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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學習與成長 - 黃紹權牧師(主任牧師) 

 

經過了幼稚園到大學研究院這段日子，叫我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發

現自己已經老了：不單只年紀上老了，而且生命上亦老練了不少。相信這

是成長的必然結果，但問題的核心卻是“這是一份怎樣的老練呢？” 

 

年少時，每當聽見“讀書”這個詞語，心中就泛起一股不知所以的矛

盾。學校中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又有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學，是一個樂園。

可是每當要預備考試和測驗的前夕，心情卻憂得如臨大敵。可能是自己的

本質差，不是讀書的材料吧﹗到了中學會考，當真正明白到自己已經落後

於其他人很多時，才曉得發奮力追，希望可以趕及與其他同窗的水平看

齊，亦因為如此，我學會了“勤有功”的道理。 

 

後來經過大學、神學院、到今年（2009 年）畢業於研究院的初階課

程，勤有功的理念看來已經不足夠應付，双而我需要的是有更多神的智

慧，方能把已獲得的知識融匯貫通，並得出新的概念。“既要有知識，也

需要智慧”已經成為我現在學習上的原則和秘訣。可惜，智慧卻不是得由

我自己的能力賺取得到的東西。 

 

    那究竟如何才可以得到真智慧呢？有人說：「聖經中已經指出 — 有

智慧是源於神（詩篇 111：10）。向神求吧！」不錯！這說法真是何其宏

亮，但卻是有膚淺之嫌，可知要得著神所賜的智慧，人也當預備成為一個

可盛載智慧的器皿。問題在於如何讓自己(被)預備好呢？ 

 

聖經中有如此的介紹，在列王紀下 4：1-6 中，以利沙如何為寡婦合力

把多個盛載器皿，逐一滿滿地盛滿油，就是一個明證。若然我們沒有預備

好盛載神智慧這個器皿，他日就會像列王紀下 4：6 所記一樣，“油止住

了”。神賜我們再多智慧也不能再盛載得住了。從以利沙與寡婦的事件，

足叫我們見到“順服 obedience”是擴展和預備盛載神智慧的器皿的不二之

法。信徒也必須有相同的生命因素，只有對神毫無保留地順服，人方能得

到神賜的智慧，並用這些智慧把獲得的知識（又或今天所稱的“資訊”）

融匯，繼往開來，叫人有更新（Renewed）的獨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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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四十歲後的我，至今仌沒有想過會有結束學習的一天，皆因屬靈

生命的成長，仌然需要透過學習而得到磨練，要訣是只需要順服神的心從

來沒有改變，就是得勝的竅門。 

 

弟兄姊妹，教會能夠竭力的是建立一個彼此學習、彼此一同磨練成長

的群體，同心邁向更成熟的屬靈生命。作為牧者，我願意以身作則去作示

範，目的都是誘發各信徒對神的心更了解，更順服。 

 

過去十多年在以馬內利的事奉中，教導神說話的工作已做了很多。雖

然這方面仌然會去做，但我們必需正視實踐層面的重要性，與及我們事奉

上的主動性。因此，教會繼今年的主題“除舊我，成新我”之後，2010 年

的主題將定為“佈道與教導的雙軌事工”。這是重要的一年，是全教會進

行「事工重置（ministry re-engineering）」的關鍵時刻。因應這方面需要，

神亦賜給我們第三位傳道同工及其家庭，就是 O’Boyle 宣教士一家，他們

對華人佈道的委身，從他們一家人願意到中國北京留學學漢語兩年就可見

一斑，但更重要是神補足了我事奉上的有限，甚至是盲點(blind spot)，以

一個更適合的領袖去領我們一同主動事奉神。 

 

能夠在一家只有二三十人的教會，共有三位教牧同工，並且都是甘心

願意接受神學造就的人，這可謂前所未有的組合，信徒與牧者的比例可冠

全球。弟兄姊妹，比對教育界，這正是多年來所期望的小班教學的「屬靈

版」，我真不能夠明白為何還有人會願意捨我們而去，並趕著去赴如演唱

會般的聚會。 

 

以馬內利實屬神眷愛的教會，我們要曉得向神感恩圖報，不然，祝福

始終都會因“器皿都用光了”而有盡頭的一天。 

 

回顧去年的學習機會，我們把加拉太書研讀的進深查經班完成，另外

又在主日學時間中開始了“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的課程，希望藉保羅的

經文，重新了解保羅如何介紹自己，以致我們不會以個人對保羅身份的預

設理解去演譯保羅的講話內容，甚至誤解保羅書信中的說話原意及保羅說

話的受眾背景。 

 

除主日學外，主日崇拜的講道則環繞著雅各書、提多書及申命記，選

擇雅各書是因為書中所談到“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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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1:2)，是一份信徒不可或缺的屬靈功課。至於提多書所談到教會

建造過程時的種種條件，尤其是教會中信徒的質素，這將會成為將來教會

見證的基礎。而申命記的教訓，更開拓我們對聖經的學習領域，以被擄前

後的角度去了解神在選民身上的作為，叫我們更加謹慎地過一個得神悅納

的生命生活。 

 

