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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前所未有的一年 黃紹權牧師 

 

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在 2010 年中，刷新了好幾件 “前所未有” 的事〆 

 

（1） 教會中擁有的牧者數目是前所未有，一共三位牧者涵括中英雙語々 

（2） 教會一年之中有前所未有的受浸人數，達到五位弟兄姊妹々 

（3） 教會舉辦了一個名為“讀經會”的新事工々 

（4） 教會前所未有地與另一家教會同步舉行浸禮。 

 

  可能有更多的“前所未有”未被陳列在上述的表列之中，但這四件事足見我們

的教會乃一家有能力的教會，可以做出更多其他教會也為之希冀或恐怕去做的

事。我們能夠做到，並非因為我們人才濟濟。相反地，在各方面我們都是捉襟見

肘，人力物力財力都非常有限，但藉著弟兄姊妹同心合力的支持，一件又一件看

似不能卻又妥善地行了出來的事尌完成了。 

 

  首先談一下教牧同工的改變。 

 

  昔日只有與湯寶源傳道我倆一同事奉，但自年初時候便開始有新的改變。雖

然湯傳道只是部份時間的同工，但他多年來積極在講台上為弟兄姊妹提供牧養的

努力，事奉的態度與全職同工無異。至於我在教導事奉上的工作，除了繼續有關

《申命記》的講道外，更在主日學上把加拉太書的進深研經班完成，而新一系列

的《保羅背境知多少》及《彼得前書》主日學亦按時推出及逐步完成。可惜，一

直記掛著的英語牧養卻仍然是分身不瑕。 

 

  經過 2009 年末在會友會中的通過議案，歐陽岳牧師（Greg. P. O’Boyle）與及

他的家人正式於本年初開始在教會事奉，初定為期兩年。他們是從美國密芝根州

的小鎮聖路易斯而來，他曾於該鎮中的一家浸信會當牧者八年之久。後來，他們

決定成為 Association of Baptists for World Evangelism 的宣教士，並往中國北京花

了兩年時間學習中文。經楊步雲牧師的推薦，他們成為我們的宣教牧者，主責在

福音工作的推動、華人子弟的福音工作及講壇上傳講神的道理。 

 

  歐陽岳牧師後來有見英語華人子弟的屬靈需要，於是主動提議主日學時間開

辦英語青年團契，成員包括他的兒女及教會中的青少年。另外，他亦曾於主日學

時間，與我一同教授佈道基礎課程 The Story of Hope。此外，歐陽牧師亦在教會

中締造不同的佈道機會，其中包括教會夏令野營退修會及孟諾教派社群（The 

Amish）的美國探訪之旅。在事奉上，教會各弟兄姊妹都竭力配合，希望為歐陽牧

師提供一個最大的空間和互動的事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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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之後，教會的崇拜也加入英語講道時段，希望藉此幫助以英語為母語的

信徒明白神的教訓。而教會的中英語事奉也得到進一步的帄衡發展，這是一件可

喜的事。並計劃當英語的會眾達二十人的時候，教會便開始有獨立的英語崇拜。 

 

  隨著新牧者的加入，教會在偶然機會下搬至另一個完全獨立而又全為教會使

用的社區中心之中，那尌是現時聚會的地點 Old Unionville Library Community 

Centre。自 2008 年被 Harvest Bible Chapel 逼遷，離開 Centennial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的原址之後，教會曾於 Armadale Community Centre 聚會了一年多，

但因地方小，又有另一家靈恩教會在同一地點聚會，做成很多的誤會和不便。在

一次偶然機會下，得知 Old Unionville Library Community Centre 可以向外出租，

而每星期的租金卻只比原先的約多$40，經事工會和會友會的同意，教會便正式於

2010 年 1 月 3 日在上址聚會。這地點的特色是鄰近圖書館，人流較多，亦有信徒

因見到於上址的教會招牌而前來聚會。另外，全座社區中心亦只有我們使用，而

且包括兩個聚會室和廚房，無論地方的大小以至地點都十分理想，這也足見神充

足的預備。 

 

  第二件“前所未有”的事，尌是今年教會共有五位弟兄姊妹接受浸禮的見證。

於復活節期間，我們先有李偉民弟兄及其妻劉若香姊妹，一同於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接受浸禮。另外於聖誕節期間，有劉嘉詠姊妹及我的兩個

兒女（黃藹祈姊妹及黃憲祈弟兄）接受浸禮，而曾參加受浸預備班的更另外有兩

位兄姊。在我於以馬內利的十二年事奉中，這算是最多參加浸禮人數的一年。希

望弟兄姊妹會繼續彼此鼓勵成長，並更主動帶領未信主的朋友親戚認識耶穌的救

恩，接受耶和華神的一切教導。 

 

  亦因為受浸見證的緣故，教會需要租借其他有浸池設施的教會舉行浸禮，而

這一次亦造尌了另一次的前所未有，尌是在聖誕節的那次浸禮中，我們獲得活證

浸信會的堂主任吳旭麟牧師協助，兩家教會同步進行兩場浸禮見證，尤其在施浸

的時間，兩會更同在一個地方一同唱詵，一同施浸。這足見主內弟兄姊妹之間的

友誼，也是我們同屬基督耶穌的見證（約翰福音 13〆35） 

 

  最後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尌是“讀經會”這在事工上的新動向。多年來，我都

遇見很多害怕讀聖經的基督徒，其實這也算是一件難明的事，皆因聖經那有可怕

之處呢〈可是，事實上又是真的，讀聖經時最大的障礙卻在於經文中的文字。可

能因為和合本的翻譯年份已經久遠，所以言詞與當代文字用語都有一段距離。而

讀經會的最大特色，尌是牧者陪伴著弟兄姊妹一同閱讀聖經，每當與會者遇見不

明其中所以的時候，弟兄姊妹便可以馬上發問，形式有點像補習老師的教授，只

不過是屬靈生命上的補習課。 

 

  讀經會的成立源於對福音佈道上的考慮，尤其是對於那些在文字學習上有欠

缺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他們每當見到文字尌不得要領。讀經會尌是要解決這方面

的缺乏，提供一個可以有互動性的「靈命栽培帄台」。每次讀經會沒有太多深奧

的研究理論講道，一切進行繫於一個原則 -- 「多問尌多答」。換言之，不問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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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答，而組員也被當作已經明白經文內容。在過去一年間，我們集中讀馬太福音

的內容，現已經完成至第八章，盼望來年可以繼續舉行讀經會，完成全卷馬太福

音的內容，甚至有機會擴展至主日學的時間當中。 

 

