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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宣道會聯會
// 一個互相關懷、互相支持、互相得力和互相聯繫的群體 //

致讀者

弟兄和睦同居

不知不覺又進入了秋天的季節，再

引言：弟兄和睦，彼此相

一次慶祝了感恩節。一位新受浸的

愛，是何等美善之事，也是

弟兄比我們一些多年的基督徒更積

聖經的教導，然而在教會

極更盡情地道出他感恩的心。我們

內，肢體紛爭，弟兄不和等

這個宣道會華聯會的大家庭，堂會

事卻屢有發生，每每令人心

本身和每個家庭都需要“弟兄和睦

痛不已。作者從思考詩篇的

同居＂。不少人對上帝的話過份地

經文中，嘗試給我們一些提

用理性去批判，或是只停留在理論

醒，盼望一同學習弟兄和睦

與計畫的層面。愛明頓城南堂潘長

相處的功課。

盧鋼

老的文章指出有些心結在上帝以外
是沒有答案的。今天就開始讀聖

這塊矗立在溫哥華與美國

經，學習放下理性，讓神對你說

邊境上的石碑，上面寫著：

話。希望這份刊物能夠真正發揮堂

「Brethren Dwelling Together

會弟兄姊妹之間的交流和團契，主

In Unity」，這不就是聖經詩

我們已經覺得非常壯觀，

聖膏油從頭頂一直流

內的彼此關顧。敬請信徒，會友，

篇133篇的話嗎？「看哪，弟

非常了不起，六十萬男丁

下到鬍鬚，一直 流下到

長執和同工都能從你們的位份上貢

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同聲開口呼喊哈利路亞，

衣襟，表示大祭 司被完

獻經歷，感受和堂會資訊一同分

何等的美？」詩篇133篇是上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種力

完全全的分別為 聖。新

享。這一期的三篇文章和通訊祈望

行之詩的其中一首，是猶太

量，那種震撼。弟兄們一

約聖經中膏油也 被用作

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來稿或指

男丁在三個命期中必需到耶

同敬拜是何等的善！何等

聖靈的象徵，耶 穌受洗

教，請電郵: pastorkonglo@gmail.com.

路撒冷聖殿朝聖時所唱的詩

的美！

之後從水裡出來 ，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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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詩裡沒有提

聖靈彷彿鴿子降 落在祂

就是那美麗的聖山一起朝拜

及，但從出埃及記中我們

頭上，耶穌受膏 是從聖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

曉得是摩西將聖膏油倒在

靈而來，今天我 們也因

人在這裡用了兩個比方來形

亞倫的頭上，摩西是亞倫

信耶穌，罪得赦 免，也

容這個美善的深意。

的弟弟，舊約中記載了不

得聖靈的膏抹進 到我們

少弟兄不和，甚至仇殺的

內心。弟兄能夠 相愛，

翁偉霖

〈1〉摩西亞倫同心事奉，

事件，包括該隱與亞伯；

能夠一同敬拜是 因為有

(基石宣道會）

何等的善！

以掃與雅各；約瑟與他的

聖靈的充滿，甚 至外體

薛治平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

哥哥們，都是一些很典型

也受到聖靈的支 配，如

(美城華人宣道會）

倫的頭上，流到鬍鬚，又流

的例子。摩西與亞倫能同

膏油浸染衣袍。

陳明中

到他的衣襟。亞倫被膏立作

心作神的僕人，在不同的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

大祭司的大會是非常隆重莊

職事上侍奉神，互相配搭

〈2〉黑門甘露滋養錫

范少雄

嚴的，會眾被召集到會幕門

去完成神的救贖，領以色

安，何等的美！

(卡城華人宣道會）

口觀禮，聖經雖沒有講多少

列人出埃及並進入迦南

看哪，弟兄和睦 同居是

會眾，但我們知道十二支派

地，摩西是先知，亞倫是

何等的善！何等 的美！

步行的男丁加起來有六十萬

大祭司，弟兄和睦同心一

好比黑門的甘露 降在錫

人，今天一些大型的聚會有

起侍奉，一起敬拜，是何

安山。黑門山脈 在以色

幾萬人和幾千人的唱詩班，

等的善！何等的美！

列的北部有三個 高山，

陳培明
(本拿比華人宣道會）

文字:

歌，弟兄們同心往錫安山，

盧鋼
(京士頓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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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兩個超過海拔9000英

