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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最喜愛 的電影
中，有一部英國電影
叫《烈火戰車》。 這
部電影描寫的是英國
兩名奧林匹克冠軍的
真實故事，他們的名
字是埃裡克•利德爾
和哈羅德•亞伯拉
罕。在 1924 年的夏
季奧運會上，這兩個
年輕人同樣滿懷激
情，想要贏得勝利。
不同的是，埃裡克是
為了神的榮耀而戰，
而哈羅德則是為了個
人的名譽。

張宏達先生
何國富先生
張秉熙先生

這部電影的尾聲是在
1924 年奧運會的結
束，但在真實生活

中，埃裡克的故事卻
遠遠沒有結束。巴黎
奧運會的同年，埃裡
克也從愛丁堡大學畢
業，不久后他回到了
他的出生地中國天
津，成為一名宣教
士。就在二戰結束前
夕，埃裡克因病死在
一個日軍的拘留營
中。在這個距離他的
家人千里之遙的中
國，沒有任何慶祝勝
利的喝彩聲，埃裡克
跨過了他生命賽程的
終點線。他生前最后
的話語：「完全地降
服」，揭示了支持他
贏得這場賽程最終勝
利的動力，是為了贏

得那比金牌更美好的
東西。

有些人是為了民族的驕
傲。

雖然不是中國國籍，
埃裡克現在卻被認為
是第一個中國出生的
奧林匹克冠軍。中
國，這個埃裡克出生
和去世的國家，今年
夏天第一次在北京迎
來奧運會。八月裡，
中國向全世界展示了
她最璀璨的光彩。而
在觀看世界上最優秀
的運動員爭奪金牌的
時候，我們可以看
到，有些人是為了個
人的成就，有些人是
為了家庭的榮譽，還

然而，什麼是在永生中最
終的榮耀呢？
埃裡克相信神造他成為一
名宣教士，而神同樣也使
他跑得飛快。作為一名運
動員，他跑是為了榮耀神。
作為一名基督徒，他的渴
慕是更深的認識神。而作
為一名宣教士，他的夢想
是讓更多的人認識神。在
中國服侍期間，埃裡克不
僅僅用他的體能，更多的
是他的品格，堅持和忍耐
來榮耀神，這對於我們所
有這些順服神的呼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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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什麼是在永生中最終的榮耀呢？
福音給萬民的人來
說，都是極偉大的見
證。
今天，當我觀察歐洲
各處的大學校園，我
看到越來越多傑出的
青年人從中國來。他
們當中的許多人，無
論是在智力上還是體
能上，都與埃裡克和
哈羅德不相上下。懷
著不同的抱負，他們

來到歐洲，為追逐個
人的成功，開始了這
場賽跑。然而在途中，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
神在耶穌基督裡的救
恩所征服。現在，成為
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他們面對著一場新的
賽跑，一場傳福音給
萬民的賽跑，一場為
贏得永生最終的榮耀
的賽跑。

我相信，在這一代新人
中，神將會呼召一些最
傑出的人成為在歐洲
的宣教士，來償還我們
過去欠下的像埃裡克
這樣一群人的福音的
債。我祈求神呼召新一
代的中國的埃裡克，而
我們將成為這個偉大
計劃中的一部分，將福
音傳給在歐洲的這一
代中國人，並通過他們
傳向歐洲和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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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感到上帝在事奉中所賜予的豐盛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勇敢面對困難

友情生活令我充實

我到 Gillingham 證道，由於要
即日趕著乘搭火車回來，故不能
預留很多時間與肢體交通，但想
不到卻有信徒有特別需要，故只
有在聚會後快速地聆聽了分享，
並在祈禱中將她和家庭交託給主
後，便要馬上離開。總覺得是值
得的！

會的人數雖然不多，但各方面的
運作都已上軌道，他們需要的就
是牧者作牧養和各方面的帶領和
統籌。在短短四日三夜，除了帶
領查經班、初信的真理班及主日
證道之外，主也讓我有機會與一
些信徒作稍為深入的相交，求主
使用。

隨後是要到 Weston-Super-Mare
教學，是以弗所書第二講，但卻
在出發前兩天，扯傷了小腿的
筋，不但不能跑步，連步行也甚
困難，本以為它很快自動復原，
但過了幾天仍然未能上落樓。故
終於在出發當天，只好依照同工
的提議，更改路線，雖然車票是
昂貴一點，但可以減少上落樓梯
的機會，又讓我準時到達目的
地，順利完成這小組最後一次的
教學，實在感謝主！

若不是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也幾
乎忘記了自己的生日，很高興今
年又收到生日卡，而且是五張，
一張是相識廿年的老婆婆寄來
的，一張是香港的信徒寄來的，
一張是一群 TEE 的學生送來
的，另外兩張是電子生日卡，其
中一張竟然是闊別幾年的前神學
院老師寄來的，實在是一份很大
的驚喜！在此，我再次多謝您們
送上的祝福和鼓勵，我實在感到
上帝在事奉中所賜予的豐盛是超
乎我所想所求的！