  2010 年教會主題是「佈道與教導的雙軌事工」，其實只是教會屬靈改革的一

個起步，而改革是不容易並且滿有掙扎的階段與過程。最終的目的是能夠叫每一

個信徒的屬靈生命可以化諸於行動，過去多年來信徒都可能誤會了信耶穌只是人

內心的改革和更新，但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信耶穌本來尌是一個全人的更新

改變，而全人亦即內心與外在行動的統稱。沒有行動的信心是死的（雅各書 2:14, 

17, 18, 20, 26），這是聖經對每一個基督徒的提醒，不然，教會尌只會變成一個屬

靈的會所（ Socio-Soul Club），只作為心靈的彼此調劑而矣，如同一個人有腰酸

背痛，於是便找來一個按摩師為自己作舒身的作用。這樣太自我了〈也不是教會

主要希望達到的工作。 

 

  弟兄姊妹，2011 年我們將面對更大的挑戰，財政上教會只能夠維持一位全職

同工及至六月或八月左右，事工上，我們又當如何達成傳主道領人歸主的目的

呢〇我只可以如此說，也是唯一的答案，尌是「以聖經所教導的愛去關愛人」。 

 

  聖經中介紹的愛是「付出的愛」，正如神愛世人，於是便為世人付出祂的獨

生愛子耶穌。在世上有誰可以比自己的兒女更寶貴呢〇沒有了。可是神尌是以這

種付出去態度去愛世人，叫人重拾一個回轉的機會。 

 

  弟兄姊妹，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尌是秉承這份聖經中的傳統，以付出

的愛去牧養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同樣承襲這個合乎聖經的美好傳統呢〇作為教會

的牧者，只要還有機會和能力在主耶和華的照管下，為神所愛的每一個人付出更

多，叫人認信耶穌，委身主耶和華，我舉家定當義不容辭，在能力所逮的情況下

竭力去付出。在此我也邀請大家與我們一同作同一樣的見證，叫人認出我們是有

彼此相愛的心，是屬於主耶穌的真正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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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主席分享 

事事如意 黎炳鍵 
 

  常言道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雖然沒有詳細探究過身邊發生了的十宗

事中，是否真的有八九宗不如人意的事，也沒有細數到底身邊的事情是否「喜樂

參半」，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生的確填滿了「如意」和「不如意」的事。儘管事

情並不是「盡如人意」，但總有些事情是按照「期望」所發生。然而，印象中的

基督徒像是對「不如意」的事情特別脆弱。 

 

  先說那些「期望」發生的事情，它們都是經過或多或少的思量和計劃而發生

的事，例如〆一位學生選讀哪所大學〇選哪門學科〇除了按自己的興趣和取向決

定外，也會考慮到自己的能力，與及所能付出的金錢和時間等等，最後，這學生

按着這些籌算並歸納出來的結果完成自己的學業。 

 

  同樣道理，一個商人也會按自己的能力、財力和對其所認識的行業作出分

析，之後找出可行的計劃和處理相關的困難，希望最終自己那一盤生意能夠滿足

在金錢上和成尌上的「期望」。 

 

  然而，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衝擊可能使我們沒法實現自己的「期望」，或者

在做法上作出調整，盼望經過改變後的做法可以拉近步向那「期望」的距離。簡

單來說，人成長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使我們的思維和行動上作出改變和

適應，但這適應卻不可給我們得到最終期望實現的保證。在這個環節，有人選擇

放棄，亦有選擇繼續以認為正確的方向和方法向那不可知的結果前進。 

 

  回想我們基督徒圈子中，有不少人在開始事奉時是滿腔熱誠的高呼「為主而

活」和向別人分享所謂的「異象」或從主而來的「領受」，但當遇上打擊時，有

的黯然離去，也有的說自己得到從主而來的「新領受」，從今要朝向這「新領

受」更落力事奉主。（那「新領受」有多真，多逼切，尌只有上帝和當事人才知

曉了〈） 

 

  在《使徒行傳》記載保羅的傳道旅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未信者因着宗教、政

治和經濟利益的原因對保羅進行逼害。然而，除非是有「被逼害妄想症」的患

者，否則必定能讀到那些與保羅同心的同工及敬重和愛護保羅的基督徒。 

 

  跟保羅一樣，每個信徒在事奉上主的路上都會遇上各樣的順境和逆境，我們

所接觸的人有些是願意與我們親近，有些是對我們敬而遠之，甚至諸多留難。這

些都是真實生活中我們必然遇見的情況，然而認識上帝的人不會因為道路亨通而

自覺了不起或以為自己是上主所揀選「真理代言人」，相反，應該更謙卑，因為

明白一切都是上帝所成尌，自己只是有被神揀選的「參與者」，（個人的參與跟

事情能否成尌是沒必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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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認識上帝心意的人也不會因為面對困難和挫折而斷然否定上帝在事件

中的介入，或者從自我否定的一端反彈至自我澎漲並將一切失敗的因由都「歸

納」成「為主受苦」的結果。 

 

  今年是教會關鍵的一年，財政狀況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過去一直以來新舊會

眾的加入和離去和相關的問題也是整個教會事奉方向和方法的大課題。在不同的

場合中，我對弟兄姊妹曾分享教會的存留並不是最大的考慮（詴問《新約聖經》

中保羅書信所提及的教會，或者《啟示錄》中的七教會到今天的境況又如何

呢〇）要思量的是存留在上帝眼中的意義是甚麼呢〇從個人的角度看教會的存

留，會否是我們更能察驗上主的心意，從而能向更深的屬靈生命成長呢〇 

 

  「千秋萬世」對君王或任何一個機構的統領者是很重要，因為這是肯定他們

權力和能力的明證。從屬靈的角度來看，除非這是真正能榮耀上帝的事奉，否則

一間「千秋萬世」的教會，從社會學角度看，可能只是穩住人心的一環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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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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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教會事工回顧 

一月份  - 教會如期遷至 Old Unionville Library Community Centre 聚會 

                             - 2010 年教會主題〆「佈道與教導的雙軌事工」 

 (源於馬太福音 28:18-20 的大使命經文)，務求在 2010 年中，叫

教會眾弟兄姊妹都成為會學道行道的主耶穌門徒。 

- 黃牧師延續主日申命記的證道 

- 湯傳道則延續主日列王紀上的證道 

- 歐陽岳牧師於主日崇拜中傳講約拿書 

- 主日學“盼望的故事 The Story of Hope” 開課 (歐陽牧師及黃牧

師授課) 

 

