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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5：17）

歡迎取閱

F R E E

www.globaltm.org

新 年 新 志

耶 穌 的 救 贖

我 該 怎 樣 才 是 好 孩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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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嬋英

上帝聽禱告！

在越南艱苦的歲月

在四十年代初，中日戰爭亂無寧日，中國飽經第二次

世界大戰蹂躪後數年，人民生活艱辛貧困，又遇上農作

物失收及飢荒，年輕的一代很難發展維持生計，只想嚮

往東南亞一帶國家，謀發展找工作，故此我祖母雖愛子

心切，萬分不捨，卻仍催迫貼心的小兒子（我父親）赴南

洋安南尋父（袓父），希望父子團聚，能過著養家活兒，

安定的生活，總比餓死在本鄕好。

筆者的父親在十九歲就去了越南與祖父一起生活。數

年後祖父因胃癌回鄉後逝世。父親盡用所有積蓄給祖父

在老家養病及安葬。

父母親結婚後開始在街上擺地攤做賣布料小生意，

白手興家開了一家庭小店舖做了廿多年。店舖名「黃金

盛布疋」，是鄰舍為人所熟悉的門面生意。父母親為人

親切，是街坊有口皆碑的生意老實人。母親生了五個孩

子後，其中有個三孩子(兩男一女）在童年時，在短短的

幾年裡一個個因生病夭折。父母親在極其傷痛之下，到

過許多佛廟求助於和尚及法師占卜問卦。母親後來再生

了四個孩子，一律不准稱父母親為爸爸媽媽，只能稱阿

姨和姨丈，否則孩子會長不成、活不了。從此我們家裡

的神枱香爐煙火鼎盛，燈光耀眼，拜祭祖先及民間傳統

神明。筆者自小體弱多病，常被父母親留在家中，或帶

到在街上的交义路口中，手拿著正燃燒著的元寶衣紙，

在身上來回地掃，險些連頭髮和眉毛都被燒著了。父親

還帶我去上契給中國神話中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作乾

女兒。

1975年美軍撤退南越，北越共軍侵佔南越，從此南北

越統一成為了一個共産主義的國家。1977年，我們從一

個中等小康之家，一夜之間竟然成為有家歸不得，一切

貨物和房屋化為烏有。當時共黨政制混亂未能穩定，人

心惶惶。大富商家，一一被清算，許多人承受不了壓力、

精神崩潰、跳樓身亡的消息，已成為當時常事，家破人

亡的消息不斷發生。人們渴望偷渡逃亡往外國，寧願傾

家盪產，去投注搏取一缐生機。原本父母親計劃全家一

齊偷渡出國逃生。人算不如天算，結果我們被一個近親

欺騙了所有的金條，那是父母親一生積蓄的九成。

當時所有被清算的家庭，是被政府所遺棄的。所有社

區支援及城市戶口註冊全被取消。孩子無資格上政府學

校讀書。筆者當時十二歲，以下還有兩個弟妹，每天過

著遊蕩無所事事的日子。為了打發日子又能多少幫補家

用，我就去做入腐乳罐裝的工作，又做過回收塑膠廠製

塑膠袋，晚上又在戲院外賣黃牛票。父母親不忍看見孩
作者夫婦及小孩

作者與丈夫李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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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1頁)

子過著這樣荒費的日子，心如刀刺。父親就挺

胸執筆自當老師，教導我們讀書。可惜他用傳

統重男輕女之法只教最小兒子讀書寫字，卻忽

視了兩個女兒的學習。

一把吉他改變了我全家的生命

有一天我見到掛在牆壁上封了塵的吉他，

知道應將這物歸原主，還給我二哥的同學，順

便告訴他我的二哥偷渡成功的消息。可惜這

同學那時不在家，他的小媽說他去了教會。第

二次晚間再去找他，並想親自感謝他借給二

哥樂器。這一次遇上了他父親，又再聽説他去

了教會。我心裏非常奇怪，究竟教會是什麼地

方？這個同學為什麼喜歡常去那地方？

不久之後在一個晚上我家有一位不速之客

來訪，他就是二哥同學的父親李先生。當時我

們一家租住在朋友家樓閣的一個約十二平方

公尺的小房間，邀請他坐在唯一一張破舊的車

墊椅。他友善喜樂的臉孔，帶著客家腔調向我

們一家傳福音。他說：「耶穌是一位奇妙的救

主」，「上帝是創天造地的真神」！李先生説主

耶穌怎樣改變了他兒子頑梗的性格，之後又如

何改變了他與兒子之間的惡劣關係。我們一家

六口坐在小房間聽著李生敍述，對他生命如

何被上帝改變的經歷都感到十分驚訝。若没

有一位上帝真的幫助他，哪裏會有人如此勇敢

無愧將自己私隱向陌生人透露？之後這位李

先生向我父親請求容許三個小兒女（我與弟

妹），去教會上暑期聖經班兩星期，孩子在教

會學習才不會學壞。父母欣然答應了。只是父

親特別囑咐我們三人，去教會只是學習中文，

絕不可以入教。過幾天後有三個大哥哥騎著

三輛單車來到我家門前，說要送我們三弟妹

去暑期聖經班。我們本來素未謀面，卻被善待

和尊重，真是有點受寵若驚；因為過去兩年因

國家政變，我們家財盡失之後，從未這樣被人

重視和關懷過。

那年是1980的夏天，當地政府還未對各教會

施行壓迫和控制。原來這年是教會最後一次可

以公開自由開辦暑期聖經班，這是上帝特別為

我們而設的。我們真是有福氣啊！我三弟妹初

次踏入教會，裡面坐滿三四十個小朋友好開心

在唱歌《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

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叧一首歌是「我到假期聖經

學校，學習神的話語，明白聖經認識耶穌，一

生跟隨救主。」到現在還有許多小兒歌仍念念

不忘在腦海中，從此我就愛上了唱詩歌。

當天就得到一本教會送給我的小聖經。帶

回家後就打開聖經看看，裡面全是密麻麻的小

字，看不懂，又沒有一個漫畫圖案。當日父親

看到時，讚嘆不已，嘩，好厲害啊！第一天的學

習就能學那麼深的書啊！其實當時我看懂的

也許不超過二三十個中文字。我倆弟妹連小

學都還未曾進過，每日我們都很期待可以去教

會學習。自從我們去了教會以後，父母都發現

我們變乖聽話了，對人以禮相待，不再用粗言

穢語毒駡人，我也不再背著父母用小錢在街上

的檔攤賭博。我們還去勸告鄰居的小孩不要

學壞去賭錢。

有一次我在一個團契福音聚會，想起那位

姐姐所說聖經的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當時我內心掙扎致全身發抖，

最後勇敢舉起手來表示決定相信耶穌。無論

後果如何主耶穌會負責和幫助我。

神聽禱告嗎？

當年我大姊廿四歲，已得了肺病有一年多，

身體非常虛弱，體重只剩下三十多公斤，看了

許多醫生和吃了許多中西藥都不見起色。晚上

常作惡夢，又失眠，在深夜裡常因惡夢而尖聲

大叫。後來大姊說晚上睡覺有時見邪魔攪擾，

有時壓在她身上透不過氣來。起初只是數天

發生一次，後來每晚數次，連日間也受到邪靈

的騒擾，起初是由單數漸漸變成眾數的邪靈

騒擾。當時剛剛信耶穌不久的我，對聖經不太

認識，只知道聖經記載耶穌能醫病趕鬼。我就

勸大姊去相信耶穌她病就會痊癒，鬼魔也必

離開她。

有一天教會朋友照常來家訪。並勸告父母親

快相信主耶穌，世上只有一位真神上帝。我父

親感到啞口無言，但衝口而出地說：「假如世上

有這位真神上帝，我要向衪求三件事，假若祂

聽我的祈求，我才會相信耶穌。」我還記得當

日那位傳道人很冷靜地回答父親說：如果你所

求的是合上帝心意衪會聽的。他就對我說：「

嬋英，你信了耶穌，懂得禱告，你每日要與父母

及家人一起禱告上帝。」我答應了。父親所求的

三件事是：第一是大女兒的病能康復痊癒；第

二是全家能與兩個兒子在瑞典團聚；第三是要

向當地政府贖回被沒收了的房屋。一連三星期

奇妙神蹟就發生了。

有一個晚上大姊臨睡前請我為她禱告，求主

耶穌幫助她驅走邪靈，能得平安睡覺。如果祂

真的能幫助她，以後她就信耶穌。我們姊妹倆

就握著手一起禱告，我請大姊跟著我說每一

句話：「親愛的主耶穌，求祢幫助大姊今晚有

平安的睡覺，保護她再不受邪靈的騷擾。奉主

耶穌之名求，阿們！」第二天的清早，我大姊開

心到不得了告訴我說：「昨天晚上我真的一睡

到天亮。我沒發惡夢又沒有見到邪靈來騷擾。

究竟這是碰巧呢？還是主耶穌真的幫助我呢？

我還要再多試試長些時間，之後才信耶穌。」

第二個晚上我教大姊自己向主耶穌禱告。奇妙

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祂是獨行奇事的神。

我大姊從那時起到現今三十六年之久都沒有

再受邪靈的騒擾。三個多星期之後，大姊在佈

道會中因一首詩歌的感動，全心歸信主耶穌。

「求主耶穌來住我心，我心有空房等候。」

兩個多星期後我們就接到瑞典政府領使的

信，我們被接納移民去瑞典。只要在越南辨妥

離境程序就可以出境，一切飛機票費用全由

瑞典政府負責。這是第二件事的禱告蒙上帝

應允，而且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當天我父

親開心到像個小孩子般跳躍起來大聲對我說：

「今晚我要到教會(宣道會平泰堂)去告訴大

家，我要信耶穌，上帝真的聽了我們的禱告，

我們要相信耶穌。」感謝上帝沒有允許第三件

事，否則我們在金錢上有更大的損失。因為在

我們全家一起禱告的期間，我父母暗地裏去

物色經紀人，想用賄賂公安的方法去贖回自己

的房屋。

想起這前後四年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因

為失去四年讀書的機會，上帝卻補足我在教

會有中文的學習。我弟弟榮南和妹妹嬋娥連

小學都未上，但今天能閱讀和能寫中文，這全

是上帝恩典的補足。這正是父母親期望我們

去教會所得到的成果，但上帝所賜的是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雖然人生變幻無常，人亦沒法

去掌控一切的事物。不過，若沒有這場災難，

怎可能促使我們一家有機會認識這位慈愛的

上帝，驅使我們棄假歸真，接受耶穌基督的救

恩。（筆者與丈夫李志成現居住在美國，育有

三子一女。在一九九五年春季參加了香港短宣

中心半年的佈道訓練，我們希望在傳福音的

事工上更有效率。我們也先後影響妹妹、弟弟

及父母去香港接受短期宣教訓練。這正是我

們不枉此生的投資！）(香港短宣中心供稿）

家
信
耶
穌
家
平
安

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
深秋的某日，往BC內陸，沿途迷人景色盡入眼簾，且有一份安寧安息的感覺，驀然令我反思神賜的

安息日 ，安靜地與主傾談⋯⋯

主啊

祢是安息的海港

攔阻着狂風暴雨

祢那精巧的創造秩序

為人類预備了安息日

「神赐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
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創世記2:3）

「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
為可尊重的；」

（以赛亞書58:13）

安息日是祢的心意

六天創造了天地萬物

第七天

是祢創造之工的最後一天

這天祢沒有創造其他活動

卻創造了一個日子

成為了人類的第一個安息日

為人類樹立了一個作息模式

祢提醒我們

要把神放在第一位(God First)

要分別出來去親近神

吸取屬靈生命的養份

修剪生命中的那些雜枝

享受在基督裏那份完滿的安息

在忙忙碌碌的工場上

有做不完的工

我們要學會依靠

神是全能者

智慧的源頭

光靠自己透支體力

是絶對不能成事的

我得緊記

在主面前要有真正安息的時間

必須把一切開向世界的門關上

要有一個安靜的地方

一個足夠的時間

一個渴慕的心靈

好好地與主獨處

去享受主的同在

因為

唯獨世上的聲音完全被隔離

才能清楚地聽到那微小聲音

細琢主的心意

全然依靠順服

從中支取力量

我們的身體

是神照着祂自己的形象精心創造的

基督徒的身體

是聖靈的殿

是神的居所

過去

愛惜自己的身體

是出於自我

如今

愛惜自己的身體

是為基督的緣故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

（林前6:15）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

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

（林前6:19）

我們的身體是何等的尊貴啊！

怎能容許任意糟蹋

怎能容許輕率破損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詩46:10）

學會休息 愛惜身體

從新得力 為主而活

當然

我們的身體一定會老去

但不必在乎

要在乎的是

擁有年輕的靈魂

保持活潑的靈命

當你疲憊不堪時

趕快回到天父懐內充電

不要對着壓力硬撐

把肩上重擔交給大能的上帝

貼靠祂那豐厚的肩膊

去享受那份安靜安歇安穩安康與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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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緋雲博士

活道浸信會

(部分時間)

(全職)

(part time)

(full time)

粵語堂教牧同工
Chinese Ministry

English Ministry
兒童事工傳道

福音派神學院畢業，蒙神呼召，有心志在教會擔任牧養/教導/栽培者，

請電郵履歷到以下電子郵箱。

Please send resume by email to: recruit@lwcbc.ca 

誠聘
Hiring

资格与要求：
（1）有敬虔生命和均衡与健康的生活方式
（2）赞同和支持“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
（3）精通国语，懂英语，公认神学院硕士毕业（或同等学历），
          两年以上带领牧会经验
（4）有教导牧养、传福音恩赐与热忱，带领推展教会事工 

西北温国语颂恩堂现聘请主任牧师

西北温国语颂恩堂聘牧委员会

有关本堂的更多信息，请阅本堂网页: www.nspgmc.org
有意者请将简历和求职信寄到:  nspgmc@gmail.com 
抄送杨万金弟兄：wanjyang@gmail.com
教会电话：778-340-7789

列治文浸信会福音堂
<诚聘> 主任牧师

列治文浸信会- 福音堂是美南浸信会在大温地区
Richmond市的国语教会。现聘请主任牧师一名

要求：
1．敬虔生命与健康的家庭生活
      以及认同并实践 浸信会信仰告白
2．精通国语，英语流利
3．良好的神学装备与扎实的圣经基础，
      至少五年以上牧会经验

更多了解本堂，请阅本堂网页www.fuyintang.org

有意者请将个人资料和简历email至
rgbcforchrist@gmail.com

列治文浸信会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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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天下

這一個新年，我們有什麼

新志向呢？我們看到世

上一切都在敗壞，但是創造主上帝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救

法。有一天，我們會完全被贖，不但是我們的靈，我們的

魂，連我們的身體也得贖(羅馬書八章廿三節)。

今年，我們有什麼志向？如何定我們的志向？我們要有

目標。你的目標是什麼？人生的目標是什麼？如果，人生

的終點是死亡，那我們為什麼活？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為什麼活：

1.	 活著是為了學習，好的壞的，我們都可以學。

2.	 生命不是靜止的，環境、境遇不停在變，正如海

浪，有時大浪衝擊，叫我們難受，不過下一個浪

可能是溫和的，沒有永恆不變的。

3.	 生命是一件禮物，好好享受。

4.	 我們的生命不單屬於我們自己，也是屬於我們周

遭的人。我們有那些關心我們的人，我們要為他

們而活。

5.	 每天是個新經歷。

6.	 生命為了尋找美麗。

7.	 生命有時不愉快，那時，有要幫助我們的手，我們

要接受那幫助。

8.	 生活的艱難叫我們更認識自己。

9.	 活著是叫我們看見鏡中的自己，發現眼中有愛的

訊息。

10.	 活著是要愛：愛某人、某物或生命本身。

11.	 生命是為著快樂。

上面的回答，你滿意嗎？我覺得這些回答都沒有告訴

我，為什麼活，上面的回答都好，但都沒有告訴我人生的

終極目的是否死亡，死後又如何。你呢？上面的回答是從

「避免自殺」的網上得到的！

那麼，死亡又有什麼意義呢？網上找到的答案是：留

地方給下一代。

進 化 論 信 仰 者﹑康 乃 爾 大 學 教 授 W i l l i a m	

Provine(1942-2015)說：生命沒有終極的意義，他剛死了

幾年。

有人相信活著為了修行，以還前生的業債，希望來生

好命。但，前生、來生，又是什麼？我怎知道？

那麼，聖經帶給我們什麼智慧呢？

聖經告訴我們世界和人類的歷史，叫我們了解前因後

果，又帶給我們解決現在問題的辦法和力量來源，更指

示我們解決永恆問題的途徑，並給與我們選擇的自由，

叫我們今生有方向，死亡非終點，永恆有選擇。

這樣，我們就曉得自己從何來，往何去，在這裏什麼，

將來如何。

不信創造的人常常告訴我們，進化是所有有知識的人

公認的事實。但是，卻沒有人見過進化，人們見到的只

是變化，只是退化。聖經告訴我們，上帝造的是「各從其

類」，但如今「漸漸舊了」，這是我們每天都見到的事實。

聖經告訴我們敗壞的原由是人類自作主張，不遵從創

造主上帝的話，就如汽車不遵車廠的指示，不照設計汽

車者說要用汽油而用了汽水，車子就壞了。

聖經告訴我們，因為上帝愛我們，所以為我們預備了

救贖之道。「三而一」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差聖子降

世，為童貞女藉聖靈感孕而生，以神蹟奇事，證明祂是

創造主。在世醫病趕鬼，廣行善事。但祂所造的人棄絕

祂，殺害祂。但這也應驗了上帝的計劃和預言，耶穌基督

為我們死在十架上，被埋，第三天復活，四十天之久顯

現給祂的門徒看，與他們一同吃喝，然後升天，並且告

訴他們，祂必再來。

聖經告訴我們，「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

審判」(希伯來書九章廿九節)。所以，死亡不是終點，不

像上面所提Provine博士所說，他死了就完了，他就不再

存在了。不是的，死亡只是「過門」，因為死後且有審判。

我們或者可以這麼了解，身體是物質，所以會敗壞，但

是靈與魂非物質，是從超物質的上帝來的(創世記二章

七節)，因此不像物質會消滅。

所以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寫著說：「這些事都已經聽

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

的本份。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

惡，上帝都必審問」(傳道書十二章十三至十四節)。

好消息是，對信主耶穌的人，罪已得赦免，所以：「基

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祂

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要拯救他們」(希伯

來書九章廿八節)。

所以信耶穌的人，將來不是為自己的罪被審判。信了

主耶穌的人也有審判，不過與罪無關，因為罪已得到赦

免。那叫做「基督台前的審判」，是為得獎賞，根據我們

在世上所做的得賞賜。在那已經立好的根基上所建造，

那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稭，在這根基上

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

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

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

火裏經過一樣」(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二至十五節)。

所以，我們活在世上的意義是為了永恆，今生很短，幾

十年就過去。但是，我們有永恆的生命，那是永永遠遠

的。我們在世上的言行思想，我們與上帝的關係，都決

定我們的永恆。

有了永恆生命，而且是美好的生命，無疼無苦，無天災

無人禍的生命，其他的事物才有意義。創造我們的主，

愛我們，從開始就要與我們有愛的關係。在伊甸園，要

與人共行共語。但人選擇不要上帝，於是上帝救贖的計

劃開始，以無罪的主耶穌基督，為人們成為罪，代死成就

救恩，給我們每一個人再有機會作自己的選擇。我們只

要真心跟從祂，信從祂，承認自己的罪，(就是沒有達到

上帝的標準)，悔改，不再以自己為主而是以祂為主。相

信父上帝叫主耶穌從死復活，顯明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祂就應許：「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

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當我們看見遺傳基因的敗壞，環境的敗壞，人心的敗

壞，戰爭、地震、飢荒、瘟疫，我們更盼望那永恆的天家。

當我們看到社會混亂，道德末落，黑白不分，缺乏公義的

時候，我們更切慕天國，公義的國度，我們盼望那新天新

地的到來。現在「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

望上帝的日子來到」(彼得後書三章十一至十二節)。

經上說：「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

玷污，無可指責，安然見主」(彼得後書三章十四節)。

當我們得到這永恆的生命，也要「去，使萬民作我(耶

穌)的門徒」(馬太福音廿八章十九節)。

以上簡單列出人生在世的綱要，希望我們思想一下，新

的一年，我們可以有那方面的進步。比如：還沒信主者，

立志要信主。已信主者，看看成長的階段在何處，再進一

步。比如：立志每天讀聖經，學習信靠順服，或者用功學

習，引人歸主，求主給你有機會帶至少一位信主。因為有

這志向，就會用功學習上帝的話，讓上帝改變自己，更像

主耶穌。又比如：立志接受一點訓練，參加短宣課程。

永恆的天家才是我們真正的家，我們現在活在世上，

只是客旅。有時旅行時住一、兩夜的地方不理想，但一

想，只是暫時的，不必那麼計較。我們就不會因為一些

世上的事放不下來，地上的恩仇又怎麼樣。一位朋友的

母親，七十多歲，說是信了耶穌，但嫌這嫌那，怨天尤

人，自己不快樂，也沒有叫老伴快樂。又可憐又可惜!