學習神的說話更延至祈禱會中，在每星期的祈禱會首三十分鐘，我們

選了以約伯記去探討“甚麼是正確的神觀？”我們到底有沒有錯誤地認信

神呢？這是我們廣大信徒需要不住双思的題目，這也是叫我們能擺脫“功

利地信耶穌” 1的重要信仰擌練。 

 

年復年日復日的學習，到底是甚麼驅使我自己對學習聖經的委身呢？

可能是為了作榜樣的緣故，但更是因為我愛耶和華神。我們愛所以我們渴

求與神更多接觸，而學習就是其中深入接觸神、認識神、與神交心的行

動。 

 

弟兄姊妹，除非你不愛神，否則與神多交通，多交談便成為了一件自

然不過的事。所以我們會到教會主日學習，我們也會參加祈禱會與神交

通。難道神僕人曾說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希伯

來書 10：25）是空話嗎？ 

 

學習與成長其實是息息相關的事，願我們不要停止學習！ 

                                                 
1
 “功利地信耶穌”是指到因有利益才信耶穌基督，例如“信耶穌基督是因為病得醫治”，又或“信

耶穌基督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好處”，這些其實都是建基於利害關係上的宗教思想，並非全心相信，也

是民間信仰的“基督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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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Greg O’Boyle (Missionary Pastor 宣教士牧者) 

 
Dear TICBC Family,  

 

     On September 13, 2009, my family and I visited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for the first time.  We were impressed with your commitment to Bible teaching; 

and, although a small group, you were committed to each other and to proclaiming the 

truth.  Your openness and willingness to allow our family to worship with you brought 

us back week after week.   We came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might be willing to 

partner with us, and now we are co-labourers.   As your missionary pastor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diligence in study and willingness to be flexible and patient 

with our limited Chinese.    

 

     I began teaching in January by teaching the Bible chronologically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I hope that the lessons have been helpful for all of us to see the continuity 

and constant theme of “hope” that is portrayed throughout the pages of God’s word.   

Knowing these important stories will aid us all in telling unbeliever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I als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gin a study of the book of Jonah.   I believe 

Jonah is a reminder to all of us to lay aside our nationalistic pride and proclaim God’s 

message leaving the results up to Him.      

 

    As I look back at the past 6 months and ahead to the future ministry with TICBC, I 

am excited for where God will take us as a ministry.  We have changed locations and 

have welcomed new faces to worship with us at the Old Unionville Library.   Our 

family’s Christmas Open house was a great start for us in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our 

neighbors.  Many of you attended and were a wonderful support in reaching out to them.   

We look forward to doing it again next year and hope to double our numbers from 50 to 

100 and be able to invite those who come to join us for worship on Sundays.    

 

     Markham is a unique city with a variety of ethnic cultures, and it promises to 

continue to grow; housing developments are cropping up all around us.   Each new 

house in our neighbourhood represents a family with whom God desires a relationship.   

This spring and summer we have two outreach opportunities being planned,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join us in prayer for them and physically get involved.    

 

     Our first opportunity will be a door hanger distribution weekend.   Our church is 

somewhat hidden, and so we need to get word out about where we are located.   A 

church in New York State has willingly partnered with us to print and produce over 

5,000 door hangers that were designed by Sandy Lai and her sister Karen.  Once they are 

finished, we will plan a weekend for us all to distribute them to as many homes as 

possible.   Keep watch for more details.   

 

    Our second opportunity is a retreat camping weekend scheduled for June 25-27 at 

Sibbald Provincial Park.  This is a weekend designed for us to reach out to our 

unbelieving friends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get to know us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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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 of the walls of the church.  We will have invitations for you to give to your 

friends soon, so be thinking and praying for whom God might lead you to invite.    

 

     This summer, our family is planning to host a Backyard Bible Club from June 28-30; 

again, we hope to use this as an outreach into our neighbourhood.   We would welcome 

help during that week if you are free from work and enjoy working with children.   

 

     I hav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t the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in 

Scarborough every Tuesday teaching English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two 

Chinese students Amy and Tracy.  We have hosted their family’s at our home in order to 

build bridges of hope with them on a couple of occasions.   Every other Monday I have 

been teaching the Story of Hope at CCM as well.    In the fall Lord willing we would 

like to start a neighbourhood Bible study at our home during the week.   

 

     I want to end this report with a reminder that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required.”   As recipients of God’s grace, we all have been given much (redemption, 

forgiveness, the knowledge of God’s will, an inheritance in heaven,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an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dopted into God’s family--Ephesians 1).  You as a 

church have shown that you are ready to give back to others the same grace you have 

receive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s we plan more opportunities to reach 

this growing community for Christ and learn together from His Word how we are to live 

in this world.  