三月份  會友會於 3 月 28 日舉行 

 

四月份                 - 讀經會由 4 月 21 日(隔一個星期三)上午 10:00-12:00 於李偉文弟

兄家舉行 

- 浸禮崇拜及愛筵於 4 月 2 日於 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 

Markham 舉行，而受苦節聯合崇拜亦於同一天同一地點舉行 

- 主日學“盼望的故事 The Story of Hope”4 月 21 日完畢 

- 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下)” 4 月 28 日開課 (黃牧師授課) 

 

五月份  - 中學生青年團契(Teens Group)於 5 月開始聚會 

- 讀經會由五月中改為星期四早上聚會 

 

六月份  退修會及夏令營於 6 月 25-27 日舉行，有由美國前來的信徒參加 

 

八月份  8 月 22 日為“孟諾教派社群前瞻”(歐陽岳牧師及安然師母主講) 

 

九月份                 - 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下)”於 9 月 5 日完結 

- “彼得前書查經班”於 9 月 19 日開始 

-  9 月 18 日(星期六)為孟諾教派社群探訪之旅 

 

十二月份 - 12 月 12 日聖誕節浸禮暨聖餐崇拜於活證浸信會舉行 

   - 聖誕節聯歡晚會於余衛東弟兄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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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兄姊信耶穌見證 Personal Testimonies 

李偉民弟兄信主見證(Raymond)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新的一年快將來臨。明天便是 2010 年元旦

日，適逢是公眾假期，大家懷著感恩心情歡天喜地慶祝新年，藉著主耶穌基督帶

領和保守，蒙福世人，一年比一年進步，幸福和健康，真是感謝主。 

        閒在家中，百無聊賴，無所事事，惟有拿本聖經打開研讀和靈修，希望能從

父神的話語，深切領 悟耶穌基督真理，雖然對聖經內各遍經文，仌是一知半解，

但心想一個基督徒應該與神要有正常關係，靈修相信便可幫助基督徒親近神，默

想神，實踐神的使命。如果一個基督徒若缺少靈修，靈命會常怠枯乾，若停止靈

修，靈命更是奄奄一息。 

        所以勤加對整本聖經能有相當深刻的概覽，對每卷經文細心研讀查閱，盡量

認識多些瞭解經文含意，如果能繼續這樣嘗試， 將會是一生受用不盡。 

        偶爾往窗外一看，天空仌是白雪紛飛，吹起陣陣寒烈北風，眺望窗外後園那

片廣濶草場已被一 層層白雪遮蓋著豎立兩旁那些老楓樹大都披上雪白的厚外衣，

搖曳生姿，蔚為奇觀。在遠處草場另一角，還有數只大雁，在雪地裡尋找食物和

嬉戲，自得其樂。 

        正在尋思禱告，求主寛恕，並希望父神保守帶領為我指示一條正確的路，我

不知道前面的路該怎樣走才對，只好把自己交到上帝手中，祢就使用我吧！ 

        人生在世，每一個人都會犯了罪，罪是無分大小，都是罪。這都因亞當和夏

娃在伊甸園裡，不聽父神給他們要遵守的命令，不去作那樣事時開始，因為神是

他們的主，當他們輕忽神的命令，把神的話語置之度外，而莽自為所欲為，這種

自我中心，放縱私慾的態度，是造成人與神，人與人關係破裂的主因。所以現今

所有人類身上都帶有罪，惟要靠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認罪悔改，求主赦免，使人

們恢復原來的地位，只有順服上帝，生命活得才有意義。 

        童年，每個人不分男女，都有自己的童年，主耶穌基督也有童年生活（請閱

路 2 章 41 – 52 節）。回想自己的童年往事，是十分艱苦，我生長在一個貧苦的

大家庭，父親是酒樓廚師，母親只是個工厰工人，因為家窮且兄弟姐妹又多，所

以在完成小學課程，便要走出社會工作，希望能幫補家計。在當時五六十年代的

香港，人浮於事，生活艱難，要找份工作，談何容易，如果沒有良好學識和人事

關係，休想能找到一官半職，在天父慈愛賜福和帶領下，在九龍一間很大英商洋

行，做個初級文員，生活也漸漸改善過來，所以在工餘的時候，便和幾個夜校同

學往聖堂找神父學習聖經和聽道理，初步認識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書內的經文

講述是甚麼，希望每編經文能從中了解多些。整整一年裡，從無間斷，漸漸地深

深相信主，認識上帝的存在，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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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 章 16 節）。所以決志接受領洗和堅振，最後

成為一個天主教徒，每個星期日，我必往聖堂參加主日彌撒，聽神父講道理和唱

詩，聖堂有甚麼特別節日，例如君王瞻禮日、聖誕節、耶穌復活節等，我都熱心

出席和參予。 

        工作，再工作，在七八十年代香港，百業開始鵬飛，社會欣欣向榮，各行各

業都需要大量人手，所以在當時的我，工作是十分忙碌，每天都要加時加班，沒

有多餘時間返回教會參予各項聚會研禱和團契，最後甚至連星期天也沒有時間望

主日彌撒，續漸地遠離父神懷抱，背棄聖經那些準則和律例，更沒有聽神的話

語，已忘記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根本沒有履行教徒應有的態度和責任。而且沒

有向主承認自己罪過，願意悔改，求主寛恕。 

        我做過許多行業，例如：開過塑膠厰、做過中國地毯生意、經營過出入口公

司、會所、酒樓和澳門娛樂有限公司 VIP 賭廳生意等等。 

        世事難料，於 98 年底，我將港澳所有生意結束後，便搬到新加坡和小女

Anne 一齊居住，過著休閒退隱的生活。 

        踏入 2000 千禧龍年，大女兒 Rita 在加拿大，蒙父神保佑，初次懷孕，藉著

上帝愛寵恩典，賜予趙氏家族一個肥胖潔白，健康可愛男嬰，真是十分感恩和謝

主，而我們也貴為公公婆婆，實可喜可賀。 

        他們為著要每天工作，需要我們赴加國幫他們一臂之力，打點家務，照顧孫

兒，於是便從新加坡再移民到加拿大，重新適應習慣這邊既平淡而枯燥的生活，

因為心愛自己女兒和孫子，惟有聽命，欣然赴任。 

        生兒育女，供書教學，好好栽培下一代，是現今在世所有父母親們的天職和

責任，公義感，甚至要教導他們認識基督信仰，培育他們了解聖經真理，（引導

他們行走正確的路，就是到老，他們也不偏離。）（箴 22 章 6 節）。更需要給他

們講解聖經舊約出埃及 20 章。傳十誡的律例和典章，分析十誡中第五誡命，要好

好孝敬父母，尊敬師長，愛護朋友，堅信耶穌基督為真正教主，將生命全交付於

上帝手中。 

       以上種種偉大使命，是已為人父母的重責，時刻留意自己兒女，好好教導和

訓示。雖知養子方知父母恩，父母親情深似海，奉勸兄弟姊妹們，不要忽略家中

還在世那對年老雙親，每時每刻都要關懷體貼，虛寒問暖，盡心孝悌，奉養問

安，衷心感激自己雙親，這才是子女們應有本性和品德，也是一個基督徒基本責

任。聖經上記著，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

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以弗所書六章 1-4 節）。 

        時常銘記不忘以下兩句諺語訓喻：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如機

會已過，方才後悔，已是恨錯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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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偶然機會，我們倆老首次跟著女兒孫子和女婿一齊前往以馬內利華人