感謝愛我們、造我們的上帝，當我們信靠祂，順服祂

的時候，祂連我們在世這短暫的時光也照顧了。聖經上

有多少應許，都是天父的祝福，叫我們不但定睛永恆，也

可以過一個有福氣的今生。

新年
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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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子

馬尚志

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按照《聖
經》的道理，人類也神所愛的﹑所

特別眷顧的。
人類的起源

自古就有女媧造人之說，視之為荒誕不經

的神話，無人深究淵源。其實追根求源，不難

明瞭，這是上帝耶和華造人說在東方的衍傳。

近世進化論的物種起源，據物競天擇推演，人

類乃猿猴進化而來。這純系無稽之談，今日猴

仍為猴、猿仍為猿，其去人類何啻天淵？

且看人的天性獨有高邁，勇敢、勤勞、謙

遜、良善，虔誠敬拜神仙。心中寫著高尚的道

德律，也深藏永生期盼，始終仰望著神聖的光

環。既富於創造和理性，又有熾熱豐滿的情

感，追求和平、友誼和博愛。企望著高尚和尊

榮，渴求真理和永恆，種種特性昭示了與神的

親緣。

《聖經》開篇即言，上帝創造了人，且賦予了

靈氣，有神的形象情態﹔成了有靈的活人，上

帝看著造的甚好，賜福給他們，使之管理地和

海。人是萬物之靈，上帝的子民，本有神的形

象，深得上帝的眷顧和寵愛。

靈性的人

難以想像的高科技，已在太空叱咤凌厲，探

測出宇宙是個完全的輻射體。人的靈性使人

狂妄、囂張，仿佛有朝一日就會完全窺穿窈渺

宇宙的奧秘。其實迄今人對宇宙所能認識的全

部，也不過是剛涉涯涘、浩瀚宇宙的點滴。

唯有真正謙卑的人，靈裡與神溝通，神會賜

卓異的智慧，穎悟神的啟迪。諸天有無窮無盡

的隱秘，“這日到那日發出語言，這夜到那夜傳

出知識。”神時時給予了啟示，科學家們憑著

神賦的靈性，感悟造物者高深的本意。

試想，當年牛頓在花園祈禱，何以看到蘋

果墜地，會默想出萬有引力定律？那電磁波的

發現和應用，莫不是受到《約伯記》關於閃電

傳遞信息的啟迪？地球風向系統與光本質的

探究，無不是神的啟示，引導人的靈感與洞察

力。

造物主是生命、真理、智慧和知識的源頭，

敬畏上帝就有了成功的確據。科學大師牛頓座

右銘：“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滿萬有至

高至尊的上帝”。勤奮閱讀神啟示的兩本書：

大自然與《聖經》，會使你認識許多隱秘的真

諦。

人的罪性

人類始祖被毒蛇蠱惑，狂妄地悖逆聖父，失

聰的靈性中便植入罪根。自以為偷食智慧果就

無比的聰明、智慧，痴想超越一切，高貴絕倫。

被聖父逐出伊甸園，遠離了天國遠離了神，成

為半是天使半是魔鬼。

從此人在母胎因襲罪性，生而罪孽就生根，

滿心貪欲、邪惡和怨恨﹔為求尊貴和永恆，嫉

妒、讒毀、爭競乃至凶殺，犯下逆天背道各種

罪：或貪得無厭，拼命斂財，敲詐勒索，侵吞

公款，利令智昏，天良喪盡﹔或荒淫無道，沉溺

酒色，飫宴逸豫，擁嬖狎妓，斫傷元氣，自甘

沉淪﹔或狂傲侮慢，蔑視天神，驕溢氣盛，唯我

獨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或權欲熏天，相爭

凶殘，構陷殺戮，手段陰險，禍殃天下，涂炭庶

民﹔詭詐、欺凌、仇恨、多罪橫流，人心惟危、

殘酷爭戰，必將毀滅人類。

普世罪惡洶洶，人陷孽海中，翻滾、沉溺、掙

扎，焉能自拔？愈陷愈深！殷殷仰望昊天，祈求

仁愛、慈善、寬恕的救主——上帝耶和華賜下

救恩。

神奇的降生

耶穌誕於伯利恆，為童女瑪利亞聖靈感孕，

道成肉身。生父約瑟夢中得天使指示，善待瑪

利亞所孕，知非凡人。東方博士觀天象見異星

知猶太王降世，尋蹤來期望朝覲。希律王聞知

怒火中燒，嚴令殺戮男嬰，滅隱患以保王位。

一時間地暗天昏，舉國嗚咽，山河血穢，聖

子性命垂危。天使又托夢給約瑟，讓他帶著母

子遠逃埃及，躲避魔鬼。希律王死後，約瑟帶

母子回拿撒勒小鎮，有神光相護隨。

耶穌降世神奇驚人，生於馬槽能不死，野獸

見之即逃遁。身為木匠之子，成長於那邊陲小

鎮，竟為天生世間的哲人。童年已顯現哲睿，

未經啟蒙陶冶，生而通曉《聖經》精髓。世人

都稀奇他聰穎、學問高深，聆聽他講授《經》

中奧蘊。

崇信他傳講的天國道理，樂意追隨，願作門

徒早晚領受教誨。視他為彌賽亞，期望他驅邪

除病，在苦難的人們中廣布福音。卻無人能明

瞭他是上帝的聖子，是上帝差遣，為救贖世人

降臨。

奇妙的基督

木匠耶穌三十歲受洗，施洗約翰為其禱告

時，上天開啟。聖靈仿佛鴿子飛降於他身，又

有清亮的聲音從天上傳遞：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神奇充滿耶

穌，聲譽雀起。種田、打魚的貧苦眾庶追隨他

願為門徒，勞苦也不離去。他有異能，能治病、

驅鬼，解救人的災難、困苦、危急。

親友說他“瘋癲”，法利賽人、文士們褻瀆他

是污鬼附體。他經魔鬼各樣試探，遵行上帝使

命、傳揚天道堅定不移。治愈眾多痼疾，使癱

子行走，瞎子看見，啞巴亦能話語。顯大能、行

神跡奇事，讓人認識上帝，神差基督降人世。

他以兩魚五餅給五千人飽食，踏巨浪、行海

上如履平地。他仁慈、謙卑，將榮耀歸於主，行

神道，謹守聖父旨意。他不分寒暑奔走四方，

艱苦卓絕，廣送福音到窮鄉山區。艱苦傳道歷

三載，講寶訓、傳真諦，天聰穎慧人人奇異。

祭司、文士對他嫉恨，誣稱他“誘惑”、“僭

妄”，必要治死。他們挑唆羅馬總督彼多拉釘

他十字架，宣稱罪名為“叛逆”。審判、行刑中

耶穌始終緘口，唯心默念實施天父救贖大計：

以自己聖潔身軀擔當世人罪污，以鮮紅寶血洗

淨滿世惡跡。

正午時他被釘死，地變暗、日頭黑，殿中

幔子裂開、墮地。觀眾亂驚呼：“上帝發烈怒

了！”“這人是上帝的兒子無疑！”羅馬兵丁甚

恐懼，任人們收尸運往髑髏地，行安魂祈禱

禮。

死裡復活

耶穌生前預言，死後三天復活、升天，門徒

們都以為所言離奇荒誕。自古復活不過是戲

談，且看髑髏地荒塚壘壘，可有哪一個復活塚

開？

耶穌死後頭七，信徒默大拉的馬利亞和約

亞拿等人，黎明上墳祭拜。竟見墓穴大開，洞

口千鈞巨石挪移，洞中堆著裹尸布，尸體卻不

見。

消息傳開，各層人士無不狐疑、納罕，兵丁日

夜看守，尸首能飛天？那樣巨石封洞，豈能輕

易打開？果真為神子，死而復活，神跡再現？

耶穌的確死裡復活，有體有靈，風貌神採，

談吐舉止，一切悉如從前。他復活後在地上的

四十天中，與門徒多次相見，也曾與眾人親昵

聚談。他仍風趣、幽默，愛用比喻，談天國的道

理，論《聖經》預言的應驗。

共餐中笑言十架上苦難，讓看手和腳上所釘

疤痕，讚天父的慈愛顧念。他差遣門徒廣傳福

音，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民施洗，使脫苦

難。他成就了聖父救贖大計，遂乘彩雲升天，

天使恭迎，榮坐在天父右邊。

耶穌的救贖

數年前有位朋友回台奔喪，拿著骨灰

盒要上山，抵達時計程車司機請他

們給他一個紅包。弟兄很奇怪，	 因為他己經

給了司機兩倍的車錢。司機解釋，那是行規，

因為載有死人的東西不吉利，所以一定要見“

紅”，否則會有不吉利的事發生。在倉促中，朋

友瞥見附近有張紅色的廢紙，便過去撿來，弄

乾淨摺成一個紅包的形狀給那司機，司機才開

心地離開了。

原來在民俗禁忌中，“紅”有避邪和平安的

功能。在過年過節時更是處處見紅，	 時時見

紅。從看得見的春聯到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包

括送紅包，都離不了“紅”的習俗。

為什麼華人會覺得“紅”色有這樣大的能力

呢？有人以為迷信，但是每個風俗的傳遞都

有前人的生活經驗，使人不敢不遵從。不怕一

萬，只怕萬一，還是照著做才能心安。

就好像古人藉著春夏秋冬的現象做了老黃

曆，給農民和漁民等可以根據節氣去播種收割

或捕魚；經過時間的累積，	 目前的黃曆己經

變成了一本大雜燴的通書，受到一些宗教的影

響，甚至有偶像的生日慶典，也記載民間各種

習俗禁忌，以致人被綑綁，時持擔心犯沖煞，

遇事要找良辰吉日，才會心安。

為什麼紅色可以帶來平安呢？無獨有偶，在

聖經的舊約裡也講到一個以色列人的故事，他

們過年也是要有紅色，為什麼呢？因為以色列

人在埃及曾經做了四百年的奴隸，那是十幾代

人了，代代都是奴隸，讓人情何以堪？

在經過長期的禱求之後，以色列人所敬拜的

神耶和華，派遣一位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摩

西是個凡人，但是耶和華神行了十個神蹟，讓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明白祂是一個真神。埃及

法老看到九個神蹟還是心裡剛硬，不肯讓以色

列人離開埃及。因此耶和華神為以色列人訂了

一個新年的開始，就是一月十四日。在這天之

前，也就是除夕，神要求以色列人每家或數家

殺一頭羊，把羊的血擦塗在門框上。

神差遣滅命的天使在除夕夜裡殺死所有埃

及頭生的人和牲畜，但是一見到有紅色的門框

就越過去，所以那天又稱為逾越節。那天晚上，

法老命令以色列人立刻離開埃及，這又是另一

個極大的神蹟。那個除夕夜裡，超過兩百萬的

以色列人同心合意地離開埃及，那是一個沒有

被異族混血的，極為純性的以色列族，都是雅

各(又名以色列)的後裔。他們終於脫離了奴隸

生涯，成為自由人，可以過有盼望的生活。

在聖經的新約裡還有一個“紅”，就是神的

兒子耶穌降世，為世人的罪捨身在十字架上，

祂的寶血鮮紅鮮紅地流下來，可以遮蓋人的

罪，使人與賜人生命的神—耶和華和好。這“

紅”要救一切相信祂的人，使他們罪得赦免，

擁有生命真正的平安。使人從被罪控制，被迷

信轄制的奴隸生涯裡被釋放，得到真正的自

由，享有真正的平安。

親愛的朋友，在你遞出紅包或接受紅包時，

都希望傳遞出祝福或收到祝福。但是你知道

嗎？真正能帶來平安和福氣的紅色，只有耶穌

基督裡的寶血才有這樣的能力。

紅
色
與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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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真理的重尋（85）
廖燦民牧師

永存基業（彼得前書第一章）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書》第一章中，提及兩

個重要詞語：(一)	 基業（4節），這是盼望的中

心：(1)舊約時代，以色列人的基業是迦南地，

是屬物質的;(2)上帝自己是我們的產業（詩16:5,	

73:25）;(3)是永生（但12:13，多3:7，可10:17）;(4)

是基督的國度（弗5:5）;(6)救恩（來1:14）;(7)天

上的城（啟21:2-7），這些基業是「不能朽壞，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且是「為我們存留在

天上」的。(二)	 寄居（1,	 17節）：我們擁有永存

的基業，在世上的日子是寄居的，很快便會過

去，我們不需要計較物質的東西，當存敬畏的

心渡過每一天，一生為榮耀上帝而活（18,	 19

節）。

獨特百姓（彼得前書第二章）

使徒彼得勸勉基督徒住在不信的人，甚至

逼害基督徒的政府中，要過聖潔的生活（12-

17節），不可失見證。本章列出信徒四個稱呼

（9,	 10節）：(1)被揀選的族類——這稱呼含有

「拯救的工作」及「寶貴的、值得保存的」的

意思;(2)有君尊的祭司——《當代福音》翻譯

為「御用的祭司」，與外邦人祭司（拜偶像）

不同;(3)聖潔的國度——指整個基督徒團體

（KINGDOM）;(4)屬上帝的子民——原文的

意思是「獨特的百姓」（a	 peculiar	 people）。而

這個屬靈的團體的責任是「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罪惡），入奇妙光明（真理）者的美德（上

帝）大能的作為」。今天我們寄居在世上，就必

須過有紀律的生活。

紀律生活（彼得前書第三章）

基督徒要過有紀律的生活，因為（2:11,	 12）

：(1)我們的公民身份是在天上;(2)我們要面對

屬靈的爭戰;(3)我們的生活能影響別人歸向

上帝。基督徒有紀律的生活，包括：(1)順服上

帝在人間設立一切制度（2:13-17節）「總要作

上帝的僕人，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

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2)僕人要順服主

人（2:18-25節）;(3)妻子與丈夫相待之道（1-7

節）;(4)教會肢體相處之道（8-12節），要同心，

彼此體恤、謙卑、要祝福「你們是為此蒙召，好

叫你們承受福氣」;(5)為義受苦（13-16節），「只

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

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人」。

受苦心志（彼得前書第四）章

使徒彼得看「受苦的心志」是積極的，並非

無可奈何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

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能為主

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而（1-6節）的

小結是：因為不信的人生沒有盼望，信的人將

來必有復活盼望。世人或以我們過著聖潔的生

活為怪（4節），甚至譭謗我們，但我們仍要「謹

慎自守、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

（7,	 8節），因為主再來的日子近了（「萬物的結

局近了」）。彼得再為基督徒受苦的心志說明：

試驗臨到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事（12節），但卻

要認定「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

這名歸榮耀給上帝……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

實的造化之主」（16-19節）。

牧養群羊（彼得前書第五章）

最後，彼得再一次論到基督徒的生活：(一)

牧者當按上帝的旨意牧養群羊（1-4節）：「不

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

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

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牧者的生活是寬容、

犧牲、積極的。(二)年幼的當順服年長的，眾人

都是彼此順服（5,	 6節）。(三)信徒當將一切憂

慮卸給上帝，因為魔鬼每時每刻均忙於吞吃我

們，只有上帝的看顧才有效對付，而堅定的信

心可以消除苦難（7-9節）。從彼得所提出面對

苦難的方法看來，乃包括了：第一要謹守——

指德行操守（參第三章），不露弱點。第二儆

醒——指屬靈的敏銳感。第三持守信心——指

信靠上帝的心（7節）。

真假預言（彼得後書第一章）

當你將《彼得後書》與前書作一比較時，或

許感覺到前書給人一種溫暖熱情，後書卻是嚴

肅冷酷的。是的，前書是寫給信徒的，後書卻

是針對異端者而發。本章以「我們要追求認識

上帝」為主題，說出基督徒應有的完美生命：

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

和愛眾人，逐步拾級而上，以致結果子及達到

「永不失腳，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

耶穌基督永遠的國」的目的。同時，彼得要我

們相信先知的預言——即是用《聖經》話語的

能力（「燈」、「晨星」，19節）。最要緊的，不

要隨私意解經，因為預言是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其源頭乃來自上帝（1:21，參提後3:16）。《

彼得後書》的中心思想是「真假預言」。

何謂異端？（彼得後書第二章）  

「異端」和「異教」有什麼分別？「異教」是

別的宗教，例如佛教、道教……，對基督教影

響不及異端。「異端」是拿著我們的《聖經》，

卻將之解釋得離了真道，所以為害極深。何謂

異端？「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

你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與真理一同）引

進陷害人的異端，連救贖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

認」（1節），而異端者目的有二：行邪淫（2節）

和貪財利（3節上），他們的結局是刑罰和滅亡

（3節下）。彼得在此舉出三個實例，指出假師

傅必自食其果（4-10節上），其後描述出不義的

人（10下-16節）和他的結局（17-22節）。但「主

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9節）。

安然見主（彼得後書第三章）

在本章中，主的門徒彼得確定基督再來的

真理，他表達的程序是：(1)他首先提到《聖

經》的命令，「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

話，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2節）;(2)列出有人不信基督再來的理由（3,	 4

節）——他們否定應許，又不信有世界末日;(3)

證實主必再來（5-10節）——(a)	 從歷史辯證

（5-7節）。(b)從時代觀念（8節）;(c)帝的寬容

（9節）;(d)主的應許（10節）。主既然必定再

來，我們「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

摘，安然見主」（14節）。《彼得後書》告訴我

們，迎接主的再來，要堅守真理，彼此相愛，

積極過每天在地上的日子，準備祂隨時隨地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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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具備領導才能。申請者須有神明確的呼召，贊同浸信會信仰
與宗旨. 持有聯會認可神學院頒發的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為
佳，曾有牧會經驗，操流利粵語及英語, 並具國語聽講能力則更佳。

應徵者請將履歷和個人信仰的陳述郵寄：pastoral@ecbchurch.org 
截止日期 2020年1月31日

教會網址: www.ecbchurch.org

CALGARY SPRINGBANK 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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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郵中、英文履歷到聘牧委員會 scbcwelcome@gmail.com

詳细资料请查看网址/新闻动态情http:www.springbankchurch.org

我到處講家庭和科學講座

的時候，一個相當常遇

到的問題，就是對天才兒童的不了

解。老師會不了解是常常有的，最可

憐是父母親也常常不了解。這種孩

子經常被冤枉了，結果不是抑郁不

得志，不然就是極端地反叛。父母親

也不一定是故意不同情。我見到有

不少的父母親，一方面知道自己的

孩子是資優，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孩

子的特長在哪一方面。這種孩子過

了12歲就比較難以處理。父母親需要

了解孩子，但是在不能夠完全了解之

前，有什麼應該有的態度呢？孩子自

己到了青少年，也需要有人輔導他，

在好像沒有人了解自己的時候，就是

連自己的父母親也不了解，自己應該

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方法？

主耶穌的青少年

聖經記載主耶穌的成長過程很

少，就是他12歲那一年，跟父母親上

耶路撒冷敬拜。猶太人的成年儀式

是13歲，所以他那個時候還算是小

孩子。雖然他的父母親有神的特別

啟示，知道他是誰，但是還是沒有完

全了解如何帶領他。路加福音2：41-

52是一段常常被誤解的經文。孩童

耶穌好像並沒有告訴父母他要留在

聖殿，這可教父母焦急壞了。找了三

天才在聖殿裡面找到他。

父母可以做的：了解孩子的天份

連約瑟瑪利亞都沒有想到12歲的

耶穌，會對聖經這麼有興趣。其實從

耶穌沒有出生以前，他們已經得到

啟示耶穌的與眾不同。現代很多父

母親在孩子小的時候，常常不看花

時間觀察孩子為重要，所以最基本

不了解孩子的，就是他的天份。父母

親留意孩子的東西常常不是關鍵的

事情。就算是孩子在看手機的時候，

我們必須知道他在看什麼。

最近有一位母親給我看她12歲的

兒子在看的書。其中一本是《厚黑

學》。我也是有一點孤陋寡聞，不大

了解這是什麼一回事。上百度一查，

原來這是20世紀初期一位華人思想

家的創作。我一看他的基本觀念，

把我嚇壞了。「面皮要厚而無形，心

要黑而無色，這樣才能成為英雄豪

杰！」換句話說，做人要陰險黑心

腸，殺人不見血，面不改容，才可以

成功！

12歲孩子看得懂這樣的書，其實

不簡單。但是父母親焉可不留意教

導？約瑟瑪利亞不了解耶穌，所以也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今天多少父母

親也是這樣。

不要緊張

其實，約瑟和瑪利亞離開聖殿耶

路撒冷的時候，他們怎麼會不知道

耶穌在哪裡，大概是太忙跟別人談

話。我們的小兒子六七歲的時候，我

們也曾經把他遺忘在教會！預先跟

孩子溝通一下什麼時間離開，到時

候還要算人頭才走，這是我們學來

的功課。不過有些父母親沒有做好

這個準備，到時候緊張萬分。確實是

關懷，但是當眾表現緊張，對孩子常

常變成一個尷尬場面，會產生反作

用，現在的青少年常常會有反感。

放在心裡

「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

裡。」（路加福音4：51）每一次的誤

解，應該是多一個功課。經過一個

教訓卻沒有學到功課，實在是太可

惜了，白受罪。求主幫助我們記得從

我們的錯誤裡面學習到功課，下一

次才不會重蹈覆轍。

我不了解
我的天才兒童

家
奉
真
神
獲
福
樂



7 2020年1月 www.GlobalTM.org

Commissions, trailing commissions, management fees and expenses all may be associated with mutual funds and segregated funds. Please read the prospectus or information folder before investing. Mutual funds 
are not guaranteed. For segregated funds, subject to the guaranteed maturity value and the guaranteed death benefit, the amounts you receive under your contract are not guaranteed. Mutual fund and segregated 
fund values change frequently and past performance may not be repeated. Disability insurance is administered by The Edge Benefits Inc. and underwritten by various Canadian insurers unaffiliated with Primerica.

Mutual Funds offered by PFSL Investments Canada Ltd., Mutual Fund Dealer, Head Office: Mississauga, Ontario.  
Term life insurance  and Common Sense Funds segregated fund products offered by Primeric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Head Office: Mississauga, Ontario.  