 

Serving Together,  

Pastor Greg O’Bo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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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主席分享 

對的錯不了，錯的對不了!? - 黎炳鍵 

 

在執筆寫這文章之前的幾星期，海地和智利發生了導致重大傷亡的大地震（分別發生

在 1 月 12 日和 2 月 27 日），這兩場地震對全人類產生極大的震撼，也許是相關的人命傷

亡很大，而且兩場大地震相距只是一個多月，亦是令人觸目的原因。 

 

地質學者可能以學術的角度來解釋這兩場地震的成因和關係，然而，就是置身在遠離

震央千里並沒有感覺到震盪的一般平民大眾也受到這兩場大災難的衝擊。在 21 世紀的頭十

年間，我們的新聞頭條並沒有缺少天災。2004 年的单亞地震海嘯和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

至今對不少人仌然歷歷在目。一般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創造並掌管宇宙的主，衪對大自然

有絕對控制的權能，所以，我們假設上帝容讓這些天災發生背後一定是藏著一些"原因"。

因此，災民所受的災禍都是合理。災情越慘越代表當地罪惡越嚴重。一些基督徒作者認

為，单亞海嘯所達到的範圍是當今逼害基督徒最嚴重的穆斯林國家，因此，那些"敵擋神"

的異教國家及其國民應及早悔改，承認殺害基督徒的罪，否則上帝將要向他們施行更大嚴

重的懲罰，更有一些傳教者認為，海嘯也懲罰那些因貪圖安逸從歐美前往印度洋度假的基

督徒。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是一專制獨裁又有權能者的意念。這也許是我們很多自命信

仰純正的人對上帝屬性的一種了解，基督徒可能有意或無意地以為順服神便能心想事成，

相双背逆神便會受神懲罰處處碰壁。從這方面想，"順服"縱然不是向上帝換取發財富貴之

道，也至少是得著生活安寧的條件。我們對某些牧師傳道在講台上勸喻信徒更樂意奉獻好

讓上帝澆灌更大的祝福的言論也許不陌生，或從另一個方向來看，在評價一間人數眾多、

人才輩出的教會時，大部份人都會歸功於牧者忠心的傳道和信徒熱心的事奉，在基督徒的

思維中，順服神和興旺被看成為一種"因果關係"。 

 

在思想"約拿書"的教訓時，普遍都會集中在約拿在最初的不順服，及後上帝藉風浪和

大魚來挽回他，和上帝說出祂對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同樣的眷顧，但是，若果我們從大風

浪這一幕看，有幾點是甚有趣的。 

 

從約拿看，這場風浪是他違背上帝旨意的結果，這是他也承認了的（1:10）。但從同

船的外邦人來看，這是一場可能要令他們葬身大海的無莽之災（1:4, 6, 13,14），他們自

覺沒有犯過甚麼罪，他們更不知道在同船的乘客中有誰得罪過甚麼神，最後只能藉掣籤來

找出災禍的源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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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眾水手都因風暴慌惶失措，並試圖用各種方法來保護船隻安全時（1:5）約

拿卻躺在艙底沉睡，他的鎮靜可能一早已知這是他背逆上帝的最終結果；也許他樂於看到

一班外邦人陪他一同葬身大海；更有可能的是他一早已知道風浪的起因和平息的方法

（1:12）。約拿的冷靜（或是冷漠）跟他和其他外邦人“同舟共濟”的角色成了強烈的對

比。 

 

最後，一群異教徒，他們面臨葬身大海的原因並不是源於他們信奉的偶像。相双，卻

是由於一個在上帝應許中出生成長、並曾領受上帝啟示的先知，卻因变逆而使他自己和他

同船的人一同冒著喪生的危險，一個信奉真神的人的過錯連累無辜異教徒一同受罰，這是

頗弔詭的。 

 

耶穌並沒有解釋那些被害的加利利人和西羅亞樓倒塌而死的十兪個人是否直接因為他

們的罪而喪命，衪卻指出那些人的終局是那些不悔改的人同樣要承受的（路 13:1-5）。其

實，從亞伯被該隱殺害到"啟示錄"都記載了不少無辜受害甚至喪失生命的故事，奈何，不

少基督徒還是要將禍福跟順服上帝的事情掛鈎，自覺因得著上帝的救恩而冷眼看著世上無

辜人的不幸。 

 

下年度教會重點是佈導和教導的平衡發展。讓我們向別人傳福音時，不要以強者的心

態來"教化"未認識耶穌的人，相双，我們要儆醒，縱然像約拿先知一樣我們已認識主道，

但因著人的偏執，我們也會幹出不可理喻的事和將個人悖逆的禍害帶到無辜者之中（包括

仌未認識耶穌的人）。跟未信主的人一樣，我們都是身陷在一道被罪染污的汪洋中浮沉。

只是我們在這洪流中看到上主的呼召，和那"既濟未濟"的天國所發出的榮光和帶來的盼望

而矣，我們希望和我們同舟共濟的人都能得著這盼望。 

 

過去這十年的天災人禍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因著信仰而能獨善其身，相双，災難中蒙難

的人提醒我們罪的牽連性。雖然我們的過犯並不一定馬上使我們遭遇苦楚，但別人受苦可

能是受我們的不順服所連累。我們責備的指頭不是向著他們，而是指向我們仌然未擺脫的

罪。傳福音及其他事工並不能替代在真理中的自省和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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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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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ncome Statement 01/01/2009 to 31/12/2009  
 

REVENUE 

  