浸信會，參加崇拜和主日學，剛踏進教堂，卻發現它不是一間想像中宏大雄偉，

裝修富麗堂皇的會堂，它沒有現今在加國眾教堂應有設施，例如：甚麼流行大樂

隊或詩班團隊，更缺乏那些先進而現代化名厰投放影視和音響系統。只看見有信

眾二三十人，男女老幼瑟縮在一旁，全神貫注，細心聆聽牧師傳福音講聖經真

理。同時與各大教會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天淵之別。 

        但暗地裡想，這是一間不一樣的教會，雖然以馬內利堂小，但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它有慈愛温馨的心， 合神心意莊嚴聖潔殿堂，十分感謝主，我終於找到

了，我所喜愛教會。 

        很高興認識黃紹權牧師和湯寶源傳道，他們倆學主道行主道，使教會各人有

得著，他們又緊守崗位，時刻用聖潔生命，甘心委身事奉神，不辱使命，沒有偏

離，更不會使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蒙羞，也無跟其他一些教會牧師一般──只要

信徒多加奉獻給教會，甚麼事情都可辦，以至莊嚴聖潔會堂變成吃、喝、玩、樂

的場所，只求討好普羅大眾和非基督徒喜好，任其參予各項活動，好使他們得到

歡樂，盡量接納他們入會；這樣雖能能達到他們各人自己的目的，但不是榮耀歸

向上帝，而是榮耀自己教會名聲。 

        黃紹權牧師是個不一樣的牧者，他聰明能幹，有學識，做事有自己主見和原

則，不論講道解經都十分詳細，明白分析每段經文，對各弟兄姊妹及新來教友，

關懷備至，有愛心，是個不可多得牧者。 

        時間飛逝，我們倆老往教會參予主日崇拜和查經也快四年多，在這段日子

裡，父神好像一路保守和帶領，在聖靈光照下，我們清楚地曾得罪了神 ，懇切禱

告求神赦免，以後專心仰賴耶和華，就是全心信靠上帝，不靠自己，不半信半

疑，不離開上帝，在一切所行的事，都是認定祂，不論環境和感覺如何，都遵守

上帝的誡命，認定上帝的路最好，最有智慧，全心信賴上帝。耶穌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 章 12 節）。 

        所以，我們倆老決志信主，投靠上帝，申請再接受浸禮懇請黃牧師為我們安

排，好使我們早些見證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的救恩，成為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願榮耀歸給愛我們的神。 



2010 年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年刊 

 

第 15 頁 

劉若香信主見證分享(Amy) 

        我承認自己在宗教思想上，是有些混亂，甚至有時分不清楚什麼是真神，那

些是假鬼，所以在一般宗教觀點上我只是人云亦云，朋友信拜偶像，說可保佑全

家身體健康幸福，我便相信，自己缺乏主見，皆因我也是生長在一個破碎而貧苦

的家庭，我父親是個台灣國民黨軍官，因他到處飄泊異地謀生，很少回來，而且

很早便和我母親離婚，忍心拋妻棄子，遠走它方，甘負薄幸之名，剩下我母親獨

力苦養我們四兄弟姐妹，生活艱苦。 

        香港六十年代初期，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幸好在當時香港天主教會，不時地

分派物資給窮苦大眾，而且我母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們從小便被母親

帶往聖堂接受洗禮，自然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但因年幼無知而受教育不多，所以

對整本聖經內文，認識不是一知半解，實在是全不明白所講什麼意思，每個星期

天，我便跟隨母親前往聖堂望主日彌撒，領聖體，聽神父講解道理，很多時也不

明白神父講是那章那節經文，根本沒有心情研讀和聽下去，每個星期日，往教堂

守禮拜，好像是例行公事，沒有什麼誠意。 

        飽漢不知餓漢飢，我母親為著供養我們四兄弟姊妹，每天都要到工廠工作，

一做便拾多小時，她希望想多賺些工錢回來養家，沒有時間休息，長年累月，便

積勞成疾，且畏病就醫，很早便離開我們，返回到天父懷抱。 

        人的見識是餓出來的，聰明是窮出來的！為著要生活，我們眾兄弟姊妹很早

便到社會工作，希望吸取經驗，但可惜在當時的香港，人浮於事，世態炎涼，找

份工作是十分困難，當然要先敬羅衣後敬人，沒有人事關係介紹和金錢上的擔

保，休想找到自己認為理想工作，幾經歷盡艱辛，才找到一份在塑膠廠做女工，

每天所得只是幾元港幣，但總算可以糊口過日，自力更生。 

        時間飛逝，轉眼便過了多個寒冬，回想起自婚後，閒在家中，相夫教子，做

個家庭主婦，有些時間會協助丈夫料理公司業務，幫他一臂之力，減輕他工作上

需要，共同建立美好家庭。 

        人生命運，冥冥之中是有主宰，。在我個人體會上，上帝一路為我們安排，

保守和帶領，從我最低谷的困境，慢慢演變成一個有喜樂之家，更蒙福天父賜給

我們有兩個女兒，我相信這都是神給我們極大的恩典，在此衷心感激和謝恩。 

        在我的腦海裡從來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會移民到加拿大這個寒冷國家，一心

以為可在新加坡安居和終老，但時移世易，環境變遷，最後竟來到加國和大女兒

一家生活，弄孫為樂，享受人生。 

        自從跟隨女兒全家往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參與主日崇拜和查經後，從新開始

認識主耶穌基督，是世上惟一的真神。在黃牧師和湯傳道細心講解聖經內每一節

經文，詳細分析，使我漸漸地明白耶穌真道，在這段日子裡，神一直指引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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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光照下，發覺以前不認識全能上帝，是自己的錯，得罪了神，懇切禱告向神