温哥華 #630-1285 W. Broadway  
烈治文 #150-10451 Shellbridge Way

Kelvin Chan 陳先生 
604 734-5671

超 過2 0年 的 專 業 服 務 經 驗

會計

税務

商業咨詢

查
詢

公司會計/税務
物業投資/出租税
個人/自僱收入
非居民税務
回流加國税務咨詢

尼克.胡哲在演講中

林小麗

作者簡介
林小麗師母，筆名梅林枝子，網名

書女香，浙江溫州人。從事教育

業，愛好文學，關注環保，熱衷慈

善，熱愛生活。人生座右銘：“你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語出《

聖經》箴言4：23) 其作品曾發表在

各種報刊、雜志、網站專欄、簡書

和微信公眾號（snx1606）上 

世界是個什麼地方？對一個
剛到其間懵懂的孩子來

說，世界即好奇又危險。

科學家做過實驗，分別把剛出生
嬰孩和剛出生動物加以研究，發現
六個月後動物能自力更生，而小嬰
孩還需要人餵養。甚至小嬰孩在1-3
歲都需要成人悉心照顧才能生存。

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一直需要父
母教養、老師教育，方能健康成長。
可見人的特殊性。

故此，怎樣的父母，怎樣的老師，
對孩子而言，是頭等大事。

日本影片《你是好孩子》中，學生
神田困惑地問年輕的班主任崗野老
師：“我怎麼樣才能變成一個好孩
子？”

	 如果你是一名老師，你會怎麼回
答？是“上課認真聽講，作業按時完
成，考試考出好成績”之類的回答
嗎？如果你是一位家長，又是如何作
答？是“聽爸爸媽媽的話，不要讓爸
爸媽媽生氣，認真學習，成績優秀”
云云嗎？

崗 野 老 師 陷 入 沉 思 ，啞 然 無
語……

福田生長在再婚家庭，當護士的
媽媽只顧自己忙於工作，忽略了兒
子。福田身上穿著一套又臟又不合
身的衣服，頭發也沒及時修剪。繼
父對他冷酷、粗暴，命令他即便學
校放學，也不得在規定時間前到家，
他成了有家不能及時回，有父母如同
無有的“孤兒”。他以為，是因自己
的“不好”惹父母生氣，父母才會對
他漠不關心。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哪
方面沒做好。小小的孩子，天天活在
不安、自責之中。

小孩生性敏感，膽小。大人有絲毫
神情不悅，他們立馬捕捉到。

兒子常常會做些大人提醒並警告
過他的錯事。批評他時，他會難為
情地低語：“媽媽，請你抱抱我好
嗎？”其實每次管教孩子後，我都會
主動擁抱孩子，陪他重溫要點，陪他
反省。但孩子對擁抱是不嫌多的。在
大人批評他時，他在擔心爸媽不愛
他，要求擁抱。

我害怕在管教孩子時帶給孩子
錯覺：媽媽不愛我，媽媽是生我氣
才這樣的，媽媽不順心把我當出氣
筒……所以總是及時告訴孩子，爸爸
媽媽很愛他，因為愛，才會管教。

	 但“愛要忍耐”，“愛不求自己的
益處”等等箴言，需要在一個個實
踐中歷練，方能成為父母的生命素
養。只有在孩子出差錯時，出乎大人
意料中，才會發現我們做家長的，有
多不合格。我們的愛，缺乏忍耐去
支撐﹔我們的愛，總是站在自私的立
場，不求孩子的真實好處。

	 從小至今，如雷貫耳之常言：“爸
媽都是為你好，你要聽話，做個乖
孩子。”長輩父母如是，其他父母如
是，同輩父母也如是。

一不留神，我也會從嘴裡溜出此
類套話。但，顯得心虛，不敢強勢。
我知道，這話存在太多問題。心態
要時常被更新，嚴把口，方能減少
這些無用的腔調。

先來分析父母常言中的：“父母
都是為你好！”

什麼叫做好？是有神聖絕對權威
的好？是父母認為的好，還是孩子
認為的好？是父母為滿足虛榮心需
要的好，還是孩子個體需要的好？是
父母跟風的叫好，還是孩子興趣愛
好投向的好？是狂抓知識的好，還
是全人成長的好？是世俗的好，還是
靈性的好？

不得不承認：“父母都是為你好”
這句話裡，帶有很多水分。

其次來琢磨：“你要聽話！”
	 這要看父母說的是什麼話，若是

三觀不正的教導，也要聽嗎？若盡
是惹兒女生氣的錯誤訓斥，孩子也
得全盤接收嗎？憑什麼呢？就因著
父母生下孩子，養育孩子，故孩子就
得對父母五體投地、言聽計從嗎？那
孩子成了父母的什麼？是父母的私有
物嗎？

顯然，傲居東方的國人，多數持這
種觀念。西方人認為，孩子是上帝所
賜的產業，是份珍貴的禮物，應該
盡本分教養孩子。跟孩子分享生命
的喜悅，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幫助
孩子建立健全的人生觀、價值觀、世
界觀。

再來思想：“乖孩子！”
什麼乖孩子？或者說什麼是好孩

子？對父母的話說一不二就是好孩
子？對老師的話不假思索地認同就
是好孩子？若然，不是在教育有思
想、有靈性的生命體，乃把孩子當成
無思想、無靈性的木頭人。

很多孩子，大體上，是父母眼中的
好孩子，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但實話
說，他們有滿腹怨言：你說的，我憑
什麼要聽？簡直是一派胡言，簡直是
在為誤導我、污蔑我、打擊我。即便
有一萬個不樂意，但外表還是乖乖
地服從。實在沒有膽量反抗，怕被狠
狠地罵，怕被狠狠地打。

從小遭受家暴的雅美，在膽戰心
驚中成長，婚後身份已然調換，悲劇
再度上演。雅美帶三歲的女兒外出
和其他孩子玩，可女兒的一舉一動
都在媽媽的“監視”范圍內，女兒稍
有不合她心意的地方，回家就乖乖
地躺下哭嚷著等著罰站和被打。

平時在家中，女兒不小心做了什麼
錯事，或是僅僅讓她看不順眼，憤怒
的拳腳就會毫不留情的落在孩子小
小的身軀之上。雅美，落在原生家庭
的魔咒裡，她把父母給她的暴力，一
拳拳地歸在自己的女兒身上。女兒成
了當初的她。渾身是傷，心裡害怕。

智障兒小隼的媽媽，整天在自卑
不安中度過。說自打小隼出生，每天
對人家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對不
起”。怕自己孩子給他人帶來麻煩，帶
來不快。鄰居老奶奶告訴小隼媽媽，
你的兒子很有禮貌，很懂得尊重人。

在人看來非同常人的小隼，對幸
福有獨到的理解：“幸福就是吃完晚
飯去洗澡的感覺，幸福就是鑽進被
窩跟媽媽說晚安的感覺。”這些話，
那些聰明兒不一定說得出。這幸福，
那些視自己為“萬能”的父母體味不
到。

假如澳洲的尼克是生長在不接納
的家庭，難以成就現在的他。

這個生來沒有四肢，只有身軀和
頭頸的水桶人，竟然有雙學位，計
算機技術過人，全世界到處演講激
勵人，告訴全世界人：“我很幸福，
你們更能幸福！”原來幸福不是找
來，而是發現。在他生來時，他的父
母也曾傷心難過地詢問上帝：“為什
麼給我這樣的孩子？”上帝告訴他父
母：“他是上帝奇妙的創造”。父母
的觀念改變了，歡然接受這個特殊
兒，每當帶孩子外出，他們就以自豪
的語言迎接他人異樣的眼光：“他是
我的孩子，是上帝賜給我的禮物。”

假如台灣的黃美廉生長在不接納
的家庭，估計早被扔在垃圾堆，或
被送進孤兒院，不可能活得如此健
康，更別提有非凡的成就。

黃美廉父母一直認為，這位患有
嚴重小兒麻痺症的女孩，是上帝所
賜的特別禮物。他們要歡喜領受，好
好愛她。她的父母傾力陪伴她成長，
教育她成人。倍得父母關愛的黃美
廉，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得到
學歷學位。這位美術博士，到處辦
畫展的畫家，她自稱是上帝的寵兒，
瞧她活得多開心多從容。她常對人
說：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沒有
的……。	

重慶衛視大型心理溝通情感對
話節目，來了一對母女，對母親的“
愛”不堪負重的34歲女博士，和不以
為然的母親。女博士在16歲失去父
親，母親把她當成唯一的支柱和希
望。變本加厲地愛她，呵護她。管她
吃，管她穿，管她學這學那，管她交
友，一切嚴加看管。即便成年了，她
穿什麼衣服得經過母親喜歡，她的
朋友，不管同性異性，得讓媽媽一一
審查過。

	因著母親“無微不至”的愛，女兒
34歲了，沒有幾個交往的朋友，沒有

相處對象。擁有博士學位，缺乏自
信，在眾人面前歪著頭，低垂著，講
話聲音輕輕的，怯怯的。在主持人
鼓勵下，膽小的女兒大聲說出“媽媽
包辦我人生”的痛苦經歷。女兒每說
一件，她媽媽都理直氣壯地頂回：“
這是為你好”。

34歲的女博士在講述自己種種委
屈過程中，數次縮腰蹲地，身體瑟
瑟發抖，歇斯底裡地大哭大喊：“媽
媽，我不需要你這樣愛我！”而那位
母親依然剛硬地站著，態度決絕：“
我是為你好呀！”這份何其沉重的
愛，活活要把她女兒壓死，逼瘋。

	 再說那個，天天面對一群吵吵鬧
鬧、調皮搗蛋學生的崗野老師，他
疲倦極了。回到家，無精打採地蜷
縮在沙發上。已為人母的姐姐，覺
察出弟弟情緒低落。叫
兒子找舅舅玩，鼓勵舅
舅。外甥騎到崗野身上，
面對面緊緊地摟著崗野，
一遍一遍地輕語：“舅舅
加油，舅舅加油，舅舅加
油……”。崗野的心軟了，
化了。伸出手，緊緊地擁
抱著外甥。

他姐姐說：“那個孩子
在模仿我，我對孩子溫
柔，孩子就溫柔對對待
他人，所以疼愛孩子世界
就會和平，母親的工作很偉大吧。”

第二天，崗野老師給學生布置作
業，讓學生的家人擁抱學生。學生
說這作業太奇怪了，不想做。這是作
業，必須完成，崗野堅持。學生問跟
貓擁抱可以嗎，跟寵物擁抱可以嗎？
老師說是跟家人擁抱。學生問跟布
偶擁抱可以嗎？不可以，是跟活的人
擁抱，老師強調。

雖然在老師面前，孩子們表現出
各種不情願，但大部分還是完成了
作業。第二天來校，老師問同學們跟
家人擁抱時的感受，同學一個個輪
流過來說：舒服，高興，懷念，冷靜，
可愛，安心……

當學生問及為何布置這麼奇怪的
作業，岡野匡說了一通，都找不到合
適的感覺來形容“擁抱”這種不可
思議的感覺。最後他說：“老師希望
大家能成為，將感受到的美好無私
分享給別人的人。”

在這快節奏忙碌旋轉的生活中，
我們得時不時地慢下來，陪同孩子
走路，聽聽孩子的聲音，感受孩子
的切實需要，給孩子一個結實的擁
抱。

對孩子而言，世界是個美妙的地
方，人生是趟有趣的旅程，乃因父母
有愛的陪伴，老師有愛的教育。

我該怎樣才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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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 live to eat, to clothe, to 
shelter and to go about. These things 

are naturally needed to sustain and maintain 
human life. We may say that humans are similar 
to plants and animals. Guru Mencius said: 
“There is nuanced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Then,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the son of man that you care for 
him?” (Psalm 8:4)

But we Christians know for sure the “human 
being” wa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affiliating to God); “God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enesis 1:27).

“The Lord God formed the man from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 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 (Genesis 2:7).

The Bible records that the fallen human 
ancestors were expelled out of the Garden of 
Eden (Genesis 3:24). Since then, human beings 
are born with sins in this world. Originally 
human beings were sinless but they have 
become sinful.

The English word “SIN” means transgression 
of God’s law. This word clearly illustrates that 
humans always put “I” in the center--always “I” 
be central. We often say, “I wish. . . I want. . 
. I don’t want. . . I can. . . I always can. . . ” 
Subconsciously, we would put in the first place 
our living (i.e., to eat, to clothe, to shelter and to 
go about). We would expand the outside of lives 
out of bound; impose on others our subjective 

value; those with power would be proud of 
themselves, bragging with the flag of “political 
correct”. And they lead and support the group 
towards the way to moral degradation. They 
would sing loud the song of “unlimited personal 
liberty”.

“. . . Selfish and greed, our self-sufficiency, our 
lust for power or image—all these compulsions 
obscure our vision making us unable to clearly 
see the God who ‘in perfect faithfulness [has] 
done wonderful things’ (Isaiah 25:1).”— (Daily 
Bread June, 2019, Winn collier).

Let’s not forget the revel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Tower of Babel in the Bible.

“They said to each other, ‘Come, let’s make 
bricks and bake them thoroughly.’ They used 
bricks instead of stone, and tar for mortar. . . ”

“Then they said, ‘Come, 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 With a tower that reaches to the heaven, 
so that we may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 .’ ”

“The Lord said, ‘If as one people . . . then 
nothing they plan to do will be impossible for 
them. . . ’ “So the Lord scattered them from 
there over all the earth, and they stopped 
building the city” (Genesis 11:3-4, 6, 8.).

“Humble yourselves, therefore, under God’s 
mighty hand, that he may lift you up in due 
time” (1 Peter 5-6).

The Bible records the devil’s temptation of 
Jesus. “After fasting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he was hungry. . . ” Jesus said to the devil: “Man 

does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but on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Matthew, 
4:2-4).

Therefore, the Word of God (Bible) is our 
daily bread and drinks — the essential food and 
hope of eternal life.

“Again, the devil took him to a very high 
mountain and showed him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splendor. ‘All this I will 
give you,’ he said, ‘if you will bow down and 
worship me’ ”.

Jesus said, “. . . ‘Worship the Lord your God, 
and serve him only.’ ” (Matthew, 4:8-10)

From ancient time until now, Christians 
or non-Christians all the same having been 
dominated by the un-satiable craving of: What 
to eat? What to wear? Where to live? How to go 
about things? If we only live outwardly without 
the innate “being”, how can we claim that we’re 
living beings? If so we live -- life becomes 
meaningless.

Let’s ponder. Since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in his image, we originally would have 
affiliated to God. God is Love.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Jesus Christ]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John, 3:17). If we admit our sins 
and repent and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our 
savior, and determine to follow him for life, we 
will be re-birthed and re-deemed and baptized 
— becoming the children of God. The Holy 
Spirit lives in our hearts and leads us the way in 

life. “[We]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us]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Philippians 3:14).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self-
cultivation of moral in harmonious families 
includes fathers’ compassion, filial love, 
brotherly love and husband and wife in 
harmony.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 patriotically 
by serving the society. We must be patient and 
wait for the vision from God to lead.

Before Jesus Christ’s crucifixion, he told his 
disciples the parable of the Grapes Vine and the 
Branches.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a man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he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John 15:5).

Then Jesus said,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you, ask whatever you wish,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John 15:7).

Let’s brothers and sisters consistently pray 
for the early advent of the Kingdom of God. 
“[O Lord, God], wipe every tear from [our] 
eyes. There will be no more death or morning 
or crying or pain, for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has passed away” (Revelation 21:4).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When the gospel will have been proclaimed 
to the ends of the world and humanity will have 
believed into Christ Jesus,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come to this world as we have been 
beseeching. At that time His “will”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All nations in the 
world will have peace, and everyone will be 
equal — living independently at liberty. Amen!

The Advent of the Kingdom of God

人活著就需要：食﹑衣﹑住﹑

行。這些東西乃是人人

維持與保養生命的自然生活。可以

說，人同其他植物動物的生命相似。

先賢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

希。”然而，“人算甚麼，你[神]竟顧

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神]竟眷顧

他？”	(詩篇8：4)

但是，我們(基督徒)很清楚：“人”

是照神自己的形像[屬性]造的，乃

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1

：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

靈的活人”(創世記2：27)。

聖經記載人類始祖因犯罪墮落，

被趕出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

創世記3：24)。從此，人類出生在世

上便帶有罪性，本來人性本善，從此

變為人性本惡。

英語：“SIN”一辭，解“罪”，正

好說明，“人”總會把“I”(我)放在中

央，以

“我”為中心。常說：“我想......我

要.....我不要......我能......我全能......

，”不知不覺，我們把生活(食﹑衣﹑

住﹑行)放在第一位置，把外在的生

活無限擴大，將自己以為是的觀念

強行於他人；有權勢者，更加自傲矜

誇，打起“政治正確”的旗號，帶領

並支持群眾走上道德滅亡的路途，

高唱個人自由無限化。

“自私和貪慾，我們的自滿，渴慕

權勢，形象，等等......，強制了我們，

看不見異象，使我們不能清楚領受

神‘以忠信誠實行過奇妙的事’(以

賽亞書25：1)。”（靈命日糧，6月2019

，WinnCollier)。

我們不可忘掉了聖經記載有關巴

別塔(The	Tower	of	Babel)的啟示。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

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

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

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

名......”。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

樣的人民......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

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於是，耶

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

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創世記11

：3-4，6，8)。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

高”(彼得前書5：6)。

聖經記述耶穌受魔鬼的試探。“

祂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耶穌對魔鬼說：“......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馬太福音4：4)。所以神的話語(

聖經)是我們每日的飲食，是生命的

重要用糧，是永生的渴望。

“魔鬼又帶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耀都指給

祂看，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

就把這一切都要賜給你。’”耶穌

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

祂’”(馬太福音4：8-10)。

從古至今，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

是為著生活而受食﹑衣﹑住﹑行的

不滿足而無限期望和貪求。若是只

有外在的生活，卻沒有內在的生命

(being)，又怎可能是“有靈的活人”

呢？生命便沒有了意義。

試想想，神既照祂的形像造了人，

我們本來有祂的屬性。神就是愛，[

祂]差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

不是要審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

祂得救(約翰福音3：17)。若我們認

罪悔改，並接受耶穌基督為生命的

主，決志一生跟從祂，重生得救，受

洗，成為神的兒女，聖靈內住，帶領

我們走人生路，“向著標竿直跑，要

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們]

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4)。

中國人傳統教導的修身之德行，

齊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

好合；治國—供獻社會，為國盡力，

我們要安己以待神的帶領。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前，向門徒

說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我是葡萄

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

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翰福音15：5)。

耶穌又說：“你們若常在我裏面，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

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

福音15：7)。

讓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恆切禱

告，願天國早日降臨。神啊，“擦去[

我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

的事都過去了”(啟詩錄21：4)。奉耶

穌基督名求，阿們！

當福音傳到地極，世人都信主耶

穌基督的時候，神的國便臨在地

上，如我們所祈求的。那時，祂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世

界各國才得太平，人人平等，生活自

由獨立，阿們！

神的國度降臨在地上

國
崇
天
道

享
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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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名字翻譯小史(續29)
梁立己

結論 (2)

2） 人名務求準確語音翻譯

翻譯小史

華人教會翻譯神名字的反應又如何呢？聖經自唐朝傳入中國後，學者對Jehovah和

Yahweh已有不同的漢語音譯嘗試，只是迄今還未統一而已。當代華人社會對比較準確

的Yahweh發音，也民智漸開。已有華語譯本選用『雅威』的語音翻譯。以下先逐一簡介

歷年來25個【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  הרהי）的華語音譯：

1. 七世紀，唐朝觀景教（所以「序婆」當時讀作「yo-ba」，此係音譯自敘利亞語之

Ievha（Yahweh） 。此譯本把耶穌譯作『移鼠（翳數）』。

2. 1822年，英國浸信會Joshua Marshman和助手拉撒（Joannes Lassar）的「馬殊曼譯

本」，譯作「耶賀華」。譯本採用「蘸」字譯 baptism，表示「浸」，以別於馬禮遜譯

本用「洗」字。

3. 823年，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的【神天新遺詔書】，及和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六甲（Malacca）合譯的舊約

《神天聖書》，譯作「爺火華」 。馬禮遜與馬殊曼譯本合稱為「二馬譯本」，兩個

譯本God都譯作「神」。

4. 1837-38，荷蘭差會的德國裔的郭實臘（Karl Gützlaff 1803-1851），英國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美國公理

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馬儒翰（John R. Morrison）組成四人小組，在巴塔維亞

（Batavia），即荷蘭屬地印尼耶加達，出版文言文新約【新遺詔書】和【舊遺詔

聖書】。馬儒翰乃馬禮遜之子，譯本很可能仍然譯作「爺火華」。

5. 1854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施敦力（John Stronach）的南京官話(白話文)譯本，又稱【委辦譯本】

或【代表譯本】，譯作「耶和華」。God譯作「上帝」。中國傳道人王韜潤筆。

6. 1862年，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的深文理翻譯新舊約全書，也是用『耶和華』。中國傳道人王韜潤

筆。God譯作「神」。

7. 1872年，美北浸禮會的高德 （Josiah Goddard 1813–1854）的【高德文理譯本】 

，音譯『爺華』。此譯本可見在【www.scribd.com/document/32021224/高德譯本-

高德-羅爾悌-迪因-1853-舊約書創世記】網站。

8. 例如：『我稽首拜爺華，頌羡吾主亞拉罕之神爺華，導我以正途，取我主兄弟之

女，以與其子。』(創世紀24:48)

9. 1919年【文理新舊約聖書】。 1890年，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蘇格蘭聖經公會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在上海會議中決議以三種文體翻譯聖經，

文言文 (深文理)，半文言半白話(淺文理)，和官話(即國語) ，並以英國出版的 

Revised Version，及舊約【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作原文底本。此譯本則也

採用了『耶和華』的名。例如，詩篇23篇：『(大衛之詩)：耶和華為我牧、我不匱乏

兮。』此【文理譯本】可見於此網站：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https://bible.

fhl.net】。

10. 1919年，【國語和合譯本】，此譯本則也採用了『耶和華』的名，例如，詩篇23篇：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11. 1946年，台灣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吳經熊的【聖詠譯義初稿】，音譯『雅瑋』 。