   GENERAL FUND REVENUES 

  General  Offering Received $22,930.18 

 Thanksgivings Offering Received $2,480.00 

 Interest Income $0.53 

 TOTAL GENERAL FUND REVENUE 

 

$25,410.71 

TOTAL REVENUE 

 

$25,410.71 

 

           

EXPENSES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36,750.00 

 CPP & UIC $1,929.59 

 Church & Office Rental $4,282.20 

 Hospitality $503.98 

 Miscellaneous $219.35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1,468.21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45,153.33 

   Office Supplies $42.80 

 Audio/Visual Equipment $106.49 

 GEN. MANAGEMENT EXPENSES 

 

$149.29 

   Honorarium (Regular Sundays) $1,400.00 

 DEPARTMENT OF MISSION EXPENSES 

 

$1,400.00 

TOTAL GENERAL FUND EXPENSES 

 

$46,702.62 

TOTAL EXPENSES 

 

$46,702.62 

NET SURPLUS (DEFICIT) 

 

($21,2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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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Balance Sheet As At 31/12/2009 
 

ASSESTS 

  

 

 
CURRENT ASSETS   

Cash in Bank   $6,983.81  

Cash      $6,983.81 

ING Direct Savings A/C  $22,350.22  

GST Receivable   $16.20       
Total Receivables     $22,366.42 

Prepaid Expenses     $628.34 

TOTAL CURRENT ASSETS   $29,978.57 

   

FIXED ASSETS     $0.00 

   

TOTAL ASSETS    $29,978.57 

 

LIABILITIES   

   

CURRENT LIABILITIES   

Total Rec Gen Payable    $0.00 

GST Owing (Refund)    $0.00 

Short Term Loan     $0.00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0.00 

     

TOTAL LIABILITIES    $0.00 

   

EQUITY   

   

FUND  CAPITAL   

Mission Fund     $17,082.60 

Building Fund     $235,632.60 

TOTAL FUND CAPITAL    $252,715.20 

   

GENERAL FUND   

Accumulated Surplus/(Deficit)   ($3,497.09) 

Total Current Surplus/(Deficit)   ($21,291.91) 

Reallocation of Funds    ($197,947.63) 

GEN. FUND ACCUM. SURPLUS   ($222,736.63) 

   

TOTAL EQUITY    $29,978.57 

   

LIABILITIES AND EQUITY   $29,9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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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010 Financial Budget   

   

Expense  2010 Budget 2009 Actual  

     

   

REGULAR OPERATION EXPENSES   
Pastoral staff salary & allowance  $36,750.00 $36,750.00 

CPP & EI    $2,000.00 $1929.59 

Postage    $20.00  $0.00 

Hospitality    $0.00  $503.98 

Miscellaneous    $150.00  $219.35 

Comprehensive Liability Insurance $1,000.00 $1468.21 

Total Expenses for Regular Expenses $39,920.00 $40,871.13 

   

General Management Expenses   

Flowers & Gifts    $100.00  

Printing/Photocopy(Annual Report) $50.00  

Office Supplies    $300.00  $42.80 

Audio/Visual Equipment     $106.49 

Paper/Plate/Cup    $50.00  

Communion Supplies   $50.00  

Office Maintenance   $200.00  

Site Rental    $7,000.00 $4,282.20 

Total Expense for Gen Management $7,750.00 $4,431.49 

   

Education Expenses  

Teaching Guides/Book-Sunday School $200.00  

Total Expenses for Education  $200.00  

   

DEACON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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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ft/Certificate/Cards   $100.00                     

Total Expenses for Deacon Ministry $1,600.00 $1,400.00 

   

TOTAL EXPENSES   $49,470.00 $46,7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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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教會事工回顧 

一月份  - 進深查經班：加拉太書研讀 

    - 教會試行在每月最後的主日崇拜，以全普通話聚會。 

   - 教會與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洽談合併的可行性， 

                               並由牧者草擬合併的計劃書。 

  - 雅各書主日證道完結。 

 

二月份  - 全面撤離 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並於 2 月 1 日 

    下午 1:00 至 3:00，在 Harvest Bible Chapel 舉行向 Centennial   

  Baptist 的弟兄姊妹謝別及農曆年慶賀聚餐感恩會。 

 - 提多書主日證道開始。 

 

三月份  教會祈禱會由 3 月 3 日起，逢星期二晚上 6:45-8:45，  

                             於 Markham Village Library 的 Study Room "H"舉行。 

 

四月份  受苦節聯合崇拜於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舉行。 

 

五月份  - 申命記主日證道開始。 

    - 黃牧師神學碩士 (Th.M.) 畢業。 

 

兪月份  教會與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的合併洽談 

                            ，因友會會友會的双對而告吹。 

 

九月份 本會劉嘉慧姊妹與黎炳鍵弟兄(事工會主席)於九月廿日下午三時於

Markham Museum 舉行婚禮。 

 

十月份  新一期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  

 

十二月份 - 誠邀由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ABWE) 差 

                              出的 Rev. Greg O’Boyle，由明年一月起，成為本會宣教士牧師。                  

- 教會計劃一月份遷至 Old Unionville Library Community Centre 

- 聖誕節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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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功課1
 