也為全體謹慎，牧養神的教

呎，山頂長年積雪，錫安山

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買來

学会感恩

與耶路撒冷平均只有海拔

的。」弟兄們應該尊重教會

感恩節是北美特有的節日，也

我要感恩，感謝日月星辰，

2000呎，雖然它們之間相隔

中負責帶領牧養和敬拜的長

許有人還不知道，實際上美國

感謝山川湖泊，美麗的大自然，

180 公里，但我們知道氣流可

老們，而長老也應當為自己

和加拿大的感恩節時間是不一

讓你更好的認識造物主的偉大，

以飄得很遠。黑門山的潮濕

謹慎，也為全體謹慎，因為

樣的，加拿大是在十月的第二

這一切的美妙絕對不是鬼斧神工

空氣在十月至四月期間成為

教會是耶穌基督用祂的血所

個星期，美國在十一月。而且

那麼簡單（人類在改變自然的同

錫安山的秋雨和春雨，滋潤

買來的。耶穌的話是真理，

由來也有所不同，加拿大的感

時，也在破壞自己的生命）。

田地，使花草樹木及五穀能

真理必叫我們得自由，但願

恩節是感謝上天賜福加拿大，

我要感恩，感謝我的爸爸媽

夠蓬勃生長。「北風啊，興

在我們「三言兩語」的華

並祈求基督耶穌庇佑這裡的人

媽，想想自己過去二十年，零散

起！南風啊，吹來！吹在我

人，或是說「希伯來語」與

民。而美國的由來是當年從英

的記憶拼在一起，構成了成長的

的園內，使其中的香氣發出

說「希臘語」之間的群體都

國逃出來的新教徒，受到當地

經歷。爸爸媽媽很辛苦，對我很

來」(雅歌4：16 )是一點不錯

作聰明人，將房子建立在磐

傳統教會的迫害，漂泊了兩個

用心，儘管我已經很大了，但是

的，因為北風帶來甘露雨

石上。

月到達了北美洲（當時哥倫布

還是像小孩一 樣看待我。叮嚀囑

水，南風從沙漠吹進熱度，
所以都能幫助生長。

王臻

發現美洲大陸還沒有多久，並

咐總是不斷，雖然電話裡每次總

（二）勿嫌棄靈性較低者

沒有開發)，他們就算是第一批

是在重複那麼幾句話，但是我清

雖 然 我 們 現 在 明 白 詩人

第二種可能會引起弟兄不和

國際移民了。他們在開始時候

楚他們期待接到我的電話。希望

的比方，弟兄和睦同居，弟

睦的情況，就是有些弟兄覺

被疾病，食物等等的困擾，大

爸爸媽媽的工作順利，人不需要

兄同心敬拜是何等的善！何

得自己的靈性高，其他弟兄

部分人死掉了，後來是當地的

有什麼更大的成績，只要在工作

等的美！那麼今天我們如何

靈性較低，常常依靠他或麻

土著人接納了他們給他們吃的

中享受到奉獻的快樂就足夠了。

可以達到弟兄和睦相處，一

煩他，自己只有付出而沒有

治病。為了感謝土著人，美國

家的快樂溫馨是最美麗的，真心

起同心敬拜呢？當然是要有

收回，好像甘露只從黑門山

林肯總統定下來了感恩節。也

的希望爸爸媽媽能多一些在一起

多方面的學習，這篇詩可以

頂下降到錫安山，日子久

是著名的宗教節日。

的時間，爸爸少一些應酬，媽媽

在兩方面幫助我們。第一方

了，心裡難免嘀咕為甚麼這

感恩，實際上人每天都要

面是一般的弟兄如何看待帶

些弟兄總是老樣子，毫無長

學會感恩。早晨起來要感恩，

我要感恩，感謝我的家人，

領的弟兄？第二方面，可以

進，以致厭棄這些弟兄，甚

因為你還活著；吃飯的時候要