精益求精

翻譯外語，人名首要語音翻譯（phonetic），語音務求準確。例如：美國總統Trump, 在

中國大陸音譯為『川普ChuanPu』，在香港音譯為『特朗普TeLangPu，』。兩個音譯，大

體上異曲同工。不過其實，『特朗普TeLangPu』比『川普ChuanPu』應該較為準確，因

為『特朗普TeLangPu』的Te，確實保存了Trump的『T特』音。 而『川普ChuanPu』的『

川ch』音，卻把Trump音譯成Chump，相形見絀。從前西方語音翻譯中國的名字，北京

Peking ，如今已更正比較準確的的的Beijing，廣東Canton，也更正為Guangdong，精益

求精。

有些信徒說：『耶和華Jehovah』，已是百多年來約定俗成神的名字。如今硬要改稱 

『Yahweh 』，是小題大做。』世人對自己名字的發音和筆劃都有執著和情意結，並非

小題大做。例如，筆者最要好的朋友是中學的同窗David。初相識時，筆者曾嘗試稱

呼他Davy，但看他聞聲色變，反應異常地困擾，要求我只稱呼他為David，不要叫他

Davy。相反，筆者有一表哥叫Davy，他卻不喜歡人家叫他David，各執己見。筆者診所裡

有一位猶太人助手名Mira，她第一天上班便表明他的名字發音應該是Mirror(咪ra)，請

我們別把她叫成Mira (賣ra)。 

打個比喻，假如你的名字叫『劉燁』，我卻『不知情』地誤稱你為『劉德華』，是錯

嗎？當然是呀。倘若如此這般，我便的叫錯了你幾十年，終於有一天發現你的真名是『

劉燁』， 那我必會跟你『劉燁』道歉說：『噢，對不起，這麼多年叫錯了你的名字，不好

意思，請原諒，我以後會更正叫你『劉燁』了。』這是合乎人情世故的。縱使『劉燁』你

說：『噢，我不介意，都是一句，隨便你叫吧。』那我也不會說：『既然你不介意，那我就

繼續叫你『劉德華』吧！』一般人都不會這樣做吧？你不介意， 也並不等於我可以放

棄精益求精的精神，做不按本分，不合人情世故的事。你明明叫『劉燁』，我何苦給你

改名『劉德華』呢？一個人的名字是他的榮耀，世人對自己的名字發音的半聲半調，筆

劃的一點一撇，都有一定執著和情意結，『劉燁』既是你父親給你起的名字，我當予以

特別尊重。縱使『劉燁』你說不介意，任我怎樣稱呼你，但我有甚麼理由給你改名呢？

Yahweh或Jehovah兩個名字，對神真的一點分別都沒有嗎？發音準確，未嘗不是一件

好事，世人都是力爭上游，精益求精，有選擇的話，每個人都情願別人以比較準確的發

音來稱呼自己。推己及神，我們不難理解，神可能也有此偏向。如果給神選擇的話，請

問祂情願我們稱祂為『Jehovah』或『Yahweh耶』，祂也可能跟我們一樣，在有選擇之下，

情願別人像祂家人一樣，以親切正確的發音來稱呼祂『Yahweh』。作門徒，好應追求神

偏向的心意。

耶和華（Jehovah）發音，功成身退

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1300-1600），各個國家不裡梵蒂岡的禁令，紛紛以本國語

言翻譯聖經。方知在希伯來原文裡有神的名字【四字神名】

（Tetragrammaton  הרהי），而並非『主LORD』。卻一時間未找到準確的發音。

1520年，義大利方濟會的神學家加拉田（Petrus Galatinus 1460 – 1540），他鑑於馬

所拉時期（Masoretic Period），猶太人會把Adonai『主』的聲母註在הרהי   YHWH【四

字神名Tetragrammaton】之下，成為 ֹהְי ָו ֹהְי  ，用來提醒讀者要把ה ָו   讀成Adonai『主』ה

；在無可奈何之下，為著找一個臨時的發音，加拉田建議將錯就錯，暫時借用Adonai

裡的聲母 a, o, a  ，以梅花間竹式插入YHWH四字神名，自創了YaHoWaH三個音調

（trisyllable）的合成名字，便是『Jehovah耶和華』的來源。

用這種方式拼成的文字或名字，在語源學上稱為合成字（hybrid word）。聖經學者開

始也不接受，因為它根本不是希伯來字，只是在十六世紀無可奈何之下，人工製造，杜

撰出來的一個不正確的臨時拼音，用意是在未找到正確發音之前，濟一時之需，這是

公認的事實，轉眼間，已沿用至今，差不多五百年。

如今準確的發音Yahweh經已找到，『Jehovah耶和華』這個人工製造的名字已完成了

它的歷史任務，也許應當功成身退，光榮退休，禪位讓賢。 而學者亦開始相繼更正，並

已廣泛應用。近四十年，不少於十三本新的英語譯本已放棄以LORD代替神的名字的

惡習，也放棄用Jehovah的合成名字（hybrid word），而是更正回歸準確的Yahweh名字。

I.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第53頁，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年。

有些書中，例如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及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認為 景

教碑之「阿羅訶」一詞係現用之「耶和華」古譯; 而天主教出版之書籍將之 解

釋為「阿拉」。但依史載景教入中土於七世紀時，但當時耶和華(Jehovah) 這個新

造字尚未誕生（此字創於1520年），而且回教勢力尚未及於華夏，因此 之故，「阿

羅訶」當以對音譯自elohim（希伯來語「神」）較有可能，或為希伯來語/亞蘭語「

神」的另一形式eloah之音譯。又有些書將「阿羅訶」和「耶和華」兩個中文譯名混

用,可參思高聖經學會，「聖經辭典」，第84頁, 香港/台灣：思高聖經學會，1983年;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第 354, 361頁，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II. 楊森富，上引書，「中國基督教史」，第181頁。

III. https://www.translatebible.com/blog/c014

IV. www.scribd.com/document/32021224/高德譯本-高德-羅爾悌-迪因-1853-

舊約書創世記https://www.scr ibd.com/document /32021224/%E9%AB%98

%E5%BE%B7%E8%AD%AF%E6%9C%AC-%E9%AB%98%E5%BE%B7-

%E7%BE%85%E7%88%BE%E6%82%8C-%E8%BF%AA%E5%9B%A0-1853-

%E8%88%8A%E7%B4%84%E6%9B%B8%E5%89%B5%E4%B8%96%E8%A8%98

V. 芮次荊，美國加州山河市華人宣道會會友http://a2z.fhl.net/fore/fore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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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祭司
何建宇

編者按:隆重推介何建宇博士加入本刊專欄作家行列！

從今年6月份開始﹐何博士每期都會撰寫本欄文章﹐必

能為各教會在職場服侍的弟兄姊妹提供大有益處的指

導和建議﹐敬請關注。何博士曾任「公義樹」董事會主

席及董事﹐他不但是公司行政教練、企業策略導師﹐也

兼任神學院及聖經學院客座教授。他具有學術、工程

研究、企業管理及環球經營經驗﹐先後獲工程學士及工

程管理博士﹐是特許工程師及工程學會院士。他早年

埶教於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移民加拿大後開

發室內數碼無線通訊制式﹐為這一技術領域的先驅﹐

其後又創立數碼無線電上市公司。何博士曾獲加拿大「

卑斯省100名最具影響力華人」的榮譽﹐「安永會計師

加拿大太平洋區創業家候選人」﹐加拿大「英女皇鑽禧

勛章」。何博士著有《營商有價》一書﹐並有合著《樂

在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觀》、《基督教商業倫理導論》

職場博弈秘笈

(週日) 英語(國語翻釋)崇拜

四 英語(國語翻釋)
12:00pm
社區

英文班  10：30 - 11：30 am

www.richmondsalvationarmy.org

職場事工、動力午餐會

闔家歡悅

全家
蒙福

文化是公司的基石

公司文化是實踐經營的文化，是公司存在的目的、宗旨

和價值。這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結合，藉

此塑造這公司的品格和內涵。

物質文化就是產品和服務，是公司最表層的接觸面，

能夠看得見，觸摸得著；因為這是實體，並不抽象，卻容

易出現變化。	

制度文化是員工行為與對外形象的體現，是各種規章

制度，包括法律、道德和行為的準則；這就是公司文化的

中間層，並不全是有形態，但較為有穩定性。

精神文化是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就是使命、願景、宗

旨、精神和經營理念，那是關於道德和品味的修練，是深

藏在公司內裏的穩固根基。精神文化是最深層的，看不

見，摸不著，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不輕易改變。

演譯公司的文化，在於如何在營運上踐行。對任何行

業，追求盈利是首要的，建立賺錢能力是物質文化，達至

好績效有賴制度文化。然而，要光明正大去運作，就殊不

簡單了；立品不是唱高調，是精神文化，歷史證明這才是

公司生存最穩紮穩打的永續操手。

透明玻璃瓶

十九世紀美國加工食品開始大行其道，市場充斥摻雜

沙、石、鉛等雜質的食品，嚴重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亨

氏(Henry	 Heinz)以「辣根」打進市場，他明白顧客的要

求，遂用透明玻璃瓶盛載番茄醬，釋出服務的真誠，只

賣真材實料的貨品，從而取得客戶的信任和欣賞，也建立

了自己的商譽。亨氏營商的掙扎，受過考驗，經得挑戰，

保證產品質量，是其推崇的公司文化和價值信念。然而

太多公司善於巧取豪奪，使消費者受騙、受損；至於可以

信賴、認真服務的公司，真是鳳毛麟角。如亨氏的嚴謹態

度，必受顧客歡迎和追捧。

誠信和商譽

在中國歷史上至為突出的商幫，要推舉明清時期的徽

州商幫。徽商的營商信念強調「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

不以利為利」，謹守良心的宗旨服務顧客：「貨真價實，童

叟無欺」和「市不二價」，重質兼重義，講求原則，買賣

沒有兩種價錢，這就是商幫的文化。「黑漆金字招牌」，

他們重視誠信和商譽，凡事從大體着眼，看重生意的永

續力。對人忠誠，不取巧，不欺騙，贏盡顧客的信任和欣

賞。徽商的成功，秘訣在於價值的正確定位，堅持營商的

使命。	

誠實是道德的焦點。「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

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箴十一1)誠實產生制約，使

人向善，尋回正軌。細水長流的持續穩態，不是比短暫

利益更化算嗎？若以效益主義看良知，誠信和商譽的潛

在價值遠遠超越詭詐的手段，為公司帶來更大的長遠利

益。

模造公司文化

公司文化主要是由老闆建立，然後以身教言教、上行下

效、滲透至各階層、各員工，激發他們擁抱此文化。怎樣

的老闆，領導怎樣的公司，塑造怎樣的文化。老闆以身作

則固然重要，現身說法使員工有仿効的榜樣；應向他們

推介，認識優良的公司文化可以增強競爭力、提升盈利、

發展快樂職場，大家都受惠。

敬愛神，誠愛人，是公司文化的框架，支撐整個組織有

能有力的運作。誠懇的幫助人，殷勤的服務人，都是公司

的文化取向，唯在執行上未必如理想，人際間的磨擦或

有所不甘，引起心靈的掙扎。「行善不可喪志」(帖後三13)

，敬愛神，我們不要灰心，因這是做對的事，是神所喜悦

的。

在職場上我們遇上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應有人

性、有憐憫同情及惻忍之心，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關愛。投資於社會責任，回報多

是無形資產，但最終這些可轉變成有形資產，為公司帶

來不可計算的利益。

求同存異的承諾

因應持份者的不同背境，文化的差異必然存在，引伸

至文化的衝突在其中，大家應致力尋求最大公約數，是

彼此接納和協調的共同點，並以寬容和尊重去處理異

同。雖說優良的公司文化理應由老闆主導，若現實並非

理想，作僱員是否束手無策，入鄉隨俗？

在寵物診所工作的秀文，為誠信自己定下原則。她不隨

便讓寵物吃特效藥或補充品，不用特效清潔劑，因這些

多會引致免疫能力下降，令寵物失去活動力。不速銷過份

的清潔或美客服務，不只顧搵快錢，這對寵物無益。在服

務期間，不隨意把材料稀釋，作出瞞騙。

為了提高服務質素，她竭力在知識、技術、經驗等方面

求進步，並針對動物體質和需要而提供個別服務。這種

服務第一，賺錢其次的文化，老闆未必認同，她是在見工

時表明立場的，遇上現在的老闆真不容易。

同事看秀文的堅持為自命清高，對她很不友善。她卻

以真誠主動幫助同事。有一次一頭名種狗過敏反應，同

事束手無策，她主動分析病情，建議改用抗敏配方，並停

止使用含殺菌成份的清潔劑。同事雖不認同，既然無計

可施，姑且試幾天吧！

一天過後，牠的呼吸暢順了、鼻涕收住了，第二天已站

起來走路，第三天體質改善了。大家佩服秀文的診斷，對

她另眼相看。自此老闆把經營文化改變，配合秀文的理

念，晉升她為診所主管，著力培養員工。

公司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於誠信、誠實、信任、信賴的信

條，但實行的途徑和安排是按公司規模、持分者要求、營

運需求等，一一要作出相對的靈活處理。總括而言，這文

化驅動公司上下，以親和力服務顧客，滿足他們對商品的

要求、帶來心靈的愉悅，進深成為有人情味的有機體。

有良知的公司文化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 你
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

(太13:14-15)

定決心受騙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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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士蘭   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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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國、粵、英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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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Ling Lee
604-880-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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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Li

604-889-2338

一位老奶奶拿著存折來到銀行櫃台，

要求把她積蓄的退休金都取出來。

由於金額很大，工作人員就問她作什麼用途，

奶奶說投資。工作人員感到可疑，就進一步追

問，斷定這位奶奶中了騙子的圈套，但是奶奶

不相信。工作人員說已經有不少人上了同樣的

當，並耐心解釋騙子的套路，奶奶仍然不信，

只強調錢是她的，她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這時候銀行經理走過來，問奶奶要了她兒子

的電話，撥通後讓她接聽。奶奶的兒子在電話

中苦口婆心勸媽媽趕快回家，這位奶奶還是不

聽，執意要把錢取走。最後奶奶的兒子不得不

趕過來把她強行帶走。

當人心被利益蒙蔽時，人所表現出來的頑固

和愚昧真是不可思議，正如前面這個使人抓狂

的老奶奶。然而在神的眼中，這世上所有拒絕

福音的人，都如同這個下定決心上當受騙的老

婦人。難道不是嗎？

魔鬼撒旦的騙術已經被揭穿數千年了，神千

方百計警告人不要上當，人都執意不聽﹔神又

賜下愛子耶穌基督，要把人從撒旦的權勢下拯

救出來，人還是不肯聽。使徒保羅痛心地說：“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

上。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

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4：4）

但願神開我們的心眼，使我們都有眼能看，

有耳能聽，能夠識破那誘惑人走向滅亡的謊

言和騙術。願福音的真光成為我們的生命之

光！

耶路 撒 冷，由

於受地中海

氣候影響，每年10月至次年5月都是雨季；每年

雨量約為25吋，因而並不缺水。

高大堅固的城牆外面，有水道直通源頭。因

此，耶路撒冷被強敵圍困，也不愁無水供應。

差不多長達1800呎的西羅亞水道，又在森諾曼

土倫階的石灰石中鑿出，將水從基訓泉流經錫

安山，引到西羅亞池。但是，世事有其利，必有

其弊。解決了水源問題，便可保證軍民有水維

生，同時卻也是禍害的根源。

“	 當日，大衛說，誰攻打耶布斯人	 (耶路撒

冷的古名)，當上水溝攻打......”

結果是軍長約押，由引水溝入城，而取其地。

主後1834年，巴勒斯坦土人謀反叛亂，亦重施

故技，也由引道潛入，破城入侵。“上水溝攻

城”暗示大衛鼓勵士兵佔領高地，爭奪溝口，

以便隨時切斷耶布斯的水源。值此同時，軍長

約押，率領部隊從基訓泉的一個豎坑突襲耶布

斯。

大衛在耶路撒冷爲王33年，大興土木，將領

地建設成一座	 由埃及到伯拉河的	 最龐大帝

國。	他在城內建造王陵，雖然城外都是墳場。

一般猶太教徒相信：當耶穌再來時，他們得著

地利之便，隨救世主由金門入城，減少了復活

時所蒙受的痛苦與折磨。櫐櫐石棺，估計在5萬

具以上。但是，惟有君王才有權在城裡埋葬。

根據尼希米記三章16節所載：“大衛的墳墓	 位

於東南山東麓的南端。”		大衛建造王宮時，還

推介羅王希蘭	向他提供技術與材料。

新的一年是最好機會，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基督徒更有這個需要，因我們知道

主耶穌的榜樣和標準，卻感無力達到，這是因為不

明白，也不願接受的事實。不明白，是靠自己無法達

到神的標準，只有順服聖靈的引導和力量，才能達

成。今年我在主前的立志有三：

1.	 在聖經裡更認識主耶穌和祂的愛。

2.	 時刻提醒自己，把我有限的愛，全部獻給

主。

3.	 順服聖靈的引導和祂的力量，將福音傳出

去，先是自己的親朋，同時也向不認識的路

人，務要在主耶穌回來之前，帶到一些人歸

主。

下面有許多“也許”，會阻撓你傳福音，神，有先

見，給我們預備了指引：

1.	 也許你正在十字路上，不知何去何從。“我的

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

當仰望神，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

光榮，是我的神。”（詩42：11）

2.	 也許你正在受試探中，懷疑能否勝過？“你

們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

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

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3.	 也許你正在失去一位心愛之人的憂傷中：“

耶穌對祂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25）

4.	 也許你正感孤單無助：“神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量，是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46：1）

5.	 也許你正在尋求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若有

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

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

祂。”(約12：26)

新的立志



課程簡介：先知書中除了充滿了審判與安慰的信息之外，也不斷地交織著許多對彌賽
亞的預言及未來的應許。本課程將運用釋經的原則，研究先知書的文體特色，重點信息

及神學思想，確認神與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約在先知信息上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從信息中

找出屬靈原則，應用於現今的處境。

教師簡介：蔡金玲博士，美國達拉斯神學院 PhD。曾擔任台北、北美華神及美福神

學院舊約專任老師，並擔任教會教育事工傳道等。現擔任達拉斯神學院兼任教授，也

參與北美、加拿大華神及多所神學院的教學，並經常在各地從事神學教育，帶領聖經專題講座，教導培訓牧

者與同工。著作：天道聖經註釋《以斯帖記註釋》。參與翻譯：《預言解釋》、《傳道書》、《新約希臘文

辭典》、《新約工具書使用簡介》、《有效的成人教學法》、《有效的青年教學法》、《如何按照聖經教養

你的小孩》、《教會成人教育》等。另參與《環球聖經譯本》聖經翻譯，以及撰寫多篇與聖經神學有關的文

章。目前寫作：《撒迦利亞書註釋》，將於2019-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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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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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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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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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先知書

2020年2月17~21日（週一至五）6:00pm~10:00pm
2020年2月22日（週六）9:30am~5:30pm
2020年2月24日（週一）6:00pm~9:00pm
延伸制和碩士生上課時數皆為30小時

信義會巴色崇真堂2575 Nanaimo St., Vancouver
延伸制220元(2學分)碩士科560元(2學分)新生報名費15元
李權德弟兄(778-228-7382) 
電郵 email : cesvancouver@gmail.com
請回覆email報名(傳道人免費旁聽，
請事先報名確認有空位)

大小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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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澤鳳

有一個小故事說：上帝交代

天使來到人間，替衪取回

人世上「最寶貴的眼淚」。天使看見

一對男女，依依不捨地在車站告别。

那畫面真是美麗，那情人的眼淚更

是動人。於是，天使取回了他们的眼

淚，交給上帝。不料，上帝卻對他說：

「愛情固然可貴，但為愛情流下的淚

水，卻不是最寶貴的。」

天使只好再試一試，這次他看見

一位母親經歷了數十小時的陣痛，最

後终於産下嬰兒，擁抱孩子的瞬間，

母親流下了淚水。天使又將母親的

眼淚交给上帝，但上帝還是說：「親

情無可取代，但為親情流下的淚水，

卻不是最寶貴的。」

重返人間的天使，覺得很烦惱，不

知道該怎麼做，上帝才會滿意。就

在這時候，天使偶然間看到一個男

子臉上滿是憤怒，提着一把獵槍。原

來，男子的家人都被一個強盜所殺，

而他正要去找那個強盜尋仇。	 	 天

使跟着男子，看到他來到強盜的家

門口，將槍口伸入窗戶的細縫，瞄準

了仇人—但是，男子卻愣住了。他看

到那個強盜正抱着自己剛出生的孩

子，坐在昏黄的燈光下，為他哼著摇

篮曲。

男子慢慢放下槍，踏著沉重的脚

步，轉身離去。憤恨仍留在他的臉

上，但他的臉龐多了兩道淚痕。天使

將他的眼淚獻給上帝，上帝滿意地

笑了。上帝對天使說：「孩子，你做得

很好，這的確是人世間最珍貴的眼

淚。因為人世間最偉大的愛，不是親

情也不是愛情，而是去愛我們所憤

恨的人。」

「饒恕」是人生中最難學的一門

必修课。怎樣才算饒恕？我們怎麼知

道自己有没有饒恕呢？從上面的故事

中，我們看見：饒恕不是對某人或某

事不再有情緒，而是不讓情緒促使

我們去做不對的事。「愚妄人怒氣全

發，智慧人忍氣含怒」(箴二十九：11

）。不僅要「饒恕」，還要「愛我們所

憤恨的人」，這是多麼艱難的一件

事，因為憤怒產生怨恨，怨恨產生苦

毒及報復心理。然而當一心要復仇的

男子看到那個強盜抱着自己的孩子，

唱著摇篮曲時，他的憐憫心油然而

生，於是放下了槍。

聖經上彼此饒恕的教訓，深印基

督徒的心中。如「你們要饒恕人，就

必蒙饒恕」	(路六：37b)	。「你們不饒

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

你們的過犯」	(太六：15)	。我們也知

道不肯饒恕，等於喝慢性毒藥。所以

許多人努力地下定決心要饒恕，都想

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饒恕別人；但是心

裡仍然憤憤不平，充滿憤恨。没錯，

靠著我們仍是天然人的自己，肯定做

不到心底的饒恕；可是靠著住在我

們靈裡的耶穌就能夠做到了。

只有當我們把生命完全交託給

主的時候，才能够宣告：「我靠著那

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	 腓

二：3)。因為饒恕的心，並非我們與

生俱來，我們需要意識到：想要像上

帝饒恕我們那樣去饒恕別人，我們

既需要祂的同在，也需要祂的大能。

我們需要俯伏在上帝的旨意下，汲取

祂的力量。只有那樣我們才能放下心

中的石頭(苦毒)、手中的槍，並且以

後再也不會拾起。

有人說：「饒恕是受傷時放棄自己

報復、傷害對方的權利。」卻有許多

人誤以為，如果饒恕了別人，就等於

否認自己所受的傷害，表明對方的行

為没有錯。這樣豈不讓他逃避了懲

罰、逍遥法外？事實是：所有錯誤的

行為都是錯的，都要面臨不義的後

果。就像上面故事中的強盜，雖然當

時没有被復仇的男人槍殺，但他終究

要面臨法律的制裁。只是那個尋仇

的男人因著憐憫，超乎自然反應地

把強盜從自己心靈的槍口中放下，就

是幫助自己單方面從仇恨和苦毒中

走出來。更何況對我們信耶稣的人而

言，「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	(羅十三：4b)	這是最

大的安慰與釋放。所有冤屈、傷害都

交給上帝，相信上帝會公正、公平地

對待他。

世上的愛是有來才有往的愛。「你

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

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

人」(	 路六：32)	 。神國子民的愛，是

無來亦有往，以善報惡的愛，用愛來

回答惡待我們的人。「只是我告訴你

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路六：27)	 。所

以，「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

們。」(	 路六：35)這正是天父的愛(原

文為agape)，我們作為神兒女的人理

應彰顯的就是這樣的愛。這「愛」不

同於男女之愛和對至親的人自然流

露的愛。這樣的愛，不只能饒恕，也

能去愛我們所憤恨的人，真不愧是

人世間最偉大的愛！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們讚美祢，祢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天離
地何等的高，祢的慈愛向敬畏祢的人，也是何等的
大。在祢的愛裡，我們得醫治、得安慰、得自由。
我們感謝主，祢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洗淨了
我們一切的不義，讓我們在祢面前得蒙救贖，罪
得赦免。求主幫助我們，彼此包容、彼此饒恕，就
像主怎樣饒恕了我們，我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聖
靈啊！求你充滿我，幫助我去饒恕，去饒恕那我不
願饒恕的，行出祢恩慈的旨意。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感恩禱告祈求，阿們！