認罪求赦免，以致自己能聖潔的來到神面前，神鑒察，以後專心仰賴耶和華信靠

主，永不偏離。 

        經過詳細考慮，並與先生討論後，我們決定信主，再次投靠上帝，申請再接

受浸禮，懇請黃牧師代為安排，好使我們早些見證耶穌基督在我們身上的救恩，

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願主賜福給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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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詠信主見證分享 (Karen) 

        我是 Karen，中文名劉嘉詠，我在小學二年級時認識主耶穌的。我在一間救

世軍小學就讀，那時開始相信神，相信耶穌。去到中學時，我的學校沒有宗教，

直到移民加拿大，我讀 Grade 11 的時候，有一天有一個我不太熟識的同學，走來

邀請我一起返教會，我大概去了九個月，因為我發生了一些事，和因為我不喜歡

那教會裡的某些人，我因此沒有再去教會了。雖然我不好，但主耶穌沒有丟下

我。很久之後，姊姊返了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我也跟她返 church，去了

大約四年時間，好多謝黃牧師和湯傳道的教導，解釋聖經很詳細，對我了解聖經

有很大幫助。 

        我要說在這兩年的經歷，我經歷了很多困難的事，身體出了毛病，不能集中

精神去做任何事，後來工作也沒了，身體不舒服令我情緒低落，覺得有很多挫

折，心裡很難過。當我開始有好轉，今年的五月，我的貓（灰豬）突然患了急

病，經一星期的醫治，最後知道沒救了，我要決定給她安睡了，我很傷心我沒有

辨法救她。在這段時間，我反省自己，覺得自己有很多錯的地方，在這段最難過

最無助的時候，多謝 Sandy 提醒我，她叫我不要只靠自己，要倚靠神，放下自

我，返到神那裡，將重擔交給神。之後我想通了很多事，我要感謝神和我的家

人。 

        對於受浸，以前沒有特別去想，總覺得自己太少看聖經，覺得自己不合格。

在最後可提出受浸那天，Hon 問我：“你要不要受浸？我覺得牧師會問你。”我

很奇怪他會這樣說，但心裡問自己：「你信不信耶穌？」（你要不要認罪悔

改？）（如果牧師真的問你，你怎答？）我的答案是我信耶穌，我要認罪悔改，

我要受浸。之後向牧師提出受浸。我知道神已經給我很多機會，我好想珍惜我現

在擁有的機會。 

        多謝我的家人，朋友，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對我的忍耐和愛。感謝主，沒有丟

下我，給我機會成為基督徒，我希望自己繼續不斷有反省，聽神的話，不斷學習

和成長，希未信主的家人和朋都珍惜可以信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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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藹祈信主見證分享 (Eleanor) 

      Everyone thinks that pastor kids are supposed to be perfect. With that in mind,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e story of a pastor’s kid who was among those who did not 

acknowledge the myth. 

      This girl grew up in a childhood full of advantages to get closer to God. At 

kindergarten, she went to a private Christian school. Unknowingly, she was growing up 

in a safe area without fear in a Christian-friendly school where the Word of God was 

taught to kids her age.  

      That was when the changes started; the first move in her life happened. It was sad for 

her, knowing that she couldn’t be in grade one with familiar friends even though she 

ended up adapting quite well into the new bilingual school where she started an 

education in French for the first time. She also found out that one of her kindergarten 

friends were there too. She had classmates and friends. She even had people she could 

look up to and trust. But when they moved and new people came, she was thrust into the 

real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irl began to secretly cry at night. Once, she even tried to pretend to be sick so 

that she wouldn’t have to go to school even though before, she had loved school (BTW, 

her sick stunt failed). The girl became extremely self-conscious and emotional. Every 

time somebody said something, she would take it negatively.  Often, little events like 

these would cause her to cry at school. She had no one she could talk to (since she 

refused to trust adults). Too shy, too cautious and afraid, she didn’t dare let her parents 

know about her unhappiness but wore a fake happy smile, especially with her little 

brother starting school and with problems at home, she made a particular effort to 

conceal her feelings and did not make a fuss. 

      At that time, the girl’s parents were really stressed. The siblings were kept under 

strict discipline and teaching. The girl did her best to get good grades and this pleased 

her parents. But often, she would lie in bed crying while praying silently: “God, I know 

I’m a bad girl but I really want to be a good girl. What do I have to do? Please teach me 

and help me to be a good girl.” As childish as it sounds, the oath was taken very 

seriously by the girl. 

      The family moved again to a town called Aurora. There, they experienced not just a 

change of home and school again but also the people. The girl quickly grew older in 

elementary school where she passed grade five with joy, grade 6 with moderate 

happiness and in grade 7, she broke down. The stress of having to get good grades was 

too much for her. In grade eight, she also went through an extensive period of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her and her parents. She would equally ignore her brother and 

would not fulfill any elder sister duties. 

       Outgrowing elementary school, she entered high school with a hard working yet 

somewhat depressed spirit. Her friends worried about her but she hardly revealed 

anything.  Then, that time came as it came for every teenager when she became obsessed 

with teen desires like wishing to appear pretty or to be popular. She also came to admire 

a certain guy 4 years her senior.  His friend, a Korean Christian helped her, supported 

her throughout this whole process and comforted her when the time came for hi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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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friend to move away. When that happened, she grew a feverish determination to not 

appear weak and was proud and confident. She had lost her innocent and kind heart.  

      Unfortunately, each sport of courage comes with its series of troubles and problems. 

At the end of her first year in high school, she experienced heartbreak, shame and 

embarrassment… She felt discouraged and inactive which caused her to feel unable to 

tolerate certain minor issues over the summer like handling kids at the camps she 

volunteered at.  

      She looked back at the good times and thought to herself, “where is God in all this? 

Does he even care about me?” She felt pitiful and discouraged, thinking that God hadn’t 

supported her at all through the years of her present life. She was also ashamed by her 

lack of faith which was hidden by a façade of anger when she began to doubt God’s real 

being.  

      In the summer of 2010, she went on a trip to USA with a missionary family who had 

four children. They took her to a TLC aka. Teen Leadership Conference where her faith 

began to grow and expand. As they say,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and nurtured in an 

influential environment during a sufficient amount of time end up being really 

encouraged.  One night, she sat through one of the most painfully moving moments in 

her life when the speaker’s message made her realize how selfish she had been to God 

and her family. Her cold hard defences crumbled and she started crying, thoroughly 

hating herself for showing weakness but a small part of her was almost relieved for 

realizing the fact. A week after extensive TLC, she was returned home to her family. On 

the same afternoon she was sent back home, she started crying as soon as she got to her 

room. She began to doubt again and feared that her faith would die down again. Again, 

she felt her emotional and sensitive side take over and destroy her confident and strong 

image. How was she supposed to share what she learned at TLC?  

