筆墨可形容。

我活像木乃伊，渾身動彈不得，真的是欲哭無淚。為甚麼會這

樣? 

 



 三○ 

一個主日的清晨，我在朦朧間看到一位穿白衣人的背

面，他右手揪了一把像八爪魚的東西，那些爪像在掙扎中。我

立時感到身上一鬆，大叫一聲，竟然不痛。祂釋放了我！這是

第二次經歷。 

 

2002 年的暑假我決定來多倫多生活，我本有我一套的計

畫，無奈一切皆不如我願。生活的壓力使我透不過氣，加上身

邊林林種種的煩瑣，我曾問自己：「是否決定錯了？」 

 

儘管一切皆不如我願，神卻讓我處處經歷祂的同在。自

從入了護理這個行業，更經歷主無時無刻不在。不論在體力

上，工作上，天氣，路上的平安等等祂都賜與，祂沒有因我的

年紀，我的體力，我的環境，而撇棄我。因為祂是我的神，我

的救贖主─死而復生的耶穌基督─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

成了我的拯救。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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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一一一一) 
 

好一對準爸媽 – Edward & Heidi – Baby Shower 
 
 
 
 
 
 
 
 
 
 
 
 
 
 
 
 
 
 
 
 
 
 
 
 
 
 
 
 
 
 
 
 
 



 三二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二二二二) 
 
 

送別?  

 
Jessica 
回香港了! 
 
 
 
 
 
 
 
 
 
 
 
 
 
 
 
 
 
 
 
 
 
 
 
 
 
 
 
 
 



 三三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三三三三)  

 
 

新居？誰的？ 

哦！牧師，師母 

搬家了！ 
 
 
 
 
 
 
 
 
 
 
 
 
 
 
 
 
 
 
 
 
 
 
 
 
 
 
 
 
 
 
 



 三四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四四四四) 

 

 
 

前任主任牧師伍權彬牧師回加探望留影 
 
 

 

 
 

愛筵─弟兄姊妹盡顯烹飪本領！ 



 三五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五五五五) 

 

聖誕慶祝─頌讚 

 
 
 
 
 
 
 
 
 
 
 
 
 
 
 
 
 
 
 
 
 
 
 
 
 
 
 
 
 



 三六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五五五五) 

 

聖誕慶祝─重組金句 

 
 
 
 
 
 
 
 
 
 
 
 
 
 
 
 
 
 
 
 
 
 
 
 
 
 
 
 
 



 三七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五五五五) 

 

聖誕慶祝─致謝 

 
牧師，師母，謝謝你們的辛勞！ 

 
 
 
 
 
 
 
 
 
 
 
 
 
 
 
 
 
 
 
 
 
 
 
 
 
 
 



 三八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 
二零零五年教會財政與事工二零零五年教會財政與事工二零零五年教會財政與事工二零零五年教會財政與事工匯匯匯匯報及二零零六年前瞻報及二零零六年前瞻報及二零零六年前瞻報及二零零六年前瞻 

 

督印督印督印督印：：：：黃紹權牧師黃紹權牧師黃紹權牧師黃紹權牧師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黎炳鍵黎炳鍵黎炳鍵黎炳鍵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林潘菊如林潘菊如林潘菊如林潘菊如 

封面設計封面設計封面設計封面設計：：：：馮文彥馮文彥馮文彥馮文彥 



 三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