因著神的愛，饒恕！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毁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

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弗所書四：31-32）

國泰民安



華人基督教會崇拜聚會

陽明山華人神召會	 	 1:30pm	(粵,	國)	 7696	-	112th	St,	Delta					shcp_church@yahoo.com
白石華人門諾教會	 梁正文	 2:30pm	(國)	 3487	King	George	Blvd.,	Surrey	 604-229-9690
加略山教會	 司提反麥當勞	9:00am	(國)	10:30am	(國)	 16293	-	104	Ave.,	Surrey	 604-583-5955
門諾會活石基督教會	 鄧永行	 2:00pm							(Cloverdale	United	Church	內)17575	-	58A	Ave.,	Surrey	 778-320-3808
信望愛教會	 林鎮平	 10:30am	(國)	 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778-294-9250
信道會素里迦南堂	 袁宇宣	 10:15am	(國)	 #101-8484,	162nd	Street,	Surrey	 604-716-4465
素里中國福音教會	 皮友來	 2:15pm	(國)	 16870	-	80	Avenue,	Surrey	 604-961-8357
素里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9:00am	(英,	國)	 15964,	88	Ave.,	Surrey	 604-588-8279
素里浸信會救主堂	 李傳慶	 4:15pm	(國,英)	(St.	Luke	Lutheran	Church內)	10177	148th		Street,	Sry	 604-727-5588
素里恩惠堂	 崔　博	 2:30pm	(國)	 6230	-	120	St.,		Surrey	 604-619-5688
素里基督教堅信堂	 郭棟材	 11:00am	(粵,國)	 17400	-	60	Ave.,	Surrey	 604-418-4620
素里華人宣道會	 楊寅光	 9:30am	(英)	11:00am	(粵,國)	 15421-110th	Avenue,	Surrey	 604-930-9933
素里華人浸信會	 	 9:30am	(英)	11:00am	(粵,國)	 8590	-	160th	St.,	Surrey	 604-597-8608
素里路德會信心堂	 張唯恩	 10:00am	(國譯粵)	11:10am	(英)	 7086	-	124	St.,	Surrey	 604-594-4033
素里聖道堂	 王立言	 3:00pm	(國)	 10330	-	144th	St.,	Surrey	 604-438-3222
拿撒勒人會素里華人教會	 	 2:00pm	(國)	 9012,	160	St.	(90	Ave)	Surrey	 778-926-9012
傳福堂	 唐安琪	 星期六10:30am（國）	 14625	108	Ave.,	Surrey	 604-306-6108
亞寶斯福基督教錫安堂	 陳于志	 10:30am	(英)	10:30am	(粵,	國)	 35199	Delair	Rd.,	Abbotsford	 604-852-9354
奧根湖區華人浸信會	 葉敬德	 10:00am	(粵,	國,	英)	 1025	Rutland	Rd.,	N.	Kelowna	 250-491-0910
智理華華人宣道會	 姚易良	 10:45am	(國)	 9210	Williams	Street,	Chilliwack	 604-791-1759
楓樹嶺國語頌恩堂	 謝瑞龍	 2:30pm	(國)	 301-20450	Dewdney	Trunk	Rd,	Maple	Ridge	 604-291-0600
中華基督教長老會	 陳佳友	 9:30	(英)	11:00	(粵,	英)	1:30	(國)	 816	North	Park	St.,	Victoria	 250-384-4911
域多利華人宣道會	 潘國偉	 8:45(英)10:25(國)11:35(粵)	 2845	Gosworth	Rd.,	Victoria	 250-592-5566
域多利華人神召會	 黃良善	 9:30am	(國,	粵)	11:00am	(英)	 2215	Dowler	Place,	Victoria	 250-386-1523
納乃磨華人宣道會	 吳東生	 1:45pm	(國,	粵)		 1609	Meredith	Road,	Nanaimo	 250-585-5522
維多利亞中華循道會	 周群生	 １:30pm			 1780	Feltham	Road,	Victoria	 778-433-9513
維多利亞以馬內利浸信會	 王家旭	 10:30am	(國,	英)		 2121	Cedar	Hill	Cross	Rd.,	Victoria	 250-885-0791

卡加利,	愛民頓,	溫尼辟,	沙省
卡加利靈糧堂	 王小桔	 2:30pm	(國,	英)	 12777	Candle	Cres.,	SW	Calgary	 403-201-6008
卡城主恩福音會	 	 10:30am	(粵)	 401	-	9A	Street,	NE	Calgary	 403-261-3610
卡城東北播道會	 	 9:15am	(粵)	11:00am	(英)	 3125	Catalina	Blvd.	NE	Calgary	 403-280-0682
卡城保惠基督教會	 	 11:00am	(英,	粵,	國)	 5300	-	53	Ave,	NW	Calgary	 403-860-1713
卡城宣道會城南堂	 區保其	 9:15am	(國)	11:45am	(粵)	 1436	James	Mckevitt	Rd,	SW	Calgry	 403-254-1030
卡城恩理基督教會	 馮開泰	 10:15am	(國)	 14640	-	6th	St.,	SW	Calgary	 403-808-0847
卡城彩虹基督教會	 鄭　藝	 9:30am	(英)	11:15am	(國)	 5336	Lakeview	Dr.,	SW	Calgary	 403-452-8872
卡城基督徒聚會堂	 張炳銓	 11:00am		(粵,	國,	英)	 2504	-	16th	St.	SE	Calgary	 403-269-9393
卡城基督教華人神召會	 徐志光	 主日	10am	(粵,	英)	/	週六	11am	(國)	 127	-	2nd	Ave,	SE	Calgary	 403-263-6059
卡城華人門諾會	 劉純仁	 9:30am	(英)	11:00am	(國)	 1237	-	28th	St.	SE	Calgary	 403-248-5988
卡城華人宣道會	 	 9:30am(英,國)	11:00am	(粵)	 150	Beddington	Blvd,	NE	Calgary	 403-274-6923
卡城華人宣道會沐恩堂	 胡家亮	 10:30am	(國,	粵)	12:00(英)	 1212	-	1st		Street,	NW	Calgary	 403-614-2331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蔣顯輝	 9:30am	(粵)	11:15am	(國,英)	 6600	Country	Hills	Blvd	NW	Calgary	 403-239-2990
卡城華人信義會頌恩堂	 	 2:00pm	(國,粵)	 210	-	10th	Ave.	NE	Calgary	 403-276-5808
卡城華人浸信會	 黃嘉漢	 11:00am	(粵,	英)	 3907-44th	Ave.	NE	Calgary	 403-590-4349
卡城華人播道會	 	 9:30am	(英,	國)	11:00am	(粵)	 1706-20th	Ave,	NW	Calgary	 403-282-0288
卡城聖公會牧愛堂	 	 3:00pm		(粵)	 #504,	30	Ave.,	NW	Calgary	 403-619-6988
卡城新生命國語播道會	 李　鈞	 9:30am	(國,	英)	 4712	-	21	Ave.	NW	Calgary	 403-247-9255
卡城豐盛生命靈糧堂	 劉平品	 10:00am	(國)	 20	Hawkside	Road	NW	Calgary	 403-719-9641
加拿大福音信義會豐盛堂	 周彼得	 9:30am	(粵,	國)	 1432	-	19	Street,	NE	Calgary	 403-389-8145
南卡城華人播道會	 	 9:30am	(粵,	國)	11:00am	(英)	 340	-	39	Avenue,	SE	Calgary	 403-243-2770
基督教銘恩堂													Laurence	Hiebert		 9:30am	(粵)	11:15am	(英)	 3/F,	4/F,	116	-	2nd	Ave,	SW	Calgary	 403-252-7790
溪水邊浸信會	 熊　健	 10:30am	(國)	 700	-	77th	Street,	SW	Calgary	 403-991-8912
衛道浸信會	 郝洪琦	 11:00am	(國,	英)	 635	Northmount	Drive,	NW	Calgary	 403-988-8333
豐山浸信會	 關家壽	 星期六	4:30pm	(國,	粵)	 128	Tache	Avenue,	NW	Calgary	 403-275-5456
豐盛華人浸信會	 陳忠正	 3:30pm	(國)	 40	Mackenzie	Blvd,	SE	Calgary	 587-917-2817
三一國語浸信會	 聶書全	 3:30pm	(國)	 12404	-	140th	Avenue,	Edmonton	 780-231-9167
生命更新浸信會	 楊　威		 2:30pm	(國)	 1751Towne	Centre	Blvd,	NW,	Edm	 780-433-4124
西草地基督教會	 徐博泉	 1:00pm	(國)	 9333-199th	Street,	Edmonton	 780-729-7962
使徒聖經教會/西南國語堂	 林約翰	 9:30am	(粵,	英)	/	2:00pm	(國)	 16415	-	83	Ave	/	10710	-	19	Ave,	Edm	 780-952-8811
恩福浸信會	 岑廣河	 9:30am	(國)	11:00am	(粵,	英)	 1204	Ellwood	Road,	SW,	Edmonton	 780-437-8552
愛之路浸信會星光國語教會	杜衍忠	 11:00am	(粵,	英)	 10603	Ellerslie	Road,	Edmonton	 780-437-5433
愛城宣道會活泉堂	 楊思威	 9:30am	(國,	英)	 9015-132	Avenue,	Edmonton	 780-478-1494
愛城宣道會城北堂	 徐匯強	 9:30am	(粵)	11:00am	(英)	 5108	McLeod	Rd.,	Edmonton	 780-478-1443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	 陳明中	 9:30am	(國,	粵)	11:30am	(英,	兒童)	 6508	-	31	Avenue,	Edmonton	 780-463-1527
愛城信義會新生堂	 張瑞權	 10:00am	(粵)	7:30pm	(粵)	 10927	-	94	Street,	Edmonton	 780-422-4869
愛城浸信國語教會	 林信偉	 9:30am	(英)	11:00am	(國)	 5011	-	122A	Street,	Edmonton	 780-435-2980
愛城國語信義會善牧堂	 時岱	黃家旭	 2:00pm	(國)	 10815	-	76	Avenue,	Edmonton	 780-988-9778
愛城基督生命堂	 謝國樑	 10:30am	(粵)	 10759-96th	Street,	Edmonton	 587-590-7629	
愛城基督教恩傳堂	 謝偉光	 3:30pm	(粵,	英)	 1559-80th	Street,	Edmonton	 780-469-0653
愛城華人宣道會	 聞偉雄	 8:15粵	/	9:30粵,國	/	11:00英	 5019-199	Street	NW,	Edmonton	 780-483-2143
愛城華人浸信會	 聶書全	 11:00am	(英,	國	,	粵)	 11112	-	109	Ave.,	Edmonton	 780-426-0891
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	 王乃基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8810	-	65	Avenue,	Edmonton	 780-465-2314
愛恩浸信會	 招鴻基	 2:00pm	(粵,	英)	 12404-140th	Ave.,	Edmonton	 780-481-1464
點城華人協和教會	 	 11:00am	(粵)	 10152	-	96	Street,	Edmonton	 780-422-8027
門諾弟兄會華恩堂	 陳伍六	 2:30pm	(粵,國)	 333	Alexander	Ave.	Winnipeg	 204-228-8341
華人播道會主愛堂	 	 1:30pm	 500	Lagimodiere	Blvd.	Winnipeg	 204-254-7045
溫城國語教會	 	 11:00am	(粵,國)	11:00am	(英)	 1010	Riverwood	Ave,	Winnipeg	 204-284-7903
溫城華人宣道會	 	 9:30am	(英,	國)	11:00am	(粵)	 261	Colony	St.,	Winnipeg	 204-772-0917
溫城華人信義會	 	 1:30pm	(國)	 200	Dalhouise	Dr.,	Winnipeg	 204-290-0400
溫城華恩堂南區分堂	 陳伍六	 星期六	7:00pm	(國)		 1771	Pembina	Hwy,	Winnipeg	 204-228-8341
沙城華人基督教會	 柏楊	 2:15pm		(國語)	 2810	Louise	St.,	Saskatoon,	SK	 306-713-3575
急流鎮華人宣道會	 李梁鳳霞	 1:30pm		(粵語)	 298	Battleford	Trail,	Swift	Current	 306-773-3665
雷城華人宣道會	 偉斯達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3010	Arens	Rd.	E.,	Regina	 306-789-0877

美國西雅圖
北臨海華人基督教會	 羅　凱	 10:00am	(國,	英)	 2200	F	Street,	Bellingham	 360-734-6707
西雅圖北區證道堂	 周天深	 3:00pm	(國,	英)	 6215	-	196th	St.	SW,	Lynnwood	 425-778-1647
西雅圖台語基督教會	 劉富敬	 10:00am	(台)	12:00	(英)	 333	NE	76th	Street,	Seattle	 206-522-8084
西雅圖台灣基督教會	 卓仁重	 2:00pm	(台)	2:00pm	(英)	 5019	Keystone	Pl.,	N.	Seattle	 206-632-4020
西雅圖東區華人宣聖會	 羅國滿	 10:00am	(粵)	 232,	5th	Avenue	S.	Kirkland	 206-659-8578
西雅圖神的教會	 孫名昌	 10:30am	 355	N.	104th	Street,	Seattle	 206-778-6090
西雅圖信望愛靈糧堂	 余大器	 10:30am	(國,	英雙語)	 605	E.	Sunset	Way,	Issaquah	 425-898-7650
西雅圖恩惠堂	 張四維	 11:00am		(國,	粵,	英)	 538	NE	127th	Street,	Seattle	 206-524-8977
西雅圖基督的教會	 曾金臺	 10:00am	(擘餅)	11:00am	(國,	英)	 1616	North	192nd	St.,	Shoreline	 206-546-5186
西雅圖華人宣道會	 陳校慈	 8:30	(粵)	10:00	(英)	11:30	(粵)	 2803	S.	Orcas	St.,	Seattle	 206-725-0771
西雅圖華人信義會	 周以賽亞	 11:00am	(國,	英)	 6553,	40th	Ave.	NE,	Seattle	 206-524-7631
西雅圖華人浸信會	 Dick	Sipe	9:30	(英)	11:00	(粵)	 5801	Beacon	Ave.	S.	Seattle	 206-725-6363
西雅圖播道會華恩堂	 老洪奔	 10:30am	(粵,	國)	 22727	Hwy	99,	Edmonds	 206-226-4777
西雅圖證道堂	 崔勝洪	 9:30am	(英,	粵)	11:00am	(國)	 651	NW	81st	Street,	Seattle	 206-789-6380
西雅圖證道堂東區分堂	 王紹雄	 9:30am	(國,	粵,	英)	 17360		NE	67th	CT.,	Redmond	 206-789-6380
西雅圖靈糧堂	 許世芬	 10:00am	(國),	10:00am	(英)	 1331-118th	Ave	SE	#150,	Bellevue	 425-454-2165
宏恩華人宣道會	 黃健恆	 11:00am	(粵,	英)	 24711	-	94th	Avenue	S.,	Kent	 425-525-9637
東區基督教會	 彭動平	 10:30am	(國,	英)	 3615,	164th	Pl.	SE	Bellevue	 425-747-0889
南區證道堂	 林承安	 10:30am	(國,	粵)	 1031	Monroe	Ave.,	NE	Renton	 425-639-5683
真光基督教會	 彭約翰	 2:30pm	(國,	英)	 22116	SE	51st	Pl,	Issaquah	 425-392-0501
恩福浸信會	 譚光昌	 10:45am	(粵)	 12800	SE	Coal	Creek	Parkway,	Bellevue	425-829-9055
華人美南浸信會	 吳志忠	 10:00am	(粵,	國,	英)	 925	S.	King	St.,	Seattle	 206-447-9529
湖東基督教會	 張大漢	 9:30am	(英)	11:00am	(國)	 5241,	116th	Ave.	NE,	Kirkland	 425-891-0016
聖公會聖使徒堂	 	 11:30am	(粵,	國,	英)	 15220	Main	St.,	Bellevue	 425-644-1613
奧林匹亞華人基督教會	 周涵鍔	 10:30am	(國)	 2306	-	26th	Ave.,	NW	Olympia	 360-688-7018
西雅圖華人神召會	 阮佩美	 10:30am	(粵,英）	 4205	S.	Graham	St.,	Seattle	 206-721-1030