      The rest of the summer was quite busy for her and caused her to temporarily forget 

her fear and grief. Physical exhaustion of the body had turned her away from properly 

focusing. Just a few weeks ago, she endured a week of pain and misery. She was 

constantly sick from exhaustion and anxiety. It was a heavy workload that week and it 

caused her mind to be confused and once more, physically weak. But she did learn 

something; sinners only depended on God in time of pain. She recollected herself and 

forced herself to change her ideals.  

      She decided that baptism was going to be a good decision. She suddenly realized 

why her faith was always weak; because she never declared nor identified herself as a 

Christian. It was a month ago when she had asked her father, a Christian pastor what 

would he think if she wanted to get baptized. Her mother who was also present was 

overjoyed and both parents were pleased that she wanted to get baptized. But at the time, 

she was still uncertain and had only asked that one question. She hadn’t wanted to get 

baptized before she was at least out of high school and wanted it done at another church 

because sh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embarrassing to have her father baptize her. It was 

then that she realized that it was for the will of God; to please God rather than men. 

      So even though she did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 at the beginning, through her 

period of waiting, she understood the real meaning, or at least part of the true meaning of 

bap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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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true story.  It’s a real story and it’s mine. I’m not perfect and neither is 

anybody else.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it’s important to identify ourselves and focus on 

our beliefs. Even if we cannot always be good, we should always try our best because 

our faith and efforts will be satisfied when the day our Saviour returns.  

      This may not move you, it may even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me. But I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for attending this baptism session because the support of people 

really encourages us to believe and keep going.  I hope that in a way, I can influence you 

to believe in Christ and come to belie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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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憲祈信主見證分享 (Nicolaus) 

     Hi, I am Nicolaus Wong and I am currently living in Aurora with my parents and 

sister. My father works as a pastor in our church called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 am 12 going to 13 in September 2011. I am educated in a public French 

immersion school called Lester B. Pearson Public School. I have limited friends and 

spend most of my time finding new ways to do things and inventing things. My favourite 

food is lasagne. My favourite sport is badminton. And my favourite book series is the 

inheritance cycle. I go to Chinese classes every Friday and Saturday.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to learn about God and have recently joined the teens in Sunday school 

taught by Pastor Greg. 

     When I was born, and learned everyone had a talent I felt useless and that nobody 

would really care about me. But as I grow up, I realize that my parents and my sister 

care for me. 

     Along the way, I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a bad allergy reaction, being 

persuaded to play poker by friends, occasional fights with my sister, and my second 

biggest problem… school bullies. I’ve gotten gang beaten by people who are now my 

friends. And had racist jokes said to me. But my biggest problem was obeying and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 was doing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God wanted us to do. In the 

bible at Deuteronomy chapter 10 verse 12 and 13 it says (read out loud). In 

Deuteronomy chapter 5 verse 16 it also says (read out loud). 

     I have come here today to be baptized because I want to testify that I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Jesus is real, was alive and that he is the true Son of 

God. 

     The Bible cannot just only teach us new things but stretch our knowledge about it. I 

should repent and pray to God every day, and thank God for providing us with our daily 

needs and for creating us.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meet God in heaven and have a nice 

talk with him.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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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〇”功課1 

劉嘉慧 

 
保羅背景知多少已經完畢，我們透過筆記，牧師的講解和學員間的發問與討論，

更加對保羅的背景加深了解。但我們並不是只滿足停留在這裡，這只是一個開

始，使我們可以再尌不同的題目進而找更多的資料去強化、深入認識已知的資

料，通過主日學的介紹，誘發我們去尋找，去追求更深或更廣的知識。我一直都

對人物有興趣，而亦因此對保羅的同工〃關心的弟兄姊妹亦想知多一些。在使徒

行傳及保羅的書信中往往提及與他同工，或向弟兄姊妹問安。我亦在此透過粗疏

的找尋，列出一些人的別字，希望也可日後提起興趣加強認識〃 
 

出現經文 名字 註 

徒 9:10, 22:12 亞拿尼亞 按手在掃羅身上，使他看見 

大馬士革的信徒 

徒 4:36,9:27, 11:22,30; 12:25; 

13:1-3,林前 9:6; 加 2:1,9,13; 西

4:10 

巴拿巴 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勸慰子） 

與保羅奉差造出外宣教 

徒 13:1 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

奈人路求馬念 

一同出外宣教 

徒 12:12,25,13:5,13; 15:37,39,

西 4:10;提後 4:11;門 24 彼:前

5:13 

稱呼馬可的約翰 初與保羅和巴拿巴一起宣教日後分道

揚鑣,保羅與西拉往敍利亞,基利家,約

翰與巴拿巴住塞浦路斯 

徒 15:22 稱呼巴撒巴的猶大 與西拉一同被揀選往安提阿 

徒 15:22,27,32,40, 

16:19,25,29,17:4,10,14-15; 

18:5,林後 1:19 帖前 1:1 帖後

1:1 彼前 5:12 

西拉 被揀選與保羅同工 

徒 16:1,17:14-15, 

18:5,19:22,20:4; 羅 16:21, 林前

4:17, 16, 10, 林後 1:1, 19, 腓

1:1, 2:19, 西 1:1, 帖前 1:1, 5:2-

6, 帖後 1:1, 提前 1:2, 18, 6:20, 

提後 1:2, 門 1; 來 13:23 

提摩太 猶太婦人的兒子,父親是希臘人,保羅

路司得時加入與保羅和西找同工 

徒 16:14 呂底亞 賣紫色布疋的婦人,推雅推喇城人聽見

主道後衪與一家領了洗 

徒 17:5-7,9, 羅 16:21 耶孫 住帖撒羅尼迦收留保羅和西拉 

徒 17:34 丟尼修 在庇哩亞信了主亞略巴古的宮 

徒 17:34 大馬哩(婦人) 在亞略巴古信了主 

                                                 
1
這些習作乃 2010年主日學“使徒保羅背景知多少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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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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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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經文 名字 註 

徒 18:2,18,26 

羅 16:3 

林前 16:19 

提後 4:19 

亞居拉(夫) 

百基拉(妻) 