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感謝

說是一些靈性高的怎樣看待

至會發生衝突。啊，聖經真

感恩，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人此

我的伯父，姑姑，阿姨，舅舅，

靈性較低的。

奇妙，神的智慧高深莫測！

時饑寒交迫；有書讀的時候要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你

也不要工作太辛苦；

雖然錫安山不高，更沒有甘

感恩，多少人對你那麼的羡

們的陪伴交織成我的生命，祖父

（一）尊重神的僕人 僕人

露供應其他地方，但是在那

慕；工作的時候要感恩，因為

在天堂裡永享平安，相信未來我

也當謹慎

裡有耶和華命定的福，就是

你在為社會創造著財富，你是

也會到那裡去的。祈求上帝看顧

亞倫被膏立當大祭司，並非

永遠的生命。雖然這個弟兄

有用的；給家人打電話的時候

我的家人，在身體工作學習家庭

因他是摩西的哥哥。利未記

靈性低，長進得也慢，但是

要感恩，因為這是份溫暖；在

各個的方面，得到你最美麗的祝

第八章記載「耶和華曉喻摩

他也有基督的救恩，永遠的

受到痛苦挫折困擾的時候也要

福；

西說：你將亞倫和他的兒子

生命在他裡面。我是誰？怎

感恩，因為 只有經歷這些你才

我要感恩，感謝我所有的朋

一同帶來，並將聖衣、膏油

可輕看主自己寶血所買贖回

知道什麼叫珍惜；在睡覺之前

友們，一路上有你們我才知道友

與贖罪的一隻公牛，兩隻公

來的人呢！主有祂的時間，

要感恩，感謝上帝看顧的這一

誼的珍貴，才曉得什麼叫做相互

綿羊，一筐無酵餅都帶來，

每人都要自己向神交帳。

天。

扶持，有了你們我的時間我的生
我要感恩，感謝上帝讓我

命才豐富多彩，你們是一生的財

神的僕人是神的揀選，並不

（盧鋼牧師是京士頓華人宣

認識自己，感謝上帝指引我的

富。小學的記憶似乎不大那麼清

是出於親戚關係。在米利都

道會的主任牧師。 他在中國

前路，一切都在他的時間裡有

晰了，但是中學裡的每一次趣

的地方，保羅打發人往以弗

大陸出生，香港成長。在美

著定數，人的渺小，在寰宇

事，一起打雪仗，一起蹺課去踢

所去請教會的長老來，他到

國接受高等教育後，在七十

中，何止滄海一粟？人，是上

球，一起偷偷的傳著漫畫書來

了之後，保羅向他們說話：

年代移民來加拿大。九六年

帝的愛子，慈愛的天父為每一

看，一起上課的時候數著老師的

「聖靈立你們作全群的監

從一位藥劑師轉成為京士頓

個人預備了比你想像的更好的

口頭禪，一起做著一套套的模擬

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

華人宣道會的全職牧師。）

歸宿。全身心的去努力，依

題，一起在高考的壓力下喘息喘

靠，生命定將綻放；

息。大學裡一起 K 歌，一起夜不

又召集會眾到會幕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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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宿，一起 CS 到很晚，一起
抄作業，一起上課睡覺，一