保羅及保羅神學的膚淺認識 – 余衛東 

 

作為一個基督徒，如果對聖經不認識，就應該稱不上為一個基督徒。新約 27 卷書信

中，其中 13 卷為保羅所著，佔有 48%份量。如果對保羅書信不認識，對神的救恩，主耶穌

的救贖就可以說不上了解。我對保羅的認識可以說停留在那種遙遠而偉大的階段，對其中

一兩書卷的仍細閱讀，也難對保羅及保羅神學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在我們教會，我們通過

講道，主日學，查經班，系統學習了「羅馬書」，「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後

書」，「提多書」，「提摩太前後書」，「腓立比書」，對保羅寫這些書以及要解決的問

題有一定的了解，但從這些書信中對保羅的生活、傳道、職業以及其神學背景都缺乏全面

而系統的了解。《保羅神學背景知多少》可以說是彌補了這些缺乏的珍貴一課，對保羅本

人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甚至對他的生平都有進一步的認識，只有將保羅還原到當時

的社會背景，才不致於虛構或者錯誤地認識保羅，對於我們今日的信仰也大有幫助。 

 

1. 使徒保羅的身份背景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對於使徒保羅的身份背景產生混淆，時而是猶太人，時而

是羅馬八民，其實新約聖經，特別是使徒行傳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只是分落在不同

的經文段落中，直至兩三年，讀經和借助網絡工具才對使徒保羅的身份背景有一個清

晰的認識。 

 

1）希伯來文名叫掃羅（徒 7：58） 

2）徒 22：3-4，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

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侍奉神，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我也

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男女都被鎖拿下監”。保羅的自辯，道出了

他自身的背景、教育、以及對基督徒極力逼迫。 

3）徒 22：28 道出了保羅生來就是羅馬八民。 

4）徒 23：6 道出了保羅也是法利賽人。 

5）透過對經文內容及其背景的了解，如提多書，保羅在提 1：12 在兊里特人中的一個

本地先知說：“兊里特人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說明了保羅對希臘

文化非常了解。 

6）保羅使徒身份，大家都知道保羅在前往大馬色追捕基督徒路上遇見主，並在大馬色

受洗歸主（徒 9：1-18），保羅在大多卷書信中提到自己使徒身份。羅 1：1“耶

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林前 1：1“奉神旨意作基

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提前 1：1“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

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保羅”，提後 1：1“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

                                                 
1
這些習作乃 2009 年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的家課，每篇字數由二百字為起

點。本習作旨不在於分享個人感受，双之，主要目的是要學員自我檢視一下，在課堂中自

己所學到的內容到底有多少。有見及此，以下文章只是每個學員的自的評估，有可能包括

個人對保羅認識的內容，又或因課程內容而誘發的查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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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多 1：1“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

羅…”，對於普通的信徒，應該不會去挑戰保羅的使徒身份。我們知道使徒的宣

稱十分重要，因為基督把絕對的權柄賜給使徒。叫使徒作他的代表，向教會說

話。我們知道保羅不是主耶穌在世的時候所揀選的門徒之一。保羅是否符合設定

使徒的資格呢？讓我們一同來看這個資格說明，當使徒在五旪節那天等候聖靈降

臨的時候，得決定一位新的使徒來代替猶大，因此彼得解釋作一個帶有基督權柄

的使徒必須符合三個標準。 

 

A）根據徒 1：21 必須直接受過在世基督的教導 

B）據徒 1：22，必須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C）徒 1：23-26，新的使徒必須是被主親自揀選進入這使徒位分 

 

乍看，保羅不符合使徒第一個標準，仍細回想加拉太書的查經，加 1：11-18。保羅在

他信主以後， 立即到了阿拉伯的曠野度過了三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大概等於其他使徒與耶

穌在一起的時間。這三年間，耶穌親自把福音啟示給保羅。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見到了復活

的主，符合第二標準。徒 9：15“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

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說明了主耶穌親自把作使徒職分賜給了保

羅。 

 

由此在我想到神救恩就是如此奇妙。主耶穌在世的時候，十二個門徒當中，沒有一個

是有學識，彼得只是一位漁夫，但耶穌揀選各種各樣的人成為他的器皿。我們有甚麼理由

不去聽神的話，傳揚神的話語呢？ 

 

2. 保羅的生平及使徒保羅書信的分類 

這似乎應該是兩個分開的標題，我以前讀過一本書，《希伯來民族歷史》，該本書讓

我了解以色列民族的歷史，當時外族的歷史，明白了神是怎樣利用當時的社會背景，對以

色列施行拯救及懲罰，在這裡我是希望自己進一步釐清使徒保羅的生平，從而了解書信寫

作的大致時間、地點，以及書信的分類。 

 