保羅在乎林多遇見的猶太人生在本都

保羅投奔了他們與保羅同製造帳棚為

業與保羅同住敍利亞為保羅的命特自

己的頸項置之度外 

徒 18:7 提多猶士都 保羅在哥林多離猶太人的地方往外邦

人傳道時住在他家 

徒 18:8 

林前 1:14 

基利司 管會堂的人,一家信了主 

徒 18:24,19:1 

林前:22, 3:5-6, 22, 4:6, 16:12 

多 3:13 

亞波羅 生在亞歷山大的猶太人, 初單曉得約

翰的洗禮,聽了保羅的話後奉主耶穌的

名受洗,接受聖靈 

徒 19:29,20:4 該猶 馬其頓人(特庇人)在以弗所動亂中與

保羅一同給拿住 

徒 19:29,20:24,27:2,  

西 4:10,  

門 24 

里達古 帖撒羅尼迦人後與保羅前往亞細亞 

徒 20:4 所巴特 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 

 

徒 20:4 西公都 帖撒羅尼迦人 

徒 20:4, 弗 6:21, 西 4:7, 提後

4:12, 多 3:12 

推基古 亞細亞人,忠心的執事 

徒 20:4, 21:29 

提後 4:20 

特羅非摩 亞細亞人/以弗所人 

徒 21:8, 8:5-13 腓利 保羅到凱撒利亞與他同住 

徒 21:16 拿孫 塞浦路斯人,保羅上耶路撒冷時住在他

家 

羅 16:1 非比 堅革哩教會的女執事 

羅 16:5 以拜尼土 亞細亞 - 初結的果子 

羅 16:6 馬利亞 為羅馬信徒多受勞苦 

羅 16:17 安多尼古和猶尼安 與保羅一同坐監 

與該猶， 

亞里達

古，提摩

太，保羅 

一起往亞

細亞到特

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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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經文 名字 註 

羅 16:8 暗伯利 

耳巴奴 

士大古 

亞比利 

亞利多事布家裡的人 

 

 

問安 

羅 16 希羅天 

拿其數家在主裡的人

為主勞苦的士非拿氏

和土富撒氏 

 

 

 

羅 16:13,可 15:21 魯孚和他母親 

亞遜其土 

弗勒干 

黑米 

八羅巴 

黑馬 

非羅羅王 

猶利亞 

尼利亞秋他姐妹 

阿林巴 

 

 

 

   問安 

羅 16:21 保羅的親屬路求,耶

孫,所西巴德,德丟 – 

代筆 

 

同工 

羅 16:24, 提後 4:20 以拉都- 管銀括土  

林前 1:1, 徒 18:17 所提尼 同工(管會堂的人) 

林前 16:17 司提反(亞該亞初結

的果子) 

福徒拿都 

亞該古 

 

從哥林多教會到保羅那裏,補

上不足之處 

 

腓 4:2-3 友阿爹 

循都基 

革利免 

 

在福音上一起勞苦 

西 4:9 門 10-12 阿尼西母 忠心的弟兄 

西 4:11 耶數又稱為猶士都 與亞哩達古,巴拿巴表弟馬可，是奉割

禮的人中與保羅一同作工的。 

西 4:12, 1:7,門 23 以巴弗 在歌羅西教會作基督耶穌僕人 

西 4:14 路加醫生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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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經文 名字 註 

西 4:14,提後 4:10-11, 門 24 底馬 

 

寧法 

同工 

 

老底嘉的弟兄 

西 4:17, 門 2 亞基布  

提後 4:19 阿尼色弗 

友布羅 

布田 

利奴 

 

 

         問安 

加 2:1 

提 1:4 

林 7:6, 8:6, 16, 12:18 

 

提多 保羅與巴拿巴帶提多同去耶路撒冷保

羅帶鎮信主委派到哥林多教會辦理事

務 

 
以上所列的,也許有未完善之處,但也謹以此提醒，傳福音不可只靠一人之力，而是

要眾人同心合力，分可擔做之份，各守本位，才可以令真理興旺，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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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衛東 
      

  正如美國歸正神學院（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IIIM)）Dr. Richard L. Pratt

在他的《保羅神學中心》的第一課中提出的問題一樣。“你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

嗎〇在某些事情發生之後，你看到了你老朋友新的一面。是你以前從來沒有看見

過的〇當基督徒開始認真研究使徒保羅的時候，上述情況經常發生。”學習“使

徒保羅背景知多少”尌常常有這樣的感受。 

 

1. 保羅的文化背景 

我們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尌是，認為保羅在未認識主之前，是一個狂熱的猶太教

徒，到處迫害基督徒，以迫害基督徒為己任，在大馬士革的路上遇到主之後，徹

底與猶太教決裂，建立新教，在外幫人中傳福音，成為外幫人使徒，低估了猶太

傳統對保羅的影響。 

  我們知道在保羅認識主之前，猶太傳統對他影響極其深刻，割禮，便雅憫支

派，希伯來人，法利賽人給保羅都有其深深的烙印。在保羅信主之後，繼續遵守

許多猶太習俗。林前 9〆20“向猶太人，我尌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々向律法

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甚至當猶太人因為保羅信仰基督，而嚴厲迫害他的時候，保羅對其民族的認同和

忠誠仍然十分強烈，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存其猶太人的身份。羅馬書 9〆2-

5 尌可以認證這一點。 

  保羅是耶路撒冷最著名的猶太教師迦瑪列的門生，相信舊約的權柄，毫無保

留地信任和順服舊約。他的基督信仰沒有成為他和舊約之間阻隔。相反，認識主

耶穌基督尌是期待已久的彌賽亞，他對基督的委身更加深了他對經書的熱愛，正

如他在提後 3〆15 教導提摩太“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我們都知道保羅作外幫人的使徒，對外幫文化也十分了解，他知道怎樣去裝

備自己去得外幫人，保羅堅信基督已經拆毀了分隔猶太人和外幫人的牆，信徒之

間再沒有等級之分了。 

 

2. 保羅的家庭背景，學歷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 

從經文當中無法得知保羅的家庭是否在當時的社會極其富裕，不過從其出生背景

和所受的教育，其家庭應該不是很貧窮的家庭，他出生在位於小亞細亞的大數，

能到耶路撒冷城中公會的德高望重的迦瑪列門下學習，至少表明保羅有良好的家

庭環境，接受良好的教育。保羅有如此高深的學歷，如何運用恩賜進行牧養和佈

道呢〇 

  尌是在今天，仍然有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非洲、南美、亞洲都沒有完

全擺脫飢荒，何況是 2000 年前公元一世紀，應該是 99%是貧困勞苦階層。同時族

裔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保羅如何有效地佈道，他的聽眾是貧苦的普羅大眾，或

者是一小群富裕人群。 

 