一個實實在在地活在主裏面的途徑

潘国祯

起在女生樓下飆歌，一起考
T 考 G，一起背著厚厚的單

戰兢兢地開車。

詞，一起做著無數個夜晚也

人，我的弟兄姊妹，甚至我親

要走出黑暗，聖經告訴

愛的人，我的妻子和兒女。保

我們，唯有主的真光。約翰

羅的教訓常在我耳邊：「你是

一書第一章第五節：「神就

誰，竟論斷別人的僕人呢？他

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

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

我們從主聽見，又報給你們

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為

的資訊。」神是光明的神，

主能使他站住。」（羅 14：

在上帝的光照下，再沒有黑

4）在靈修的過程裏，我也感

暗的角落，一切都會顯露出

受到上帝的嚴厲和公義，由懺

走出黑暗 唯有真光

來，就好像一疋白色的布，

悔產生敬畏，讓我深深感受到

命懂得愛與被愛的幸福和快

不曉得大家有沒有經歷過在

就算是一個小小的黑點也會

詩人大衛的懺悔禱文：「神

樂；

黑暗裏面，我對黑暗很有感

立刻被顯露出來。到底這是

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

我要感恩，感謝所有的苦

受。每一個沒有星星、月

一個平安的資訊還是更叫人

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靈，不要

難，讓我學會堅強忍耐，讓

亮，也沒有街燈的寒冬清

不安呢？

丟棄我，使我離開你的面，不

我更懂得去付出努力，才會

晨，當我在高速公路上開車

成長。我要感恩，感謝周遭

上班時，便有進入大黑暗的

的一切不平等，因為你要打

感覺，因為看不清楚前面的

破這種不平等，才是活著的

路是十分可怕的。不過有

價值。

時，在黑暗中開車倒會給人

翻不完的吉米多維奇，一起

引言：主耶穌吩咐我們＂要常

享受畢業的時光，一起打點

活在祂裡面＂，因為枝子離開

行囊走上新的歷程。研究生

葡萄樹便不能結果子，且很快

的朋友，營造著家的溫馨，

枯乾，然而這看似高不可攀的

讓海外的生活也一樣豐富精

屬靈境界，可有實在的方法讓

彩，感謝 Kingston 的朋友，

我們步至？這裡便提供了一個

這裡真的讓人難以忘記；

明確的途徑。

我要感恩，曾經的回憶，
讓花季雨季真正綻放，讓生

感恩，人在感恩中才曉得
生命的意義。

一種不真實的平安，特別是
公路上有薄冰的時候，我們
往往因為看不到，反不覺危

（王臻弟兄今年八月在京士

險。相反，若在太陽出來時

頓華人宣道會受洗。現為皇

開車，因清楚看到地上有薄

后大學碩士生）。

冰，我便會很緊張，只好戰

讀經靈修 生命漸進
記得有日跟一位弟兄閒談，
偶然問他可有每天讀聖經，
他回答說：「老兄，很感謝
你時常提醒，我也真的要多
讀聖經，好讓生命也屬靈一
點兒。」多讀聖經真會叫人
的生命長進，更加屬靈嗎？
甚麼叫屬靈呢？我的體會是
「屬靈乃是常住在耶穌的裏
面」，但是一個屬靈的生命
不是你和我可以用言語來判

堂會信息

斷的，乃是生命自然的流
露。多讀聖經，多從上帝的
話語中作生命的反省，在靜
默中與神獨處，聆聽上帝的
聲音，種種的操練，叫一個
人的生命長進是必然的。不
過經常活在耶穌裏的人，就
一定心裏平安穩妥嗎？可不
一定啊！過去一段日子，我
在學習讀經靈修，與神獨處
的操練，許多時候我反而活
在恐懼戰驚當中，因為我發
覺我越接近主，越能夠看清

要從我收回你的聖靈。」在神
的光照下，一切對神、對人的
虧欠都被顯露出來，就是試探
臨近，抑或已經在犯罪的過程
當中，都讓我立時醒覺過來，
好叫我立刻的在主面前，認罪
悔改，求主寬恕，求主加力。
一個讀經靈修的生命不一
定叫人感覺到平安，但肯定的
是那人必定一步一步向著光的
方向走，開始的時候是會叫那
人很不舒服，因為神的話語在
他的心裏面經常的提點、督
責，同時也給他指引前面的
路，經常叫他在善與惡之間作
選擇。久而久之，恒常的與天
父聊天，藉著祈禱讀經，各樣
屬靈操練，那人的生命不知不
覺就從裏面改變過來，雖是很
微小的改變，與自己親近的朋
友也可能察覺不到，但這不要
緊，因為天父知道，他喜愛看
到兒女的生命在成長，就好像
當父母的，看到兒女稍微長進
一點兒，已是多麽的歡喜快
樂。

楚自己的軟弱和虧欠。在靈
社區華人宣道會九月七日在安省士嘉堡成立，成為加拿大第八
十一家華人宣道會。賈鋒瑜傳道為主任牧師。

修的過程裏面，我看到自己

沒有靈修生活 如同走在黑暗

無時無刻的在論斷我周圍的

沒有一個靈修讀經的生活，就

Page 4

2008 年 秋

好像兩父子從不聊天，也不一起幹點甚麼事情。天父很愛祂的

快離黑暗 進入光明

兒女，願意看到他們成長，只是我們不認識他，很久沒有跟祂

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七節：「我們若在光明中行，如同神在光明中，

聊天，已經摸不著天父的心意，就好像在黑暗的裏面，看不清

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切的罪。」為甚麼這樣

楚前面的路，也看不清楚自己對神對人的虧欠。

說呢？難道不在光明中活著，耶穌的血就沒有洗淨的功能嗎？不

約翰一書第一章第六節：「我們若說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

是。就像一個有病的人，如果不曉得自己有病，絕對不會去看醫

暗裏行，就是說謊話，不行真理了。」與神相交，就是常活在

生，就是有最好的治療方法，對他也是沒有幫助的。若是常活在黑

基督的裏面，如果生命是常在基督的光裏，在黑暗中行事是不

暗裏的人，黑暗圍繞他，叫他甚麼都看不清楚，陷在試探裏的當

可能的，是不合羅輯的。神一切的啟示已經完完全全的蘊藏在

兒，自己卻是不曉得；犯了罪，得罪天父，得罪人，也不會察覺，

聖經的裏面，如果我們經常把神的話藏在心裏，我們一定會漸

這個人又怎會回到耶穌面前認罪恢改，求主憐憫寬恕呢。

漸的接近光，出黑暗，進入光明，生命改變是必然發生的。有

建立一個靈修讀經禱告的生活是保證我們常活在主裏的一個

人會推說我年紀老了，記憶力衰退了，我的意見是不要多想，

途徑，也是一個很好的途徑。約翰福音 15：4 耶穌說：「你們要常

只要恒久的祈禱讀經，按時間每天的讀，找個安靜的地方，翻

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若不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不