溫哥華,	本拿比,	列治文
中國福音教會溫哥華堂	 王心毅	 3:30pm	(國)	 1296	West	67th	Ave.,	Vancouver	 604-365-2031
主恩堂	 湯紹源	 9:30am	(粵);		11:15am	(國,	英)	 2396	W.	8th	Ave.,	Vancouver	 604-732-1835
台灣長老會大溫迦南教會	 謝榮爵	 10:00am	(國)		 1901	E.41st	Ave/Victoria,	Vancouver	604-321-7781
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劉傑文	 9:15	(國)	9:30	(英)	11:00	(粵)	 華埠片打東街三百號		300	E.	Pender	 604-254-4219
西北溫頌主堂	 謝仲賢	 9:30am	(粵)		11:30am	(英)	 185	East	Keith	Rd.,	North	Vancouver	604-985-8322
西北溫國語頌主堂	 	 3:15pm	(國)	 185	East	Keith	Rd.,	North	Vancouver	604-910-9881
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	 鄭彼得	 9:45am	(粵,	英)	 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	 778-340-7789
西北溫國語頌恩堂	 張家洲	 11:15am	(國)	 515	West	Windsor	Rd.,	North	Van.	 778-340-7789
西區浸信會	 曾李麗冰	 10:00am	(粵)		11:30am	(英)	 8506	Ash	Street,	Van	(Marine	Dr)	 604-266-5602
門諾弟兄會頌主堂	 李振光	 8:30am	(國)	10:00am	(粵,	英)	 3215	School	Ave./Kingsway	&	41st	 604-434-8227
門諾弟兄會頌愛堂	 譚家麟	 9:30am	(英)	11:00am	(粵)	 505	Nanaimo	St./夾	Pender	 604-255-5381
門諾弟兄會真道堂	 梁國雄	 2:00pm	(粵,	英)	 6060	Culloden	St.	夾45th	Ave.,	Van.	 604-224-1022
門諾會沐恩堂	 鍾利名	 11:00	am	(粵,	國)	11:30am	(英)	 1720	Graveley	St.,	Vancouver	 604-254-2772
門諾會救恩堂	 蘇國忠	 9:30am	(英)	11:00am	(粵)	 唐人埠	375	E.	Pender	St.,	Vancouver	 604-688-0877
使命浸信會	 呂宇俊	 11:00am	(粵)	 4798	Gladstone	Street,		Vancouver		 604-655-6636
活泉宣道會	 馬勵文	 11:15am	(英,	粵)	 101	East	24th	Ave.	近緬街	 604-879-6111
活道浸信會	 鄭文尉	 10:30am(粵,英)	 2105	West	33rd	Ave.,	Vancouver	 604-261-1612
安提阿教會	 白恩拾	 2:00pm	(國)	 3101	East	22nd	Ave,	Vancouver	 604-440-3504
南溫哥華基督教頌恩堂	 梁美蓮	 9:30(英)11:15am	(粵)	7:15pm	(粵)	 611	E.	50th	Ave.,	Vancouver	 604-325-5300
宣道會福群堂	 曹傑明	 9:20am	(英)	11:00am	(粵)	 626	E.58th	Ave.近菲莎街	 604-325-2719
信道會溫哥華迦南堂	 吳族軒	 9:30am	(英)	11:00am(國粵)	 6311	Prince	Albert	St.,	Vancouver	 604-321-8077
浸信會信望愛堂	 羅國強	 9:30am	(國,英)	11:30am	(粵)	 6261	Cambie	St.	Vancouver	 604-879-8500
浸信會福音堂西區分堂	 姜　平	 3:00pm	(國)	 3320	Crown	St.	Vancouver	 604-233-1356
浸信會懷恩堂	 鄭伯遜	 10:00am	(國,	粵)11:30am	(英)	 6825	Kerr	St.,	Vancouver	 604-436-0670
基督教主愛堂	 黎志宏	 9:30am	(粵)	11:15am	(英,國)	 645	E.47th	Ave.,	Vancouver	 604-322-5651
基督教頌恩堂	 羅志明	 8:30	(粵)10:00	(國,英)11:30am	(粵)	 2855	E.1st	Ave.	Van.	東一街商場對面	 604-255-6199
基督教衛理公會衛理堂	 陳芳福	 2:00pm	(國)	 5745	Wales	St.	/夾	E.	42	Ave,	Van.	 604-722-6560
華人神召會	 伍志雄	 9:30am	(英)	11:00am	(粵)	 215		E.18th	Ave.,	夾Main街,	Van	 604-876-1221
華人會幕浸禮堂	 戴衛理	 10:00am	(英)	11:00am	(國,	英)	 804	East	14th	Ave.,	Vancouver	 604-520-3799
華人福音教會	 鄭振民	 11:00am	(英,	粵譯)	 690	N.	Slocan	St.	/	夾Wall街	 604-255-8292
華人禮賢會	 歐玉珩	 2:00pm	(粵)	 1920	Argyle	Drive,	Vancouver	 604-879-1161
菲沙崙教會	 陳永豐	 9:15	(粵)	9.15	(國)	11:00	(英)	 3330	S.E.	Marine	Drive.,	Vancouver	 604-451-5449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謝大立	 2:00pm	(台)		 2733	W.41st	Ave.,	Vancouver	 604-266-0820
溫哥華華人長老會	 黃鼎盛	 9:30am	(英)11:15am	(國粵)	 6137	Cambie	St.,	Vancouver	 604-324-4921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唐福文	 8:00/11:15(粵)	9:30(英)11:15	(國)	 3330	Knight	St.,	Vancouver	 604-874-7612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黃心朗	 8:15粵/9:40英/9:40國/11:15粵	 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	 604-325-6314
溫哥華華人播道會	 	 8:15	(粵)	9:45	(英)	11:15	(國,	粵)	 3295	East	Broadway,	Vancouver	 604-254-1242
溫哥華信義巴色崇真堂	 余錦文	 10:00am	客,國,粵/11:30am	英	 2575	Nanaimo	Street,	Vancouver	 604-255-5988
溫哥華信義會新生堂	 教會幹事	 9:00	(國)	10:20	(粵)	11:45	(英)	 6215	Main	St./夾46th	Ave.	Van.	 604-324-6110
溫哥華國語禮拜堂	 鍾保羅	 10:30am	(國)	 1656	Semlin	Dr./	E.1st	Ave.,	Van.	 604-255-9622
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2:30pm	(國,	英)	 6858	Fraser	St.,	Vancouver	 604-327-1313
溫哥華渥烈治信義會	 朱邦娟	 10:00am	(英,	國)	 585	West	41st	Ave.,	Vancouver	 604-261-2442
溫哥華福源堂	 謝瑞璇	 10:30	(國語	/	英語)	 3075	E.56th	Ave./Kerr,	Vancouver	 604-433-1181
溫哥華靈糧堂	 林嗣季	 9:15am	(粵)	 1920	Argyle	Drive,	Vancouver	 778-379-1920
路德會和平之君堂	 姜子楨	 10:00am	(英)	11:15am	(粵)	 3022	East	49th	Ave.,	Vancouver	 604-430-2900
聖公會牧愛堂	 梁永康	 9:00am	(英)	11:00am	(粵)	 189	W.	11th	Ave.,	Vancouver	 604-872-1884
聖公會聖路加聖馬提亞堂	 方文傑	 11:00am	(粵,	英)		 320	E.15th	Ave.	(夾Sophia)	Van.	 604-876-4320
慈恩紀念華人協和教會	 高一峰	 10:00am	(英)	11:30am	(粵)	 3519	Cambie	Street,	Vancouver	 604-876-7114
瑪寶區浸信會	 蕭余佩雲	 9:15am	(國,	粵)	 8010	Osler	St.	Vancouver	 778-838-8108
UBC	區校園浸信會	 宋旭春	 9:30am	(國,	英)	 4397	W.12th	Avenue,	Vancouver	 604-221-8508
大溫哥華聖道堂	 王理智	 9(英)/10:45	(國譯英)/10:45	(雙語)	 5110	SE	Marine	Drive	 604-438-3222
中國福音教會本拿比堂	 岳升昌	 10:00am	(國)	 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中信中心	 778-358-8878
主愛基督教會	 陳英明	 10:00am	(國)	 1030	Sperling	Ave.,	North	Burnaby	604-910-1818
本拿比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馬振國	 11:00am	(粵)	11:00am	(英)	 6580	Thomas	St.,	Burnaby	 604-299-1170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	 潘熙遠	 8:00	(粵)	9:30	(英)	11:15	(粵/國)	 8611	Armstrong	Ave.,	Burnaby	 604-524-3336
本立比華人播道會	 林海鴻	 10:00am	(英)	11:30am	(粵)	 6112	Rumble	Street,	Burnaby	 604-431-6969
本立比頌恩堂	 嚴國樑	 8:30	(中)	10:00	(英)	11:30	(中)	 3883	Triumph	Street	(近Ingleton)	 604-298-8277
本尼比基督教神召會	 	 10:15am	(粵)	11:30am	(英)	 5209	E.	Hastings	St.,	Burnaby	 604-291-0104
門諾弟兄萬民教會國語堂	 劉培哲	 2:45pm	(國)	 8255	-	13th	Avenue,	Burnaby	 778-891-4326
門諾弟兄會威靈頓堂	 	 8:30英/10:00英譯國粵/11:30英譯國粵	 4812	Willingdon	Ave.,	Burnaby	 604-435-5544
信心方舟基督教會	 	 2:00pm	(國)	 5855	Imperial	Street,	Burnaby	 604-438-8325
迦南生命泉浸信會	 余雙承	 週六	2:30pm	(國)	 5825	Nelson	Avenue,	Burnaby	 604-288-9008
國語頌恩堂	 謝瑞龍	 8:30	(國)	10:00	(英)	11:15	(國)	 380	Hythe	Avenue,	Burnaby	 604-291-0600
溫哥華華人信義會	 洪迪生	 9:30am	(粵)	 1005	Kensington	Ave.,	Burnaby	 604-299-4977
愛加倍教會	 阮迦勒	 10:30am	(國)	 6650	Southoaks	Crescent,	Burnaby	 778-837-0959
基督教天恩堂	 唐安琪	 10:30am（粵）	 3895	Albert	Street,	Burnaby	 604-306-6108
生命頌基督教會	 李梅芳	 週六	7:00pm	(粵)	 613	Queens	Avenue,	New	West	 604-446-2714
八福教會	 邱　誠	 3:30pm	(國)	 9280	No.2	Road.,	Richmond	 604-522-8308
平安福音堂	 劉君堯	 10:00am	(粵,	英)	11:30am	(國)	 8280	No.5	Road,	Richmond	 604-231-9990
同在堂	 陳貽強	 8:45	(閩/英)	10:15	(國)	11:30	(英)	 7600	No.4	Road,	Richmond	 604-276-8250
列治文中國福音教會	 羅華慶	 3:30pm	(國)	 10311	Albion	Rd,	Rmd	(No.4	Rd)	 604-301-9092
列治文門諾會平安堂	 黃偉光	 11:30	am	(粵)	 11571	Daniels	Rd.,	Richmond	 604-278-9848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	 曾國雄	 週六7:30pm	粵/主日	9:30粵/11:15	國,英	 3360	Sexsmith	Road,	Richmond	 604-248-1885
列治文城北宣道會	 余丹白	 8:15	/	9:30	/	11:00	(粵)	9:30	(英)	 914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604-244-7004	
列治文恩典宣道會	 談子明	 9:30	am	(國)	11:00	pm	(粵,	英)	 11371	#3	Road,	Richmond	 604-272-5243
列治文浸信會福音堂	 姜　平	 3:00	pm	(國)	 6340	No.4	Road,	Richmond	 604-233-1356
列治文救世軍教會	 趙永諒	 10:00am(國/英）	 8280	Gilbert	Road,	Richmond	 604-277-2424
列治文基督教頌恩堂	 蕭乃傑	 11:00am	(粵,	英)	 260-6391	Westminster	Hwy,	Rmd	 604-303-5831
列治文基督教會	 汪德偉	 10:00am	(國)	11:30am	(英)	 4F	-	5900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800-1543
列治文華人協和教會	 	 11:45am	(粵,	譯國)	 8711	Cambie	Road,	Richmond	 604-276-1789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	 李耀全	 週六11am	(粵)/主日9am(國英)11am(粵)	 10100	No.1	Rd.,	Richmond	 604-271-9333
列治文華人浸信會	 崔世光	 11:00am	(粵,	英)	 10311	Albion	Rd,	Richmond	 604-274-1311
列治文華人播道會	 何國然	 9:30	am	(英)	11:10	am	(粵)	 8040	No.5	Rd.,	Richmond	 604-231-0511
列治文聖公會牧愛堂	 安宇洪	 1:30pm	(粵)	 #340-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778-859-1943
列治文聖道堂	 古維基	 3:00pm	(國)	 8280	Gilbert	Rd.,	Richmond	 604-362-0659	
列治文路德會三一堂	 張唯恩	 11:00am	(英)	3:00pm	(國)	 710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604-278-6827
列治文門諾弟兄會真理堂	 陳耀棠	 9:00am(英)9:30am(國)10:30am(粵)	10200	No.5	Rd.,	Richmond	 604-275-1893
列治文迦南堂	 陳仕敏	 10:00	(粵)	11:15	(國)	6:30pm	(粵)	 列治文公衆市場二樓中信中心內	 604-786-9867
基石堂浸信會	 司徒春偉	 11:00	am	(粵,	英)	 7890	No.5	Rd.,	Richmond	 604-303-9181
聖公會以馬內利堂	 伍德賢	 8:30/11:00am	(粵,	國語傳譯)	 7451	Elmbridge	Way,	Richmond	 604-214-0321
閩南堂	 蔡偉峰	 9:00am	(國,	英)	10:45am	(閩,	英)	 12200	Blundell	Rd.,	Richmond	 604-273-2757
歌鄰基督教會	 周振傑	 11:00am	(粵)	 7171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214-8243
豐盛浸信會	 楊望侯	 10:00am	(粵)	 5240	Woodwards	Rd.,	Richmond	 604-720-2050
Broadmoor	浸信會	 David	王	 10:30am	(國)	 8140	Saunders	Road,	Richmond	 778-855-8878

高貴林,	素里,	溫哥華島
三一華人基督教會	 曾仲池	 10:00am	(英)	11:30am	(粵)	 125	Kyle	St.,	Port	Moody	 604-461-9696
三聯市浸信會信友堂	 洪予健	 11:00am	(國)	 1415	Noons	Creek	Dr.,	Coquitlam	 604-249-0765
信道會三聯市迦南堂	 林聰祺	 9:30am	(英)	11:00am	(國)	 3433	Coast	Meridian.	Rd.,		Pt.	Coq.	 604-942-2120
恩典浸信會	 孫偉鴻	 10:15am	(粵)	 1160	Lansdowne	Dr.,	Coquitlam	 604-720-8363
恩典福音教會	 馮　林	 4:30pm	(國)	 3151-York	St.,	Port	Coquitlam	 604-724-8989
高桂林華人浸信會	 劉文翰	 2:15pm	(粵)	5:00pm	(英)	 3433	Coast	Meridian.	Rd.,		Pt.	Coq.	 604-944-1690
高貴林宣道會	 趙恩泉	 9:00(國)	10:15	(英)	11:30(粵)	 3129	Ozada	Ave,	Coquitlam	 604-945-5850
高貴林國語教會	 林維楷	 3:00pm	(國)	 1198	Falcon	Drive,	Coquitlam	 604-464-6789
高貴林聖道堂	 劉慧娟	 10:30am	(國,	英)	 2606	Kingsway	Ave,	Port	Coquitlam	 604-474-0300
高貴林愛加倍教會	 徐摩西	 10:00am	(國)	 2860	Dewdney	Trunk	Rd.,	Coq	 778-316-2190
高潔林華人播道會	 郭　奇	 10:00am	(粵)	10:00am	(英)	 3180	Flint	St.,	Pt.	Coquitlam	 604-941-3687
高潔林自立中華基督教會	 蔡健強	 11:00am	(粵,	英)	 1933	Como	Lake	Ave.,	Coquitlam	 604-931-2311
慕迪港頌恩堂	 萬得康	 8:30(粵)	11:	30(國,	粵)	10:00(英)	 2622	St.	Johns	St.,	Pt.	Moody	 604-939-8281
三角洲浸信會	 	 3:30pm	(粵,	國)	 6897	-	120	Street,	Delta	 604-597-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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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單身基督徒團契的活動

內容：討論與人相處的溝通方式;時間：2月1

號下午2:00;地點：7487 19Ave. Burnaby;報名電

話：604-575-0688 Sarah 或 604-239-0120 Lucy, 

或加入微信群 ywdsyh1357, 驗証信息請注明是

單身基督徒。歡迎主內單身的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

恩典浸信會【保健養生操】之太極操

廣東話教授，歡迎區內人士參加，名額有

限，先報先得。時間：2月1日至4月25日 (逢週

六) 早上10：00-11：30;地點 : 1160 Lansdowne 

Drive, Coquitlam;查詢電話 : 604-720-8363;電

郵 :blessingsbaptist@gmail.com;網站 :  www.

blessingsbc.ca。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各項活動

1) 溫哥華餐飲業團契（國/粵語）:內容：康

樂棋、乒乓球、像棋、足球機、電子遊戲、卡

拉OK、專題講座及茶點﹔對像：國/粵語餐飲

業群體。2) 國語讚美操: 逢星期三上午10：30

至11：45在本教會舉行,歡迎所有人士參加。

地址：3330 Knight St, Vancouver;查詢：604-

874-7612。地址：3330 Knight St, Vancouver﹔查

詢：604-874-7612。

慈恩紀念華人協和聯合教會
「關愛星期五」(粵/國語) 聚會 

聚會內容:早、午餐供應、詩歌、祈禱、講道、

影音、運動、養生保健、分享等﹐有早餐及午餐

供應﹐歡迎任何有興趣的成年人士參加。時間:

逢星期五早上10:30am至下午1:30pm ; 

MOSAIC移民與難民服務免費活動

讓新移民學習有關信用評分的基本知識，

如何建立信用評分和免費申請個人信用報告，

避免債務和詐騙。時間:8月 9日(星期五日)晚

上6:00-8:00;地點:Tommy Douglas Library 7311 

Kingsway, Burnaby;聯絡: Angel謝小姐(604-254-

9626 ext 2121 or atse@mosaicbc.org)。此外還有

為持工作許可證人士而設的英語會話小組、長

者會: 回春功和達摩十八式、氣功、編織小組等

等。MOSAIC是一個多種語言的非牟利機構，

全心全意為移民與難民提供安頓與融入社會

所需的各種服務。地址：5575 Boundary Road, 

Vancouver﹔查詢請電Carolyne Lee 604-254-

9626 ext 1010﹔傳真604-254-3932﹔電郵: clee@

mosaicbc.org﹔網址：www.mosaicbc.org。

跨越社區服務中心
免費英文文法語句輔導班

目標群體:八年級到十年級學生; 時間: 逢星

期三午3:30-5:00; 地點：110 - 5751 Cedarbridge 

Way, Richmond; 報名電話: 604-366-6012。

免費小學四年級到七年級功課輔導班

目標:給予小學四年級到七年級的學生功課

輔導和人生導師; 時間： 6月08日前（逢星期

一）及5月28日前（逢星期四）下午3：30-5：00;地

點：110 - 5751 Cedarbridge Way, Richmond;報名

電話: 604-271-7600。

烈冶文基督教培英中心課程

1.實用英語初班 1月20日至3月2日（逢星期

一，三，五）上午11:00-1:00。2.日常生活英語會

話班 1月22日至3月4日 （逢星期一，三）上午

9:00-11:00。3.日用會話生字加強班 1月7日至3月

5日 （逢星期二，四）下午1:00-3:00。4.入藉考試

通過班 1月6日至2月12日（逢星期一，三）下午

1:30-3:00。報名或查詢：604-821-1262。

西雅圖福音中心聖誕慶祝會

福音中心將於明年一月二日搬遷新址，並開

辦以下幾個學習班：

1. 實用美語100句(二)：1/14至3/17，週二下午

1:30-3:15，共十節。2. 英文入籍進深班：1/15至

3/18，週三下午1:30-3:15，共十節。3. 實用美語

100句(二)：2/3至3/30 (2/17休息)，週一上午10:30-

下午12:15，共八節。4. 青少年領袖培訓班(六

年級或以上)：1/18至2/22，週六下午2:00-4:00，

英語授課，共六節。費用$20。新址位於677 S 

King St, Seattle, WA 98104，即翠苑酒家斜對

面。開放時間為週一至六上午10:00至下午5:00。

查詢206-624-0988。

加拿大福音差會 (K-PACT)座談會:

福音遍傳印尼/穆斯林 
- 現今的挑戰與機會 

時間： 1月18日 (星期六) 10:00 am －12:00 

noon (會後午膳招待)。 

異象分享會暨 K-PACT 成立典禮 
- 來自印尼的呼聲 

時間：1月19日 (主日)2:30－4:30 pm (會後

茶點分享);地點：基督教頌恩堂(2855 East 1st 

Ave., Vancouver);語言：廣東話 / 普通話;查

詢  :  陳明修牧師 (778)861-6330;楊學義牧師 

(604)828-8320;kpactcma@gmail.com。

中信小城宣教祈禱會

將於1月31號星期五早上9：30舉行，邀請

Karen 姊妹分享「如何在教會組織小城宣教團

隊」，誠意邀請你出席參加。 地點本拿比中信

中心麗晶廣場二樓，查詢電話604-877-8606 內

線242  Dorothy Ho。

溫哥華基督教潮語團契福音聚會

將於1月18日 (星期六)下午12：00時在溫哥華

華人浸信會(7474 Culloden St, Vancouver)舉行福

音聚會。歡迎各界潮州籍人士多攜帶親友自由

參加。主題 : 新春聯歡茶聚;查詢電話:604-839-

8990(方太)。

加拿大神學院專題免費講座

題目：從人類到超人類主義; 講員：李錦綸博

士;講座簡介：超人類主義反映全球正步入極端

世俗文化。人工智能與基因科技的誤用, 成為人

類自我滅絕的試探。隻有上帝形象是確立人類

價值的基石。粵語主講，普通話耳機傳譯。時

間：1月17日(星期五）7:30 pm - 9:30 pm;地點：溫

哥華華人宣道會 (3330 Knight Street);查詢請致

電778-251-5678或電郵info@ccst.ca。

中華福音神學院溫哥華學區（國）

課程：領袖的塑造與發展（余亞弘牧師）;時

間：1月13-17日（週一∼週五）6:00pm-10:00pm;  

1月18日（週六）9:30am-5:30pm; 1月20日（週

一）6:00pm-9:00pm。課程：舊約-大小先知書

（蔡金玲博士）;時間： 2月17-21日（週一∼週

五）6:00pm-10:00pm;  2月22日（週六）9:30am-

5:30pm; 2月24日（週一）6:00pm-9:00pm;上課

地點：信義會巴色崇真堂 2575 Nanaimo St., 

Vancouver;上課時間30小時;報名：王姿平姊妹

（604-866-8669）, 李權德弟兄（778-228-7382）;

電郵：cesvancouver@gmail.com  http://wp.ces.

org.tw/vancouver。

本欄免費為加西地區教會和福音機構提供服務，

由於資訊繁多而版面有限，敬請撰文盡可能簡

略，詳情可在查詢時進一步說明，原則上每條限

登一期，特別情況例外。本刊人手短缺，請用戶

盡可能用電子郵件發稿vccstmtm@gmail.com，可免

重新打字之勞。聯絡電話：604-273-0223。

2020年3月12-24日

1月3日:婚姻家庭： 光明之子;

1月10日:中國基督徒：僕人領袖;

1月17日:以諾遊蹤: 血淚朝陽;

1月24日:聖經實地：路口古城;

1月31日:中國基督徒：使命恩典;

地址：3519Cambie街夾西19街﹔免費專車

接送:請依時在星期五早上10:10am在(登利維

街)協和門430 Dunlevy Ave & Pender前集合，

或自行坐公車(33、15、25) 或乘Canada line-

King Edward前來3519 Cambie Street & W19;電

話：604-876-7114

溫哥華聖樂團新樂季練習

1月6日開始，逢星期一晚上七時半，地點

在1920芬蘭教會 (1920 Argyle Dr, Vancouver 

BC)﹔歡迎有合唱經驗基督徒參加試音。查

詢電話：604-200-0867或登網頁：http://www.

vancouveroratorio.org。

1月份恩雨之聲恩雨同路人節目簡介 

逢星期六下午7:00在

AM1470 電台播出

本月會訪問謝慧兒博士，分享從傳道書看人

生的得與失﹔另外又訪問羅懿信牧師，他會分

享如何走出抑鬱的日子﹔加拿大海外基督使團

OMF東亞聯繫總監忻晉宇牧師分享前往外蒙

的經歷及如何幫助農村牧者及教會領袖學習聖

經及神學訓練等和教會建立方法﹔陳翠華經歷

人生不同的歷練，分享她在青年時如何信奉摩

門教、產子時如何經歷生命彌留的時刻、又其

後為何會相信基督教。請按時收聽恩雨同路人

節目。恩雨同路人更在澳洲、加拿大多倫多、卡

加利、愛民頓及美國三藩市播出, 詳情請電恩

雨之聲 604-244-3767。

一
月

6 日 溫哥華聖樂團新樂季練習

13 - 20 日 華福神學院溫哥華（國）:領袖的塑造與發展

17 日 加神學院免費講座: 從人類到超人類主義

18 - 19 日 加拿大福音差會 (K-PACT)座談會

31 日 中信小城宣教祈禱會

二
月

1 日 單身基督徒團契的活動

1 日起 恩典浸信會【保健養生操】之太極操

17 - 24日 華福學院溫哥華（國）舊約-大小先知書

15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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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

佈道會培靈會

教育及講座

社會服務及慈善 機構及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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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雅

王小洪

與神和好 
vs 

天人合一

我所屬的教會最近花了近
半年的時間細讀「列王

記上、下」及「歷代志上、下」，迄今
終於讀完了。「歷代志上」一至九章記載從人類始祖「
亞當」到「大衛」王朝的族譜，洋洋灑灑羅列了近千人
的名字，很多人名以前聽都沒聽過！「列王記」及「歷
代志」記載很多真實歷史故事，如果耐著性子讀下去，
其實並不難讀懂。