保羅的生平時間表大致如此： 

  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   徒 22：3-4 

        在迦馬列門下受教    徒 22：3 

主後 35 年 在大馬色途中遇見主   徒 9 

  前往阿拉伯曠野    加 1：17 

主後 37 年 逃離大馬土革    徒 9：23-25 

主後 38 年 訪問耶路撒冷 15 天  加 1：18，徒 9：30 

  回大數      加 1：21 – 24 

 主後 44 年 在安提阿與巴拿巴同工    徒 11：25 – 26 

          46 年 與巴拿巴帶捐款上耶路撒冷   徒 11：27 – 30，加 2：1 

          47 年 第一次佈道旅行     徒 13 

          48 年 回安提阿報告                  ← 加拉太書 

          49 年 參加耶路撒冷會議  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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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年 第二次佈道旅行     徒 16 

                      ←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51 年 在哥林多一年半     徒 18：12 

 主後 53 年 第三次佈道旅行     徒 18：23 - 20 

          54 年 在以弖所兩年     徒 19：9 ，哥林多前書 

          57 年 再訪馬其頓   徒 20：1 ，哥林多後書 

  在希臘三個月     徒 20：3 ，羅馬書 

  帶捐款上耶路撒冷  羅 15：25 – 26 

  在聖殿暴動中被抓  徒 21：27 – 23：32 

  被腓力斯關在該撒利亞兩年   徒 23：33，24：27 

主後 59 年 在亞基帕王前分訴  徒 25：13 

主後 60 年 上告該撒往羅馬起行    徒 27 

  在羅馬坐監兩年     徒 28：30 ，以弖所書 

               歌羅西書 

                 腓立比書 

             腓利門書 

 主後 62 年 在羅馬獲釋   腓 2：24 

          63 年 探訪各處教會，留提摩太  提前 1：3， 提摩太前書 

  於以弖所，留提多於革哩底   多 3：12-13 ，提多書 

          64 年 前往西班牙   羅 15：28 

          67 年 在特羅亞被捕      提 4：13 ，提摩太後書 

  在羅馬監獄殉道 

 

有了上列生平表，不難看出保羅遇見主後 30 多年的事奉，各書卷的大致成書時間、

地點。對了解聖經有一定的幫助。 

 

在使徒行傳 21 章記載，保羅上耶路撒冷有很大的生命危險，眾人都知道，勸保羅不

要去，而保羅不聽勸阻，立意上耶路撒冷，以致被抓，這讓我想起徒 9：15 經文，“他是

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這是主的命令。 

 

我們知道保羅的書信可以分為三大類別：1）監獄書信；2）教牧書信；3）致教會書

信。監獄書信：以弖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四卷。很明顯前三卷是給教會

的，後一卷是給同工腓利門的，是否應該將監獄書信分為兩部份，分別放在教牧書信和教

會書信分類中間，成為一個特別分支就更為合理。 

 

以上是本人一點點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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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背境知多少- 潘菊如  

 

“聖經無誤”是無可置疑的。但翻譯有誤，教父有錯是在所難免的。既然聖經是

神所默示的，與神學又有何關係？事實上，每人（信主）都有一套神學，完整或正統

與否，另當別論，我總覺得“神學”每每給人一種高不可攀，層層刁難，抽象不太實

際的感覺。 

 

        能夠對作者的身世，當時所處的環境，思維多一點的認識，我想是一般讀者

的訴求或人的好奇心吧！使徒保羅背境知多少已經上了三課，對我而言沒有多大新

意，只是讀多了一些相關的經文，我在 60 年代初信主，那時我們只有和合本聖經

（中文而言），無論是上聖經課，主日學，團契，主日崇拜，皆誦讀此書，那時的牧

者傳道，或聖經課老師們大多數是神學院畢業，也有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但皆以此經

為首，從來沒有人提論原文是怎樣怎樣，牧者傳道老師們皆沉實、樸素、慈祥、操誠

愛主，熱心傳道，深愛教會，對信眾關懷備至… 

 

    經文為何會被誤解？純是那些所謂的“神學家”或一些不負責任的傳道牧者，為

了出位，為了方便，在鷄蛋中挑骨頭，無中生有或人云亦云，不加思考所致。例如林

前丂章中所論及的“自制”吧 – 的確每人在神面前領受不同，有的是這樣，有的是

那樣，若你領受是獨身，那就獨身。双之，就結婚吧！當，保羅所說沒有娶妻的是為

主的事掛慮，想怎樣的叫主喜悅，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

那是生活中鐵一般的事實，與保羅是否已婚，喪偶，或守童身毫無關係，偏偏有人卻

想出了神職人員必須守童身之說，結果醜聞百出，主名受損，皆因人自以為是，獨樹

一格，卻令主名貽笑四方。人若自省，認定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就當憑單純的信心仰望，靠主過每一天，當你有過

犯時，你要認罪悔改，慈愛的主，必赦免你的罪，使你重新得力，走在祂的路上。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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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主日學家課 - 李偉民 

 

        研讀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全書後，我個人大概可以分開三個階段研究和分析，保羅如

何從主臨升天所交付之大使命開始，作為神見證實行出來。 

 

（一） 教會的創立與發展：首先在耶路撒冷（徒 1 至丂章）。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徒兪至十二章）直到地極（徒十三至廿兪章）直至主再來，去作祂的見