開聖經有系統的讀，然後安靜的等候，讓聖經的話語充滿你

能結果子，你們若不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建立一個讀經禱告

心，在安靜中聆聽上帝對你說話，讓你的回應成為你向神的禱

的生活，目的是要常常活在耶穌裏面，枝子不要離開葡萄樹。所以

告。

每天的讀經禱告，不是要讓自己覺得屬靈一點，也不是因為人家給
你壓力，要與別人看齊，關乎的是你的生命活得有多豐盛，關乎的

認真讀經 行出真理

是你仍在黑暗中還是在光明中讓神塑造你的生命。枝子或者長年都

或許不少福音信仰的基督徒很會研究聖經， 有時甚至會過

連在葡萄樹上，要是掉了下來，與葡萄樹分離了，枝子很快便要枯

份地用理性思維去理解聖經，遇到難明之處，往往套入一點兒

乾。退後比恆久的停留在光的裏面實在容易一百倍。只有常常的活

粗枝大葉的神學，用自己的見解來迎合我們理性上的需要。在

在主的裏面，才能讓我們更加認識天父，體會天父的心腸，讓我們

研經的同時，請讓我們把聖經的權威歸還聖經。有一位弟兄曾

在生活裏面經歷天父的愛戴，繼而使我們能夠愛弟兄姊妹，用誠實

跟我說：「我不能接受舊約的一些歷史記載和論點，也不大明

無偽的愛心在光明中與弟兄姊妹相交。

白，所以我很少看舊約。我喜歡看新約和一些的詩篇，看了以

弟兄姊妹，如果你現在仍是在心靈與肉體之間爭紮，又或者

後心裏覺得平安。」我的回應是：讀上帝的話語能夠讓你心裏

只停留在理論與計劃的層面，還沒有實際的行動，或是徘徊在黑暗

面平安實在是好得無比，但是你對天父的認識還是有限，那更

裏的話，慈愛的天父每天也在等待你，等你走出第一步，離開黑

美好的你可能抓不著，嘗不到，這是十分可惜的。很多時候，

暗，進入上帝的光中，而且要停留在光的裏面。若然你心裏有解不

我們沒有尊重聖經，有時候更按自己的偏見曲解聖經，故此弟

開的結，感歎世情的悲痛，天災人禍，許多許多的問題總找不著答

兄姊妹需要特別小心。也有些弟兄姊妹停留在討論應該如何去

案，請你相信，有些心結在上帝以外是沒有答案的，今天就開始讀

靈修，那個時間最好，那個方法最有果效的階段。為甚麼說是

聖經，學習放下理性，讓神對你說話吧！
（潘國禎長老和他太太在愛城宣道會城南堂國語事工事

停留在呢？我認為與天父聊天，用甚麼方法，在那個時候，多
長多短都不重要，最重要是去實行。「心靈願意，肉體軟弱」

奉。他在香港出生長大。現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並在Ambrose神學

其實是一個不能接受的藉口。

院進修和參加在巴拿馬的短期宣教事工。）

2008年7月至9月

拉美宣教工場會議

收支報告
拉美宣教工場會議邀請教牧, 長老, 執事, 和有宣
教心志者參加
日期: 2008年11月24 日6pm 至 28 日1 pm
地點: 瓜地馬拉華人宣道會

堂會奉獻：
$68,324.99
支出：

費用: 吃, 住, 及當地交通C$275 (不包來回機票)
截止: 2008年11月 2 日
聯絡人: Mr. Raymond Kwong
Office:416-918-8895
Email: office@ccaca.org
Rev. Nick Tsang
Mobile:403-630-8721
Email: nick.tsang@ccaca.org
網上登記: ccaca.org

$66,039.80
盈餘：
$ 2,285.19
上年度盈餘：
$22,299.63
2008年9月總計餘:
$24,58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