3. 保羅的佈道方式 

從保羅的書信和使徒行傳的記載，保羅可能有以下的途徑進行佈道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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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書信形式去延續他對教會內未完成的牧養工作，加拉太書尌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我們知道保羅書信分為監獄書信，教牧書信，教會書信，其實我更傾向監

獄書信是教牧書信和教會書信的一個分支，從保羅的事奉，無論是對同工的栽

培，還是對教會的牧養都是那麼兢兢業業，那樣的委身，特別是在羅馬坐監的

兩年，還不斷用書信鼓勵同工和牧養教會。 

 

2) 可能以學者的身份，與其它人進行辯論，羅 11〆1々林前〆20々腓 1〆7，1〆16

都提到了辯論。保羅的辯論有他的原則，專注於對主耶穌的事奉，徒 18〆4-

5，“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西拉和提摩

太從瑪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用今天的話講，保羅是頂堅的大牧師，是使徒，有從主來的權柄，可是在昔

日，保羅卻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徒 17 記載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遭受死

亡之迫害的待遇，所有這些都沒有攔阻保羅傳講福音的決心。 

 

3) 利用各種場合，包括職場傳講福音 

〄 會堂辯論，在使徒行傳 17 章記載，使 17〆1“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波里，亞

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在那裡有猶太人會堂”。使 17〆10，“弟兄

們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尌進了猶太人的會

堂。”使 17〆17，保羅和西拉在雅典會堂和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我們都

知道保羅辯論並不是站在講台上講道，而是與人辯論，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

尊重，反而受到死亡的迫害。使 17〆4，17〆12，17〆34 都記述了許多人都

因此而信主。 

〄 利用職場傳道。使 18〆17 記載保羅被趕出了會堂，不能再到猶太人的會堂

辨明真道，他的另一最可行的事奉場所尌是其工作場所，一織帳棚的工場。 

〄 利用一切機會向不同的人傳道，或者說用一切場合榮耀神，領人信主，使 16

記述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被囚，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詵讚美神，眾囚

犯也側耳而聽，帶領禁卒全家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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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 

李偉民弟兄 

        聖經是一部年代久遠及世上又不可多得的歷史手卷，當我們閱讀聖經時，首

先要清楚明白知道聖經這本書，大概可分為兩大類別，舊約與新約，舊約是敘述

一個國家的記錄，新約則是講一個人的記錄。舊約是父神與人類所立的盟約，稱

之為舊約，是記載父神與以色列民族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盟約。舊約主要基本概念

也分為三個要點：（一）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二）神與希伯來國的立約。

（三）神對大衛的應許。但總觀從歷史角度來看，舊約部份還可分為兩大類：

（一）摩西律法書（即摩西五經或律法書），（二）先知書，先知書後來再分出

第三部份稱之為聖書集，在聖經中律法與先知書一詞是指全本舊約而言。 

        新約：是耶穌基督以自己的聖血和聖死為全人類所立的永遠盟約，稱之為新

約。 

        經過多次細心研讀查究舊約綜覽及對其基本概念，開始漸漸地清楚了解及明

白一些，什麼是摩西五經和律法書。它引述的是什麼東西，歷史記載的又是那些

事蹟，因為這些都是先賢的經典著作，想像力豐富和引人入勝的文學瑰寶，若要

清楚認識原文真理，非要下一番苦工及有恆心和毅力不斷研讀翻查下去，你將會

發現和意想不到，祂會慢慢浮出許多有趣的歷史故事‧‧‧ 

        聖經舊約的第一卷書是講創世記，亦是摩西所寫的律法書第一遍，從創世記

這卷書起，他筆下記載十多個有趣不同的歷史故事，現把它分述如下： 

        一：敘述上帝開天闢地創造萬物（創一章至二章）。 

        二：人的墮落，亞當受誘，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創三章至五章）。 

        三：兄弟相殘，該隱殺死其弟亞伯（創世記四章） 

        四：神命挪亞造了方舟（創六章至九章）。 

        五：迦南詛咒和巴比倫的來歷（創 10 至 11 章）。 

        六：多國之父亞伯拉罕（創 12 至 24 章）。 

        七：上帝毀滅罪惡之城。所多瑪，蛾摩拉（創 18 至 20 章）。 

        八：神試驗亞伯拉罕燔祭獨子（創 21 至 24 章） 

        九：和上帝摔角的人，雅各改名以色列（創 28 至 36 章）。 

        十：從奴隸到宰相，約瑟被名為埃及宰相（創 37 至 5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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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完這十個豐富而有趣的歷史故事，將會深刻體會到原來來自己是個罪

人，必需要向神認罪悔改，求主耶穌基督救贖，赦免我的罪，方能得永生。因為

事源於創世記全書。（一）神創造天地 ，宇宙萬物，神用六天創造光、天、地、

空氣、水、植物、日、月、星體、鳥、獸、魚、蟲、動物和人類。各從其類，第

七天為安息日。（二）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受到蛇的誘惑，違背上帝

的旨意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走到人世間遭受勞作，病痛和死亡的痛苦，這

個罪過成為人類最原始的罪過，被稱之為原罪。（三）兄弟骨肉相殘，罪惡和仇

恨，也是人類血腥的殺戮史開端。（四）人類逐漸滋生了仇殺、怨恨、憎惡、掠

奪、爭鬥、嫉妒等暴力和罪惡不斷，上帝對人類這種罪孽，感到憂傷和憤怒，祂

後悔創造了人類萬物，決定用洪水將這個世界沖毀。（五）上帝害怕人類的智慧

挑戰祂的權威，於是變亂他們的口音和巴比倫塔。（六）亞伯拉罕被譽為多國之

父，因他信神是全能的，神給他應許，信實的、公義和豐富的。（七）上帝對亞

伯拉罕的考驗，燔祭以撒，顯示他對上帝的敬畏和信奉之心。（八）上帝常常因

為罪惡給予人類最嚴厲的懲罰，例如大火毀滅所多瑪，蛾摩拉。（九）上帝和雅

各整夜搏鬥，目的是消磨雅各的心性，使他徹底屈服，然後上帝才能給雅各真正

祝福。（十）約瑟遭受很多苦及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始終懷有寬容和善良，而對

女色的誘惑，他以虔誠純潔的態度抗拒，終於透過了上帝的考驗，被上帝挑選為

忠誠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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