這是最勤力的小組，真的捨不得
他們！此外，我第一次到瑞士巴
賽爾華人基督教會服事，這裡聚

至於我的腳傷，經過一段乘坐升
降台的日子，雖然腳的前後側及

祝福的禱告
「祝福」是舊約中一個重要的主
題。聖經告訴我們，神一開始就祝
福祂所創造的一切（創 1:22，
28 ； 2:3）。但這些祝福卻因人犯
罪的緣故而變為咒詛（創 3:14，
16 － 19 ； 4:11 ； 5:29 ； 9:25）。
深愛著全人類的神，為了要人類
能重新享受祂及祂所賜的各樣福
樂，就決定揀選亞伯拉罕及他的
後裔，並計劃透過他們使全人類
重新得福（創 12:1 － 3）！

鄭彼得牧師

到了新約，神給予亞伯拉罕的應

麥淑賢 宣教士
足踝內側其後才出現瘀痕，但已
經漸漸開始復原，我已可以行走
自如，只是不可跑或行走過久，
也要小心用力便是了。
但在瑞士之行後，我開始患上傷
風，其實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日子
沒有傷風感冒了，但適逢我早已
申請了三天年假，故可作一點休
息。在好友兼同學的建議下，我
也作了一個簡單的退修，能夠放
下所有，來到恩主寶座前是好得
無比的；而一點兒的閱讀也再次
給我一些在人生旅途上的提醒。
感謝主，雖然傷風感冒環繞我，
上帝卻突然差來一位要好的同
工，是我的東北好姊妹，她聽說
我病了，便馬上到我的房間為我
「刮沙」，其後我休息了一天便
完全康復，坐一整天開會也沒有
問題，你看，主的恩典是否「夠
用」呢？

鄭彼得牧師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許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工 作...救 恩 福
音...中得以成就（徒 3:25 － 26 ；
羅 4:6 － 9 ；加 3:13 － 14）。因
此，基督徒...亞伯拉罕的真子孫
（加 3:7 － 9）...因著領受了在基
督 裡 神 的 各 樣 祝 福（弗
1:3 － 14），便要回應神的呼召，
給世人帶來祝福；甚致是那些逼
迫 我 們 的 人（路 6:28 ； 羅
12:14 ；彼前 3:9）。當然，聖經
中的最後一卷書亦是以祝福來作
整本聖經的結束（啟 14:13 ；
19:9 ； 21:3 － 5 ； 22:1-5， 7，

14）。
在祝福的過程中有施福者
（benefactor）及 受 福 者
（recipient），或 會 有 中 介 者
（mediator）。在舊約中，祭司及
利未支派有給人祝福的特權（創
14:18 － 19 ； 利 9:22 ； 申
10:8 ； 21:5）；身為基督徒...即
君尊的祭司（彼前 2:9）...我們亦
可 以 向 神 求 福 及 給 人 祝 福（詩
122:6 － 9 ；參創 32:26 ；雅 3: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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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開始為你的親友及教會的弟兄姊妹作以下這五方面的祈福禱告：
一、B-Body ：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肉身需要來祈福。
二、L-Labor ：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工作或學業需要來祈福。
三、E-Emotional ：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情感需要來祈福。
四、S-Social ：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種種人際關係來祈福。
五、S-Spiritual ：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在屬靈方面的需要來祈福。

毫無疑問
神是慈愛
和憐憫的神

鄭彼得編著：《以膝代步：從聖經學祈禱親近神》，（台灣：長青文化，
2006 年），頁 36-38。

教會與開會(三)續上期
這裡要一提寫會議記錄的人，一般是
書記的責任。寫會議記錄時要精簡，
但要保持內容的真實性。原則上是不
題人名，例如某某人認為要這樣做。
有人需要對某些事採取行動，要在議
決案旁邊寫負責該項行動的人的名
字，這是有提醒的作用。
為了避面日後的不同意，可行的話，
最好的做法是在散會前宣讀會議記
錄， 聽後，主席要問與會的人是否同
意，同意的話，主席立即在記錄上簽
名作實，日後就不能有人再反悔。要

張子江牧師

做到這點， 書記的記錄能力是頗
佳才可以做到 若不能， 就要在會
後幾天內出會議記錄。會議記錄
的責任最可由教會的行政主任承
擔。
教會宜好好檢討目前本身的運
作，看看如何可以簡化組職，減
少開會，開會要怎樣令會議有效
率，結果必定令教會運作的效率
大大提高，可全心全意去造就信
徒，完成大使命，而榮神益人。