證。主交付了大使命以後，門徒的回應是甚麼？他們先回到樓房禱告，又選

了馬提亞代替了猶大，到了五旪節，聖靈降臨，一如主所應許的，把使徒都

充滿了，又賜外國語言的恩賜給他們，他們便向從和地到耶路撒冷朝聖的猶

太人傳福音，講見證，結果彼得講了一次道，有三千人信了主，教會而且繼

續不斷拓展。 

 

教會增長原因很多，包括如下：神蹟奇事，愛的團契，凡物八用，恆切的教導，肢體

關顧，火熱的心。見證：以致主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他們。跟著，彼得醫癒天生瘸

腿的人，又藉此向眾人見證主的救贖與復活，結果使徒遭祭司長派人來拘禁，但仌無

法禁止使徒作見證及其他人信主。那時信主的單是男丁已到五千人。八會的人因他們

行的顯然是神蹟，又認為他們是沒有學問的小民，所以將他們釋放。這給門徒更大的

鼓勵與力量，他們繼續禱告，祈求，服侍，放膽講論神的道，門徒甚至將田產，房屋

都變賣，將錢奉獻，按各人所需分給各人，巴拿巴就是表表者。 

 

（二） 福音傳給外邦人：自教會成立後，信徒人數激增，福音傳遍耶路撒冷（一至

公章）。其後因逼迫，門徒分散各地教會因扎根於猶太全地及撒瑪利亞各地

（兪至十二章）。 

 

        安提阿教會建立後，因著這教會之異象，她逐漸成為對外邦（直到地極）的宣教

中心，保羅及巴拿巴在安提阿教會栽培信徒逾一年之久，整個教會被聖靈的帶領，將

保羅及巴拿巴等人差出去。 

 

        從使徒行傳（十三章）開始，教會發展之重心便由彼得轉到保羅身上。保羅第一

次出門傳道，他在加拉太的工作。（第十五 36 至十兪章 22 節）保羅第二次出門傳

道，保羅在希臘的工作。（第十兪章 23 節至二拾章 38 節）保羅第三次出門傳道在以

弖所工作。 

 

       福音的西傳（二十五章至二十兪章）。聖靈的工作是不可思議的，祂透過敵人 對

教會的逼迫使門徒分散，以致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全地及撒瑪利亞。祂繼續藉著

保羅的 被捕，上訴於凱撒，透過保羅將福音傳到羅馬。保羅在腓力斯的統治下受軟禁

兩年。 

 

        保羅第四次宣教旅程（第二十丂至二十兪章 15 節）。保羅去羅馬的航程，保羅

在船上雖身為囚犯，但因神的同在，多次準確預言了要發生的事，令全船的人都安全

到了米利大島。保羅在那裡遭毒蛇咬也無恙，他又為島長父親禱告治病，也治癒了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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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多病人，三個月後，他們才坐另一艘船到羅馬，在羅馬他與猶太人首領辯明原

委，又在所住的地方講論神國之事，放膽傳福音，是有兩年之久，無人禁止； 

 

（三） 保羅的生平與工作。保羅又名掃羅， 約於八元二年或三年生於小亞細亞，大

數城中的基利家，父母為猶太人屬便雅憫支派。（羅十一章一節）。（徒二

十三章公節）他還有一個姊妹和外甥。（徒廿三章十公節）。生來即為羅馬

八民（徒 22 章 25 至 29 節）自幼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在本城後前往耶路撒

冷進深，拜當時極負盛名迦瑪列師門下（徒廿二章三節）。對於猶太教律和

神學有極深的造詣，且照當時法利賽黨人的習慣，學會了一門織造帳栅的手

藝（徒拾兪章三節）。 

 

        保羅書信今所存者只有十三封，現分類如下：（救恩論）（A）羅馬書；（B） 

加拉太書。（基督論）（A）以弖所書；（B）歌羅西書；（C）腓立比書；（D）腓

利門書。（教會論）（A）哥林多前書；（B）哥林多後書；（C）提摩太前書；

（D）提摩太後書（三）提多書。（末世論）（A）帖撒羅尼迦前書；（B）帖撒羅尼

迦後書。 

 

        保羅所有書信都是以希臘文寫成的，通常保羅只是口述，由一位文書代筆（羅十

公章廿二節）。自己在信尾或親筆簽署或另附數語問候祝福（加公章十一節）。以證

明確為自己的函件。 

 

         研讀過保羅書信，無不感到使徒思想的卓越，對基督的赤誠，以及對拯救人靈魂

的滿腔熱情，保羅被稱為偉大的使徒，實可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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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主日學家課 – 彭凌 

 