「大衛」建立統一的「以色列」王國後，他的兒子「
所羅門」將之發揚光大，但很快地在他不才的孫子「
羅波安」的帶領下，一國竟分裂為南（猶大）、北（以色
列）兩國。之後南、北兩國的關係時好時壞。

北國從「耶羅波安」開始拜金牛犢與偶像，之後一
再地改朝換代，	 共有十九個王，沒有一個是好王，都
行上帝看為邪惡的事，仿照「耶羅波安」的行為，重蹈
「耶羅波安」的覆轍，使以色列犯罪。北國最後在西元
前722年被「亞述國」滅了。

南國共經歷20個王，都是「大衛」的子孫。這二十個
王中有好王，有壞王。有些王一開始很好，最後晚節
不保，驕傲或學壞了；有些則是一路壞到底。但國勢在
「羅波安」之後，整體來說是走下坡的，南國最終在
西元前586年被「巴比倫國」攻陷，最後亡國了。

讀了長篇的「列王記」及「歷代志」，我不禁要問自
己，我是中國人，我為何要讀猶太人的歷史？記載在
聖經裡的外族人的歷史與我有何干？

我的結論是：
歷史是一面明鏡，智慧者從中學到教訓；
愚頑者讀歷史時，心裡恥笑古人的愚頑。

國有好王，則昌盛。王驕傲，若悔改，得善報。
國有壞王，則敗落。王行惡，若不改，得惡報。

南國「猶大」的列王就是這樣代代循環不已。
我們讀「猶大」歷史時是否有這樣的感嘆呢？

上等人汲取別人歷史的實例，當借鏡；
中等人無視別人歷史的實例，當空氣；
下等人藐視別人經歷的實例，當笑譚。

學習借鑒，抑或不恥訕笑？孰是智者？孰是愚者？歷
史於我有何干？捫心自問，我是上、中、下那等人呢？

「歷代志」成書於「猶太人」被擄結束之後，很多的
「猶太人」從「巴比倫」或世界其他地方返回「耶路撒
冷」，過一陣子發現「彌賽亞」沒有如一些人所盼望的
來臨。「耶路撒冷」的破敗荒涼讓們感到氣餒和失落，
開始懷疑難道上帝遺棄了祂的子民嗎？難道上帝向「
大衞」的應許落空了？所以「歷代志」的作者希望藉着
歷史回顧，激勵他們回到正路，重新把焦點放在「敬拜
上帝」上面，旨在鼓勵與提醒讀者，無論是過去，現在，
或是將來，「以色列」成功的關鍵，是在於「聖殿」以及
在其中「服事的人」的態度！

猶太人是上的選民，目的是要他們當種子隊，把上
帝的信息傳向萬邦，無奈他們失敗了，反被萬邦所同
化。最後上帝親自差派自己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世
上傳救贖的福音，與我們立新約。

「新約聖經」提醒基督徒：「你們是被揀選的子民，
是王室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上帝自己的產業。因
此，你們能夠讓別人看見上帝的美善，因為他召喚你們
離開了黑暗，進入他奇妙的光中」(聖經新普及譯本,	 彼
得前書二9-10)。

凡願意認罪悔改，接受「耶穌」用祂的生命代贖的
人，就有新生命，是「新以色列人」是基督的門徒。

求上帝憐憫，保守我們，賜我們智慧，能真認識祂，
並體會上帝在聖經裡大篇幅記載猶太歷史的苦心與奧
秘！

歷史與實例

俗語

說︰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主耶穌卻說：「我來了，

是要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聖經約翰福音10:10）祂所指的豐

盛生命就是人信祂後所領受的新生

命﹐這個生命與舊生命不一樣。舊生

命是一個被罪惡過犯所捆綁、沒有

神、沒有盼望、不喜樂、不滿足、沒

有平安、充滿憂慮恐懼的生命﹐新的

生命是一個被	 神改變的生命﹐以弗

所書4:24說「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

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人領受了這個新生命是行義不犯

罪的生命﹐是按著	 神性情被造的生

命﹐	 神的性情是充滿愛、公義、平

安、聖潔、憐憫、真善美等美德﹐這

個新生命也是如此。也許我們會問：

為甚麼耶穌能給人這新生命？讓我

們從聖經去了解。

人只憑表面認識耶穌

首先﹐很多認識耶穌只憑著外貌、

表面去認識祂﹐就像二千多年前祂

降世為人出來傳道時﹐人看不起祂。

約翰福音1:45-46記載有一位耶穌的

門徒腓力﹐當他認識了耶穌是救主

後﹐他找著他的好朋友拿但業，想介

紹給他也去接受﹐腓力對他說：「摩

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

那一位（指眾先知所預言要來的救

主彌賽亞），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

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拿但業對

他反應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

的嗎？」他立時顯出不能接受﹐因為

在拿但業的觀念裡頭﹐拿撒勒是一

個卑微的城鎮﹐從來不沒有產生過

甚麼偉人﹐更何況是救主的來臨﹐豈

可選擇這個小城。

除了拿但業外﹐聖經還記載了多次

人對耶穌的藐視﹐例如耶穌有一次

去到自己的家鄉去傳道﹐祂在會堂

裡教訓人﹐眾人雖然聽見耶穌有智

慧地去教導﹔他們甚至知道耶穌手

所做過的異能﹐但他們反應說：「這

不是那木匠嗎？不是馬利亞的兒子

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嗎？

他妹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裡嗎？」（

馬可福音6:1-3）他們就厭棄他﹐原

因就是因為只看耶穌的出身卑微﹐

認為他是木匠（當時被認為是很卑

微的工人）﹐他出身的家庭也是很平

凡。其實﹐聖經早已預言救主的來臨

並不是以尊貴的身份﹐也不是出身於

甚麼名門望族﹐甚至先知在以賽亞

書53:2-3這樣介紹他說：「他（耶穌）

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

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

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

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

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人要真正認識耶穌

耶穌選擇卑微地降世﹐聖經希伯

來書2:17-18說︰「他必須在各方面和

他的弟兄們相同，為了要在	 神的事

上，成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為

人民贖罪。因為他自己既然經過試

探，受了苦，就能夠幫助那些被試探

的人。」又說︰「因我們的大祭司（耶

穌）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

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

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

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

伯來書4:15-16）耶穌祂本是	神﹐但祂

甘願「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

象，成為人的樣式」（以弗所書2:7）

原來耶穌是為了讓人知道祂能體恤

人﹐祂因此甘願選擇降生成為卑微

的僕人﹐祂同樣與人一樣去經歷人

間的困苦。

然而﹐聖經告訴我們耶穌不單是

完完全全的人﹐他在生活、家庭、工

作、社會上完全顯明他的人性﹐但他

也在傳道時顯明祂也是完完全全的	

神。這就是神學上所稱耶穌擁有神

人二性﹐即祂同時是人也同時是	神﹐

是我們不能理解明白的﹐但在歷史

記載中他在世間時﹐他神人二性的

確非常明顯。他成為人所以有人的

屬性﹐例如他要吃、會疲倦、要睡、

要行路等﹐但他行很多神蹟時卻完

完全全證明他就是	 神。約翰福音1:1

、14說︰「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

就是	 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

中間，滿有恩典和真理。」

全能的 神可以改變人的生命

耶穌是	 神、是創造主﹐祂是無所

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	 神﹐祂

滿有大能﹐這樣祂豈不是能夠改變

你和我的舊生命嗎？聖經約翰福音

2:1-11記載了祂能將清水變成上好的

酒﹐顯明了祂有改變事物本質的大

能。其實一切的事物祂都能掌管﹐祂

能使風浪平靜、行走在海面上、使死

人復活等﹐我們人的生命也是在祂

掌管中。祂起初創造的人類始祖是

完全的人﹐並沒有罪惡過犯﹐祂容讓

人在地上自由地過活﹐並沒有控制

人的思想與舉動﹐因為祂並不是創

造人成為機械人。可惜人卻不聽	 神

的吩咐﹐人日後更漸漸不認識	 神、

甚至遠離	 神﹐結果就是陷入各種過

犯中﹐成為聖經所說的舊人﹐並且行

出種種的污濊與在私慾中漸漸的敗

壞（參看以弗所書4:17-32）。但聖經

中卻記載了耶穌能夠改變人舊的性

情﹐例如路加福音19:1-10記載了一個

眾人所憎的罪人撒該﹐當他聽到耶

穌願意接待他後﹐他也願意接待耶

穌﹐於是他的生命有所改變。他從一

個很自私很貪心的人﹐變成一個有愛

心關心窮人的人﹐他在眾人面前認

罪悔改﹐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主耶

穌能夠改變人的生命﹐過去歷史中

億萬人接受耶穌為救主後生命有所

改變﹐正如聖經所說：「如果有人在

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經

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哥林

多後書5:17）

主耶穌為世人完成了救恩

親愛的朋友﹐主耶穌願意改變我

們舊人生命﹐因為祂願意萬人得救。

舊人是一個有罪過的人﹐死後要面

對	 神的審判。人因為不聖潔是本

來要往地獄去的﹐但這位極愛我們

的主耶穌竟然願意到世間來﹐祂為

我們捨己成為人﹐並且擔當世人的

罪過﹐成為代罪羔羊被釘死在十架

上﹐要贖去你我的所有罪過。人只要

悔改就可以被改變﹐因為耶穌死後

三天復活﹐顯明祂就是那位勝過罪

惡死亡滿有大能的救主﹐所以祂能

夠改變我們。親愛的朋友﹐新的一年

來到﹐請問你已經接受了主耶穌成

為你救主嗎？如果還沒有的話﹐盼

望你今天就接受主耶穌要賜給你的

豐盛生命及永生﹐成為一個新造的

人去過新的一年。你願意悔改並相

信祂、跟隨祂嗎？我們相信了主耶穌

的人﹐聖經說我們也要繼續依靠主

除去我們那照著從前生活方式而活

的舊人。

洪順強牧師

耶穌真的能給人新生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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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基督教史
兼地區簡史

第三章、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的新疆基督教歷史（1888-1938）
（續九t）

六、英國內地會在新疆烏魯木齊的宣教情況和突出人物
（接續上期）

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

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

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

到東亞的“足跡”，是對“中國

基督教史”非常寶貴的補充。作

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

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

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

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http://
www.ccta2009.com

3、巴富羲醫生的故事 [160] 
愛彌爾・費西爾巴凱先生，來華

後中文名字巴富羲，1903年生於蘇
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在十
個子女中排名第六，是第四個男孩，
父母都是基督徒。1926年他獲得醫
師資格，卻毅然決定放棄從醫的優
厚職業，並在上帝的引領下，受到
內地會會刊《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中一篇文章的感動，報名
參加內地會的在華宣教工作。

作為內地會“兩百人宣教招募運
動”的志願者，費西爾巴凱於1931年
的最後一天啟程離開英國，前往中
國。他們一行六位志願者乘坐的“
那爾德拉”（Naldera）號輪船到達
上海的時候，正值日本入侵上海與
中方激烈交戰。長時間滯留海上之
後，他們終於登陸進入上海。在戰
火紛飛的上海停留了兩周就離開，
乘船從長江口逆行大約400英里，沿
途看到戰火廢墟和洪水的災情，不
僅聯想起《聖經・舊約》的先知尼希
米，在那動亂的年代追隨上帝的旨
意。六位紳士（包括三位醫生）到達
安徽安慶市內地會的語言學校，學
習中文兩個月，全校學員有68人。

在語言學校裡，巴富羲接觸到內
地會的主任何思德先生（Mr.	Hoste）
。三月份，在一次分配宣教區域的約
談中，巴富羲得知自己將被派遣到
新疆宣教。很快，奔赴新疆的六人
團隊組建起來，包括兩名澳大利亞
人，兩名英國人，一名原籍德國的美
國人，和來自蘇格蘭的巴富羲。一周
後，他接到上海內地會總部的航空
郵件，正式通知他前往新疆宣教，
同時安排他火速趕往上海，與在
山西宣教的姐姐巴若蘭（Elizabeth	
Fischbacher）相見。內地會特地安排
這個會面，是因為知道巴富羲一旦去
了新疆，可能許多年都不會回來。在
上海，姐弟倆相處的三個星期令人
難忘。姐姐驚奇地看到弟弟的信仰
生命竟然如此成熟。她在一封信中
是這樣寫道的：

“ 我 弟 弟
心 中 對 上 帝
十分渴慕，上
帝的愛征服了
他……當他清
楚去新疆是來
自天上的呼召
後，曾經這樣
寫道：‘這是上
帝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
意。’他接受差

遣去新疆的唯一理由，是因為這是
他所愛的上帝的旨意。因此，他樂意
遵行祂的呼召。’”

等待四個月後，終於啟程前往新
疆。去新疆有三條路線：一是陝西
省—甘肅省這條線，是航特、馬瑟和
三位女杰所走過的，雖然慢卻安全，
但時逢戰事被封鎖（1931-1933年甘肅
回族穆斯林在馬仲英的帶領下暴動，
攻佔東疆許多地方）。第二條是繞道
西伯利亞，雖然路程要更遠，但是途

中大部分可以坐火車，然後從北疆
的塔城進入。第三條是那些瑞典宣
教士常走的，從印度北部穿越山脈進
入南疆的喀什，這條路線危險且可以
通行的季節很短。出於對宗教的憎恨
情結，蘇聯共產主義當局拒絕了他們
走西伯利亞路線的簽証申請。

最後，這幫年輕的宣教士決定開
創一條通向新疆的新路線，駕駛汽
車取道內蒙古進入新疆。巴富羲因
為有豐富的汽車知識和技能，被指
定採購汽車等所需設備。在外人看
來，這條路線要經過的沙漠實在危
險，簡直就是去送死。但是，對於宣
教士們來說，冒險是他們生活中的
一部分。令人鼓舞的是，這支團隊中
有三個人會開車，還有一位工程師
和木匠。更令人高興的是，帶隊的是
已經在新疆宣教25年、旅行經驗豐
富的老宣教士——航特先生。

他們在天津購買了兩部中美合營
公司的一噸半汽車，四排檔，質量
一流。除此之外，還準備了大量的
食品、汽油等物品輜重。整個團隊
有七位宣教士（包括航特先生），外
加一名向導。宣教士分別是：負責“
軍需”的石愛樂（Otto	 Schoerner），
管理加熱和照明的朱佩儒（Drew）
，汽油、水和輪胎的供應是柏愛生
（Parsons），趙立德（Joyce）負責行
李打包，何志仁（Holmes）是總工程
師。巴富羲和何志仁去天津接車，開
回北京，十分愜意。9月8日，全體成
員和兩部汽車乘坐貨運火車，前往
張家口。獲得駕照和行駛証後，於9
月13日駕車順利通過張家口關卡，從
內蒙古正式踏上前往新疆的旅程。
道路極其難走，第一天只前進了54
英里。

第二天下午，經過一個蒙古小定
居點罕特因—蘇木（Hattin	 Sumu）
，這是瑞典宣教士們工作的地方，
因此有一位蒙古牧師和一些學校
的孩子們，接待了這支宣教團隊。
傍晚，他們到達了一個西方探險隊
營地，意外地見到了航特牧師在烏
魯木齊就認識的美國旅行家拉提莫
（Lattimore）夫婦。蒙古境內的路況
不僅糟糕，還充滿危險，穿越戈壁、
沙漠和乾旱的河床，汽車時速只能
保持在15-20英里，耗油量遠遠高於
最初的估計。一路上汽車多次陷進
沙子、淤泥，多次拋錨，常常需要修
車，甚至是拆掉大修。同時，他們也
看到許多美麗的自然風光，迷人的
晨曦，壯麗的山川和河流，彩色的沙
漠，還有海市蜃樓。旅途中証明，戈
壁灘是最好駕駛的安全地帶。

他 們 的 蒙 古 人 向 導 薩 拉 特
（Cera t）先生能力非凡，頭腦靈
活，駕車技術精湛，給整個團隊提
供了重要的幫助。途中，他們受到中
國和瑞典聯合探險大本營的熱烈
款待，並認識了探險隊負責人奧納
（Horner）博士。奧納博士還為他們
供給了珍貴的50加侖汽油，後來証
明，這是能夠讓他們開到新疆哈密
的保障。在營地休息了幾天，住在舒
適的蒙古包中，如同在家中一樣。

告別了奧納博士，繼續西行。為
了渡過納林河，他們將汽車的零件
幾乎全部拆掉，讓七隻駱駝拉過河
去，然後再重新組裝好。10月14日，
進入新疆境內，天氣驟然寒冷起
來。夜宿明水城的時候，氣溫竟然
降至攝氏零下10度，以至於第二天要
加熱汽車的水缸才能發動。終於抵
達東疆的大城市哈密的時候，每輛
汽車只剩下10加侖汽油！巴富羲感
嘆說：“主是供應之源，超過我們夢
寐以求的期望。”

在哈密，他們住在航特和那三位
宣教女杰曾經住過的客棧，受到熱
情慷慨的款待。當時馬仲英的回族
穆斯林軍隊正在哈密，被新疆政府
派來的俄羅斯歸化軍包圍封鎖（俄
羅斯歸化軍，就是蘇聯共產主義革
命後，逃亡到新疆並歸順中國政府
的前俄羅斯忠於沙皇的軍隊）。兩軍
對陣，情況十分危險，巴富羲他們竟
然沒事一樣順利通過。到達奇台後，
停留了六天。最後的130英里路況極
佳，只用了6個小時。1932年11月9日中
午，經過57天的旅程，終於抵達新疆
首府烏魯木齊。馬瑟（馬爾昌）先生
熱情地歡迎他們的到來。晚餐後，他
們一同唱聖歌並祈禱，訴說旅途的
見証，並由馬瑟朗讀了《詩篇》第118
篇。

巴富羲在信中還提到，在烏魯木
齊市的短短幾個月裡，他和馬爾昌
先生意氣相投。他說，馬爾昌時年
46歲，來新疆已經20年了，但看起
來甚至比自己還年輕。烏市有一些
外國人會說英語。其中，科爾克嘎德
（Kierkegaard）先生來自丹麥，妻子
是挪威人，他是新疆郵電局的局長，
能說流利地道的英語。還有一些外
國人，大多是德國人和俄羅斯人。
在書信中，巴富羲表達了自己對胡
敬潔和馬爾昌的敬佩之情，提到這
兩人合編過一本滿文字典，以及將
《天路歷程》譯成了維吾爾語。在兩
位宣教士的牧養下，教堂裡每個星
期天都坐滿了人，包括哈薩克人、突
厥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和漢族，
到了後來，只剩下漢族基督徒的禮
拜聚會（筆者：可能是因為回族和維
吾爾穆斯林暴動而導致的現象）。他
認為，這些基督徒不僅要來參加禮
拜，還應該在別人面前公開自己的

信仰，這對於有穆斯林背景的民族，
是不容易的。此外，巴富羲還為烏
魯木齊的落後狀況感到痛心：這個
城市沒有任何的排水系統，環境衛
生惡劣，每年都有許多人因為感染
傷寒、痢疾、猩紅熱等病而死亡。最
初，新疆政府懷疑這六位年輕的宣
教士是來從事間諜工作，曾經對他
們進行監視。[161]

然而，這支年輕的宣教團隊抵達
烏市沒有多久，新疆的政局就迅速
惡化。主要原因是，新疆主席楊增新
被刺殺後，由內務部長金樹仁接替，
但是金樹仁執政不利，導致維吾爾
族和蒙古族聯合暴動。根據三位女
宣教士的遊記也可以得知，楊增新有
能力和頭腦，對教育感興趣，盡管其
統治嚴格。[162]	 航特也認為，在楊
增新的統治期間，新疆相當和平穩
定，但繼任者金樹仁卻是軟弱平庸
之輩，還吸食鴉片，沒有能力控制違
法亂紀的現象。[163]	 盡管馬仲英的
部隊於1932年在俄羅斯歸化軍的包
圍封鎖下，撤出哈密並退回甘肅，但
是1932年底，新疆吐魯番、鄯善、托
克遜等地的維吾爾穆斯林都開始暴
動。1933年初1月，也就是巴富羲他們
到達2個月後，各路維吾爾族和回族
穆斯林叛軍聯合集結，直逼首府。

1月29日星期天上午，烏魯木齊市
內教會的基督徒們正在舉行禮拜，
穆斯林叛軍突然抵達攻城，全市一
片恐慌。（筆者：根據本章前面的介
紹，1932年8月甘肅回民馬仲英的叛
軍二次犯疆，兵分兩路，南路由回族
和合加・尼牙孜的維族穆斯林軍隊，
聯合攻打佔領鄯善和吐魯番﹔東路
由回族和維族聯軍佔領哈密，1933年
初包圍攻打迪化﹔次年2月蘇聯紅軍

出兵才擊退回維聯軍，解迪化之圍）
。當時市區內有七萬人口，基本上都
是漢族人，而圍城的穆斯林軍隊有
數萬人。好在俄羅斯歸化軍先遣隊
已經在1月17日進入烏市，奉命保衛
首府。2月21日星期二，歸化軍與穆
斯林暴動軍隊在城外展開激戰，擊
退了穆斯林軍隊，同時根據總督（金
樹仁）的命令，將郊外的穆斯林（筆
者：應該主要是維吾爾族）居住區夷
為平地，屠殺男女老幼的穆斯林平
民，掠奪財物。3月中旬，更多的歸化
軍從阿勒泰等地調到迪化，他們帶
著3千頭駱駝，滿載從各地掠奪的財
物。與此同時，還有幾千名中國東北
軍趕到，他們是在日本侵佔東三省
時戰敗後，繞道從西伯利亞來到新
疆的正規軍隊，戰斗力強。

不知道什麼原因，金樹仁又得罪了
俄羅斯歸化軍。4月12日，歸化軍與
穆斯林軍隊達成協議，發動軍變，要
取金樹仁首級（參看本章第四部分：
金樹仁當日即電告南京辭職﹔1930年
被南京政府派到新疆負責剿滅馬仲
英暴動的盛世才，被任命接替金樹
仁的職務，正式統管新疆）。金攜家
眷成功脫逃，從塔城進入蘇聯，繞
道回到中國內地。

圖3-21 圖中遇險幾乎翻車入河 出自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圖3-22 宣教團隊在途中：包括領隊的航

特（胡敬潔）先生和蒙古人向導薩拉特

先生在內，共計八人

圖3-20 愛彌爾•費西爾巴

凱，即巴富羲醫生，出自

Marshall Broomhall, To Wha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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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元達

當Fadi	 Sabba	 第一次在黎巴嫩遇

到伊斯蘭極端份子時，他們就要殺

他：

在2013年7月18日，	 Fadi從福音工

場回家時，有四個槍手朝他的車子

掃射。車子失去控制，從一個很斜的

山坡翻了下去。Fadi的肩頭脫了臼，

頭部受傷，失去了知覺。那些射他的

人爬下山坡，認為他快要死，就離

開了。

“當我甦醒時，只看到緊急救護

人員設法打開車門，”Fad i說。這

攻擊事件發生在黎巴嫩北部，就是

Fadi援助敍利亞難民的地方。他向他

們分享福音，並經常在伊斯蘭極端

分子當中工作。

第二次與伊斯蘭極端份子對抗，

是在2014年11月19日：

當時，那北部的地方被ISIS，a l-

Nusra和其他極端份子攻擊，敍利亞

政府軍就經常轟炸他們。Fadi開車從

那裏回家時，看到有一部載著兩個

槍手的機車超過他。過不久，那兩人

就把機車停下，拿著槍對準他，跟著

就開火。

“有一顆子彈打穿了車窗，但我

繼續開車，”他說。“那些人知道我

會經過那裏。他們在等著我。”Fadi

到達一個軍隊關口，一個認識他的

士兵告訴他，那地區有人要綁架

他。“你不准再回到這裏，”那士兵

告訴他。

但Fadi，身為一個丈夫和兩個孩

子的父親，卻繼續去基督帶領他去

的地方。他相信福音實在太寶貴了，

就算在被極端份子控制的地方，也

是要去分享。

我要遇見耶穌

這些敍利亞的穆斯林孩童，參加

愛他們的基督徒所開辦的學校。

當Fadi比較年輕時，他專注於事

業。但幾年前，他越來越看重他的信

仰，把他的優先順序轉移到神的國

度。當敍利亞內戰爆發時，Fadi已經

準備好要向敍利亞難民分享耶穌。

他現在用他的背景與聲譽進入

危險的地區，在黎巴嫩與敍利亞

邊界的兩邊，探望敍利亞信徒和30

多個家庭教會。他得到殉道者之聲

（VOM）的支援，向邊界的社區分

發食物援助，與穆斯林建立關係，

用故事等方式分享福音。

他知道在那裏分享福音非常危

險，極端份子會用尖端的科技追蹤

敵人。因此，Fadi和他的同工旅行時

都不帶手機；被追蹤到的風險甚於

不能聯絡的風險。雖然這樣防備，

極端份子還是認出那地方的一些信

徒。那些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被

Fadi牧養，有不少因信仰的緣故被攻

擊。

其中有一位，在家庭教會聽了他

分享後就自我介紹，要幫助他做一

些瑣碎的事。

“我告訴他：‘我沒有錢給你，但

我可能可以給你一個裝有食物包裹

的盒子，’”Fadi記得這樣對他說。“

他回答說：‘我什麽都不要，只要遇

到耶穌。’”

Fadi培育這年輕人的信心。在2014

年秋天，他要Fadi在敍利亞給他施

洗。“當情況好轉後，請帶我回那

裏，在那裏給我施洗，”年青人說。

但還沒有能夠安排那旅程前，那年

青人已經被綁架了。

Fadi Sabba

離開伊斯蘭教後，這青年人渴望受

洗。後來他被伊斯蘭極端份子殺害。

那裏的伊斯蘭極端份子有時會設

陷阱	 -	 他們假裝有興趣學習關於基

督。有一次，一位Fadi帶領歸主的青

年人就是這樣被一群青年人綁架了。

先是其中一個人對他說，“請到我們

這裏，我們要跟你談論福音。”當他

被綁架兩星期後，那些人要他母親

付四千美元的贖金。Fadi後來被告

知他的朋友還是被殺了。

有基督的印記

綁架人要得到贖金，在那裏經常

發生。但那個要Fadi為他施洗的青年

人，和其他Fadi帶領信主的人，卻是

因他們的信仰而被殘酷的謀殺。

兩年前，當Fadi在邊境向一群穆斯

林分享他的見證時，他說，“讓我告

訴你們關於我自己，和為什麽我愛

你們。”跟著，他脫下他的襯衫，問

他們，“有沒有看到這些子彈洞，從

前面通到後面？”然後他把褲腰推下

一點，給他們看他肚子和大腿的子

彈洞。

“你們看到這些傷口嗎？”他問他

們。

“看到，”他們回答。

“這都是為了你們敍利亞人，”他

說。

“怎麽會是我們？為 什麽是我

們？”他們問。

“有七次我被你們敍利亞人用槍

打到，”他說。“如果在這世界上，有

人會恨你們，那應該就是我了。”

“你講得對，”他們回答。

“我不恨你們，”他說。“我非常

愛你們。我來這裏是要服侍你們，替

你們洗腳。我要告訴你們那倒進我

心裏的愛，因這愛，我要分享我的見

證，和我的主如何對待我。耶穌愛你

們。對祂來說，你們比我重要得多。

或許我沒有機會進到敍利亞作見

證，主把你們帶到這裏來，讓我可以

向你們作見證。”

 耶穌是我的生命，是我的

 拯救；我怎能否認祂呢？

當很多穆斯林開始哭泣並嘗試禱

告時，有一個大鬍子（大鬍子象徵

虔誠穆斯林）定睛看他。他心裏開

始有點毛毛的，嘗試要離開。但那

人（Mehri	 el-Assy）阻止他，並告訴

他這兩個月來，一直夢見耶穌對他

說，“我是耶穌。我要你知道我是

誰。我愛你。”當Fadi與Mehri坐下解

釋耶穌是誰時，他開始哭泣，立刻接

受基督。Fadi繼續在主裏教導他，

並且成為朋友。

三個月後，Mehri把浴缸從浴室拆

下，放在客廳的中間，把浴缸盛滿

水。

Fadi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麽事，

他邀請了所有的鄰舍和親戚。”

Mehri準備要勇敢地為耶穌作見

證。他說，“在這所有人面前，我宣

告我的信仰	 -	 耶穌是我的主與救

主。”跟著，Fadi就在浴缸為Mehri施

洗。

受洗後，Mehri向很多穆斯林分享

基督，成為極端份子要追殺的目標。

他也熱心參與基督教的外展事工，

包裝和分發印有“耶穌愛你”的食

物盒子給敍利亞難民。

在2014年6月26日，就是Mehri受洗

後一個月，一群黎巴嫩和敍利亞的

激進穆斯林到他的家找他。他們把

刀架在他的頸項上，對他說，“宣告

你的信仰：除了阿拉以外沒有別神。

默罕默德是他的先知。”

Mehri回答說，“耶穌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拯救；我怎能否認祂呢？”他

們就在他妻子，12歲的女兒，和8歲

的兒子面前狠狠的毆打他。

Mehri對他的妻子Miriam說，“不

要離開耶穌。”

攻擊他的人割斷他的喉嚨，把他

殺死。臨走時，他們對他妻子說，“

這就是要我們相信基督的人的命

運，他們的遭遇會和你丈夫一樣。”

未完成的工作

Fadi告訴一個警官關於Mehri的遭

遇，希望他調查這謀殺案件，那警官

就把門關上。Fadi擔心會遇到麻煩，

但出乎意料之外，那警官坐在桌子前

哭泣。他對Fadi說，“我們這些掛名

的基督徒真羞恥，基督的名在我們

身上被糟蹋了。”自從那天開始，那

警官經常與Fadi溝通，告訴他那裏有

危險，那些地方要避開。雖然有時

Fadi選擇不聽他的警告，為要向那

些住在危險地區的人分享基督。

除了向穆斯林宣教外，他也與其

他的基督徒同工們一起在一所敍利

亞難民教育中心服侍。雖然很多難

民小孩因逃難而停學，那教育中心

讓他們得到教育和有營養的午餐，

同時也透過同工們經歷到基督的

愛。

每天，學校的同工們會誦讀聖經

兒童版The	 Action	 Bible。學校的學

生，和數以百計的其他敍利亞難民

孩子，也受到支援VOM的弟兄姐妹

提供的難民外展包Outreach	Packs。

今年我們計劃繼續發放。

今天，當Fadi繼續在黎巴嫩與敍

利亞的邊境事奉時，他很小心，並嘗

試不斷的創新。他說，“他們很容易

注意到我。以前我常帶我的弟兄一

起去，但現在我不願使他們陷入危

險中。

Fadi請求支援VOM的弟兄姐妹為

他禱告，為他的家人禱告，也為他所

服侍的人禱告。最近，激進的穆斯

林得知有一個被Fadi服侍的家庭歸

向了基督，就衝進他們的家攻擊他

們。有一個孩子被打傷，房子被嚴重

破壞。但他們學習基督的榜樣，饒恕

那些攻擊他們的人。

Fadi說，“我們都是耶穌的精兵，

宣扬祂的愛和寬恕。請為我們和我

們的孩子們禱告。請為我們禱告。”

在內戰中的敘利亞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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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霖

非理性思想六十五:
修補撕裂(三)

第五：愛與寬恕

上期文章結尾時,筆者明言「正能量強的人,總是願意行出第一步,嘗
試改善,釋出善意,修補關係,小小累積。」今期繼續討論修補撕裂關係
的最後一步:愛與寬恕

這不是說日劇「愛與寬恕」內容情

節,也不是指宗教規條教義,而是人性

相處的根源之道。之前我們曾經討

論過,衝突終有完結的一日,正如戰

爭也如是。衝突過後,撕裂已經造成,

在家人﹑朋友之間,如何修補撕裂了

的關係呢?又如何開始新的關係呢?

該帶著甚麼眼光﹑動機去看對方?若

果仍然是看對方為敵人,不可信任

的,要防範的,那就不是開始新關係,

只不過是延續原來的敵對心態。經

過長時間爭鬥,各有受傷甚至死亡,

要化解怨仇不容易,更需要雙方都具

備的寬恕心,而這寬恕的背後力量就

是愛。

寬恕真諦

寬恕,是無條例的,不是交換的,並

非「你若寬恕我的錯,我便寬恕你的

錯」而是,不管你寬恕不寬恕我,我還

是寬恕你的錯。因為我已寬恕了你,

你也不再成為我的埋怨惱恨對象,

也不再影響我的情緒,因為我可以為

自己的前路去向重新構思。我看到

你時不會因過去的衝突而不悅,不用

再避開見到你,不怕與你對話,甚至

不介意與你同枱吃飯。至於能不能

重回舊日友誼關係,要看雙方的準備

及開放程度,不勉強,不催逼。重點

是,我已放下對你的不滿,心中不再懷

怒。

寬恕,是去忘記過去的仇恨,不是

當作未發生過,而是不讓它成為自己

心中一根刺,成長的阻礙,不讓這些

傷痛經歷化作仇恨在心中潛藏。過

去發生過的事,已經成為歷史,不可

能視作沒有發生。但可以視為人生

學習的功課,叫自己不要再犯同樣的

錯誤。

寬恕,是要有基礎的,這基礎就是

愛。當有愛在心中,寬恕便容易發展

出來。正如人經歷過被寬恕,體會到

被對方肯包容接納自己的錯(這就

是愛的包容),便容易對他人犯的錯

作出寬恕,這就是愛心流露,也是愛

心可以漫延發展出正向循環Positive	

Cycle。

筆 者 在 大 學 時 有 一 科 要 做

presentation,被安排在最後一堂的第

一個,誰知那日早上在巴士睡著,過了

一個車站,奔跑到課室已遲了三十分

鐘。心中盤算該怎麼解釋,豈料老師

以平淡溫柔的聲音,叫我把預備好的,

向大家報告,完全不提問為何遲到等

責備,而最後評語更是肯定筆者的論

點及預備很充足!那日被寬裕包容的

感覺,至今仍在。

如果是基督徒,則更加容易明白寬

恕的道理。就是經歷了自己在神面

前承認自己的過錯,接受耶穌基督成

為我們的救主,因祂的死代替我們贖

罪,得蒙寬恕,成為神的兒女,更有屬

天的盼望。我們寬恕,因為基督先寬

恕我們。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然而,面對過去的衝突,起因並非

直接個人恩怨,但又曾經在言語上

傷害過自己或自己的組群,又怎能消

除心中不快,對所做成的修痕怎去除

掉?筆者明白,若自己是受害者便不會

如此容易說出來,所謂「針未刺肉不

知痛」,如果被黑警暴打,怎去寬恕?

如果自己內心真的無法做到寬恕,也

不要勉強自己。聖經傳道書也說:「

凡事都有定期,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靜默有時,言語有時。」等到自己心境

平靜時,再去思考此行動。

刺與樑木

另一個有待處理的是「看到對方

的刺,看不到自己的樑木」。在衝突

當刻,我們往往將自己的憤怒視為正

義，將自己的評論視為可靠且絕對

中肯的。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掌握了

一切必要資訊來看批判別人。要放

下這道德高台位置,改為接受自己也

可能有不足之處,甚至推翻昨日的我,

自我否定,是極為困難的。正如耶穌

曾提過:「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

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

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因為你

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

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

量器量給你們。為什麼看見你弟兄

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太7:1-3)

在「反送中」事件中,我們在報章

電視及網上錄影片段,都看到很多角

度的描述,聽到有警察扮黑衣人參

與示威然後拉人,也看到有操國語口

音的警察不出示委任証及警員編號,

粗暴地對待示威者;又看到有手法

純熟的示威者破壞電箱,製造燃燒彈

等等,似乎都顯示有不少情況已經改

變,一般市民都看不到事實的全部。

我們不知道是否有內地人士扮警察?

不知道有多少警察「喬裝」示威者甚

至是破壞者?更不知道有多少示威者

中滲入「專業示威者」?也不知道他

們背後是誰人安排?八月十一日在尖

沙咀被射眼睛的女示威者,何以不去

報警?也不讓警方取其醫療報告?還

有很多未知前因的事件,要去評論定

性,會否過急,武斷?我們可否回歸理

性,從事實出發,要求政府/社會帶頭

找出事實真相,還受傷者及死亡者的

公道。

如果是親友之間仍然想修補撕裂

的關係，要明白撕裂是個心結，就如

傷口未痊癒前會痕癢，有意無意的

再抓破也傷疤。暫時放下矛盾，設個

冷靜期或冷待甚至婉拒再和對方談

論引起爭執的事，令大家冷靜一下，

讓時間修補。冷待是指對事件和爭

拗，不是冷待對方。斯賓諾莎說「人

心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愛和寬

容征服。」耶穌基督在死前對釘死

他的人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作的他們不曉得。」祂展示了寬恕

的最高也是最難的典範,為釘死他的

人去求情。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
言語有時。」（傳道書3:7）「你們用什
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
你們。」(馬太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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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

K-PACT 加拿大福音差會
(K-PACT Canada Mission Association)

印尼同工/嘉賓分享：

日期：

日期：

2020年1月18日 (星期六)

2020年1月19日 (主日) 

時間：

時間：

10:00 am －12:00 noon (會後午膳招待) 

2:30－4:30 pm (會後茶點分享)

林業坡牧師 Rev. Alex Lim (GKA GLORIA PACAR 泗水榮耀堂)
周清英牧師 Pastor Liliana Lestari (坤甸 GKNI Pniel 福音自傳會主任牧師)
Pak Handi S Gondokusumo (K-PACT Nusantara Indonesia 董事會主席)       
鄭彼得宣教士 Pak Peter Trinh (K-PACT International 總幹事)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

查詢：陳明修牧師 (778)861-6330

楊學義牧師 (604)828-8320 

kpactcma@gmail.com

地點：基督教頌恩堂  2855 East 1st Ave., Vancouver, B. C. 

座談會 - 福音遍傳印尼/穆斯林 - 現今的挑戰與機會

異象分享會 暨 K-PACT 加拿大成立典禮 - 來自印尼的呼聲 

如何看待公民抗命?
最近一年多，歐洲

國家自從2015年

收納了大約百萬從中東和北非來的“難民”之

後，當地國民給予當地政府很大的迴響和反

應，提出訴求反對寬鬆收納大量伊斯蘭背景

的難民和移民。就好像德國選民以選票反映他

們對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的不滿，於	

2019年初不再讓她得到組成多數政府的票數，

迫使她於今年主動退下政壇。

早一年前	 (2018)，奧國選出一個保守派的政

府，它聲言在政策上要改變，不會配合歐盟那

種寬鬆收納大量伊斯蘭背景的難民政策。至

於法國，過去一年不停發生反政府的暴動，表

面上是由於苛刻的高稅率和失業問題引致國

民非常不滿左翼的馬克龍	 (Macron)	 政府，更

深層次的原因乃是由於穆斯林人口大量增加

所產生的社會種種問題，不單是治安和罪案、

學校管理、房屋供應和其他生活上的問題，更

沉重是國家經濟和醫療的負擔，還有一般人都

忽略的，就是伊斯蘭教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文化

(牽涉到民主制度)的衝擊，因為多數居住在歐

洲的穆斯林都贊同用伊斯蘭法來管治他們	!																														

當人們出於友善的憐憫心，以為收納大量

伊斯蘭背景的難民(當中若成功的話，就成為

正式移民)	 不會帶來什麼嚴重問題，那就是很

幼稚的想法。只有直到自己個人和其家人在學

校、公眾場所、工作地方等等遇到問題時，才真

正了解到上述種種問題是確實會發生的。這就

是為什麼法、德、奧、瑞典和義大利等國家政

府經過最近四年之後，現在才辛苦面對實在的

頭痛困境，這個難民問題也是英國要脫離歐盟

的主要原因	!

由於大部份的歐美主流傳媒都比較左傾的，

極少報導歐洲現在的實際治安情況和社會問

題，以免被扣上“破壞種族和諧、歧視、宗教偏

見”等等帽子，恐怕被左翼的“打手”視為政

治不正確而無情地攻擊。所以，你不會容易看

到英國的BBC、加拿大的CBC和CTV、美國的

ABC、NBC、CBS	電視台報導關於大量穆斯林

移民所產生的負面社會問題。

自從2015年以來，筆者每晚都花時間留意

CBC和CTV的國際新聞有關這議題，但我一直

到今天，從來沒有看過它們對上述社會問題作

任何的報導!	 我只能從一些獨立的、中間偏右

的傳媒和自己在英國的朋友中得到相關的資料

而已。

就如北歐的瑞典，它最近幾年飽受大量穆

斯林背景的移民帶來急劇增加的暴力和打劫

罪案，國民開始向政府投訴治安越來越惡劣。

讀者們，你有聽過瑞典於去年(2019)發生過接

近100次爆炸案件嗎	 ?	 幸好，英國的BBC的網

站終於打破“政治正確”這捆鎖，於去年11月

在其網頁上刊登一篇標題為	 “Sweden’s 100 
explosions this year: What’s going on ?”	的文

章，揭露瑞典現今的實況，好讓讀者認識到它

的真相。

根據	 BBC	 報導，去年到9月為止，瑞典警方

要處理過打破記錄的暴力案件並且	97	起有關

爆炸品的事件，在這個只有約	 2萬猶太族裔的

國家，仇恨猶太人的案件在這	 9個月內竟然有	

278起之多。固然，為了“政治正確”緣故，瑞

典的主流傳媒仍然不敢透露這些案件被懷疑

者的族裔背景。不過，一個肯積極回應這種劣

勢、擁有大約全國24%	 的選民支持、被稱為右

派的瑞典民主黨最近開始宣言，若能執政就要

遏制難民數量和收緊入籍資格，務求扭轉惡劣

的治安趨勢。

2018	初，位於中歐的奧國(奧地利)	選民促使

保守派的民眾黨	 (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 
ÖVP)	 與走民悴路線的自由黨	 (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 FPÖ)	 能組成聯合政府執

著。該政府宣稱不會取消穆斯林申請移民的資

格，但將會銳意收緊難民的審核，避免極端的

伊斯蘭主義者(即極端的聖戰份子)	 進入而使

該國成為本土的恐怖

分子溫床。

同年3	 月	 16日，德

國內政部長	 Horst 
Seehofer	 在一次與該

國的著名日報	(圖像報	

Das Bild)	的訪問中,	公

開回答關於伊斯蘭教與德國的關係:“德國是

基督教所塑造的。這個傳統包括星期天休息和

教會假期例如復活節和聖誕節……固然，穆斯

林也是德國的一份子，但這意思不是要我們放

棄我們國家的傳統和風俗……穆斯林必須與

我們共存而不是對抗。”

同年2月	 26日，管轄德國包括6百萬穆斯林公

民的總理默克爾首次公開承認“禁區”(No-go 
zones)在該國的存在，這個名稱的意思指新移

民的地盤，是土生土長的白種人都懼怕進去

的。她說：“大量外來移民確實產生很多內部

治安的問題……公眾安全是國民的權利，這是

政府的首要責任。禁區是不應該存在的，我們

必須名正言順地處理這問題。”她這番話贏得

東歐鄰國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an的稱讚，因

為	Orban	總理的立場很清晰地顯出，他會捍衛

匈牙利的傳統文化，不容許大量外來移民進來

之後改變本國的傳統文化。	

加拿大的基督徒須要懂得祈求本國不會陷

入類似歐洲的困境。盼望我們常常懇切祈求

上帝在加國興起好像德國的	 Horst Seehofer	
、匈牙利的	 Viktor Orban	 、奧國民眾黨

(Österreichische Volkspartei, ÖVP)	 的領袖那

樣，重視並且積極捍衛本國原有的傳統文化	，

因為這文化是承接基督教在社會所產生的。

願基督徒都記著這句話去關心所居住的國

家:“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祂所

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詩篇

33:12)

大批中東難民湧入歐洲(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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