        保羅原名掃羅，希伯來文意思是“求問神”，希臘文原意是“細小”( 徒 13：9)。 出

生於大數城中的基利家，父親是一位有羅馬戶籍的巴勒斯坦地商人，推測也是一名虔誠的

法利賽人，母親也是虔誠婦人，他有一個姊妹和外甥，徒 23：16。保羅接受教育於大數城

中的著名學府，其後到耶路撒冷迦瑪列門下接受拉比訓練成為 SCHOOL OF HILLEL 下的

拉比. 徒 22：3，6；26：10. 在初期教會，掃羅成為逼迫教會的領導人，徒 8：1-3，22：4-

5，19 -21，26：9。保羅的婚姻背景，曾經結婚但如今已是鰥夫，林前 7：7-8.他的見證能

涵括各式婚姻狀況的人士，由此可知保羅雖然是單身，這是沒有因妻子離世而再娶所致，

並非厭惡婚姻，也非因事奉之職而虔守單身，他是一個很有自主能力的信徒，因此他能夠

為自己事業的範圍和環境，作出最能夠保持最廣闊的事奉環境的決擇。保羅的工作與職業

背景，徒 18：3 製造帳篷為業，或是皮匠，這類工作可以有空間及時間允許工人互相對

話，合作完成工作，保羅在工作場所中，一邊工作一邊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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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主日學家課 –劉嘉慧 

 

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開始便註明要交一篇約 200 字的得著匯報，並非課後感

想。雖然有很多時間給予我，但也令我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匯報：從課程中，可得知保羅書信如何成書及過程，保羅生平介紹及信主經歷，他的

書信和神學教義的分類，正典的測試，書信中簽署的意義，書信的格式及用具，舊約的引

用，保羅的婚姻狀況，道德觀點及工作及佈道......未完，因為主日學未完，下學期仌要繼

續。 

 

想一想，課堂上學了些甚麼？我常留意一些細微而不重要的地方，其中一個是保羅書

寫時的用具。 

 

保羅的著作中有丂卷引用舊約的經文，當中涉及摩西五經，先知書及希伯來寫作，但

知道昔日古卷都是很大且用皮卷抄錄，所以保羅無可能帶備所有經文在身邊，因此他可能

隨身帶備一本由蘆葦紙造成的私人筆記簿，可將重要的經文記錄下來提醒他自己。 

 

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提醒，現今科技發達，隨時有一千幾百本書在手提電子產品上，

資訊泛濫的年代，我們有否如保羅般珍視所擁有的智識？我自己亦相信，親手記下的東西

才會是自己擁有的，而身外的書隨手拈來往往都只是一堆資料。更何況，我相信作為法利

賽人的保羅一定在從小的訓練中，背誦了很多經卷，而今天的我又有多少句金句可以記得

住呢？自己是永遠鞭策不到自己的，是不是應提議發起背誦金句比賽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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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主日學家課 –黎炳鍵 

在 2009 年 10 月開始的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課程總共分為公個部份: 

(1) 保羅書信的正典及成書問題 

(2) 保羅的婚姻狀況，對性和相關的道德觀點及佈道的相互關係 

(3) 保羅的工作及職業背境 

(4) 保羅的社會階層、猶大及希羅背景及學歷 

(5) 保羅的佈道方式及場景 

(6) 保羅對錢財的觀點 

 

  由於在課程期間教會事工需要作出調整的關係，因此，我們在完成第(2)至(3)部份後，

使開始了另一新的主日學課程「盼望的故事」，之後，將會繼續完成課程餘下的三個部

份。以下將列出首三部份內容的撮要。 

 

  在第(1)部份中陳列了信徒普遍對保羅書信的成書和納入正典的觀念，當中亦涉及保羅

生平和保羅書信分類等的課題。然而近數十年間的聖經研究都構成對這些傳統觀念的衝

擊，但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些研究使讀者對保羅書信有更多角度和更立體的了解。 

 

  在第(2)部份，課程集中在保羅的婚姻狀況及他對獨身、性慾和家庭觀念的分析。當中

亦涉及希伯來文化的風俗和傳統，因此，要了解保羅書信便不能單單[望文生義]或脫離現

實人際關係的了解而歸納出一個抽象的所謂“純真理”。 

 

  課程的第(3)部份嘗試從保羅的工作背景來了解保羅及其著作。傳統教導中保羅被塑造

成[學者]和[中產]的形象。這跟他以[織造帳棚]這種[粗重工作]並不協調。這部份讓學員重

新双思[事奉]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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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與 Centennial 說再見                                              以馬內利新聚會地點：Old Unionville Library 

 

        
Our New Pastor: Rev. O’Boyle & Anne                     黃牧師神學碩士(Th.M.)畢業禮時的全家福 

 

       
劉姊妹離開多倫多前與弟兄姊妹合照       聖誕節聯歡會@余衛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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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炳鍵弟兄及劉嘉慧姊妹 9 月 20 日結婚照            Open House @ Pastor Greg’s Home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全家福            宣教士 Guy Leduc 於祈禱會時間探訪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 

二零零九年教會財政與事工滙報及二零壹零年前瞻 

督印：黃紹權牧師 

編輯：黎炳鍵 

封面設計：黃紹權牧師 

2009 事工會成員：  2009 年教牧同工 

主席：黎炳鍵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黃紹權 Alan Wong 

財政：余衛東  講壇傳道 Teaching Pastor: 湯寶源 Po Yuen Tong  

文書：林潘菊如  宣教牧師 Missionary Pastor: 歐陽岳 Greg O’Boyle 

                                                                                                         (2010 年 1 月正式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