加拿大董事會

上帝在那裡﹖ (上)
每當有災難發生時﹐人總是問
這個問題﹕[上帝在那裡 ] ﹖問
這問題時是有一個假設﹐就是
如果上帝在那裡的話﹐祂仁愛
的本質不會讓這些事情發生。
九一一事件後﹐東南亞海嘯之
災後﹐四川大地震後﹐基國東
南岸多次巨大風雨災後﹐基督
徒跟非基督徒都同樣問這問
題﹕[上帝在那裡] ﹖

張子江牧師

筆者不能也絕對不敢說有容易

的答案。這類問題所牽涉的範
圍很廣﹐有神學､哲學､神的
本質､人是善是惡､倫理學等
因素在內。我們只能以我們極
之有限的腦袋去思想出一個答
案﹐這答案亦肯定不能滿足每
一個人的期望和想法。
神是慈愛和憐憫的神﹐這是無
可置疑的事實。聖經在多處地
方﹐清楚顯明神是慈愛的神﹐
祂愛人愛到一個地步甚至差遣

祂的獨生兒子降世﹐死在
十字架上﹐擔當了世人的
罪﹐叫每一位願意相信祂
的人﹐可以不至滅亡﹐反
得永生。聖經亦讓人看到神
和耶穌都是滿有憐憫的神。
祂要讓小孩子到祂的面前
蒙祝福﹐他不願人餓著肚
子回家﹐所以有五餅二魚
餵飽五千人的神蹟出現。毫
無疑問﹐神是慈愛和憐憫
的神。
(下期再續)

加拿大通訊

CANADA NEWSLETTER

第四十九期 Issue 49
2008 年 12 月 1 日

創新
人的天性似乎都厭舊喜新,稍有一點
新奇的服飾髪型,普通人就會趨之若
鶩.可惜我們不能常有真正新的東
西:名稱是以 2008 年的新型汽車,早
在兩年前就已設計定型.所謂最新的
衣服,不外乎是前一兩年改頭換面的
裝作而已.
有些事物根本不可能有甚麼新的內
容,我們所學的文字,是千年來的繼
承,我們所運算的法則,無非是加減
乘除.我們日用的飯食,豈曾有過怎
樣重大的革新?我們分分鐘不停的
一呼一吸,還不是那創世以來存留至
今的空氣?
連登權牧師

然而,我們還是可以有新的享受,新
的感應,和新的盼望.這是因為每個

基督徒在神的手中都是一件新的創 情，友誼，真摯，甜密…
造, ｀a new creation’一個新的人
重要的改變是基督徒信靠主，
（林後 5:17）
甘心放下自己，把我們內心的
首先，我們的中心思想發生了極大 寶座讓出來給耶穌基督，一如
的改變，不再是『己』，乃是神，我 使徒保羅在加拉太書 2:20 所
們不再是生命的中心，神才是；我 見証的：『 我己經與基督同釘
們今後活著不光是為了自己，否則 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不 再是
我們與一條狗，一隻猪無多大差別． 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著．
我們今後是活著去達成神對世界，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
對世上所定的計劃，盡我們的努力， 信神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
為我拾己。』
使祂的旨意得著成全．
其次，我們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願我們都能『心意更新』地實
在家中，在學校，在社會，在世上建 現這一切！
立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關係
不再是你爭我奪，互相踐踏，互相咒
詛，而是軋根於愛之上，從而有親

短宣後感

感謝神的恩典和
保守，神讓我們
平安的回到加拿
大。四個多月的
時間雖然不算
長，但也是我們
離家最長的一
次，榮耀歸神。

回想在四月二十三日，我們懷著
火熱的心和希望，坐上七四七飛
機去羅馬尼亞，但在二十五日睡
醒後，就受到當地教會的同工，
用一大盆涼水，從頭到腳的來歡
迎我們，把我們原定的計劃都打
碎了、心都涼了，但也使我們看
到神的旨意高過我們的旨意，神
是我們腳前的燈，並非路上的探
射燈，我們只能完全順服和信
靠，按著神為我們所預備的路去
走，不求自巳的意思，只求神的
旨意。
在布加勒斯特的事奉包括個人佈
道培訓課程、初信栽培班和四次
主日講道，看到弟兄姊妹們愛慕
神的話和專心的學習，並願意擺

連登權牧師

上自已去向市場內不認識的同胞
們傳福音，有些弟兄姊妹為了出
隊去傳福音，這把自巳的店関了
幾個小時，這種熱心也把我們的
心再次挑旺起來了，也在市場的
探訪和傳福音中，把我們和弟兄
姊妹之間的関係加深，使我們起
初的誤會，全部消失，並能同心
合意的興旺福音，把神的愛和福
音帶給市場中每一個同胞，求神
親自的賜福給他們，並賜他們有
智慧和膽量把福音去傳開，為主
打美好的仗。神也讓我們看到福
音的大能，有十多位同胞願意接
受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榮耀歸
神。
一切都是值得四個多月的時間就

張應軒宣教士
這樣的過去了，市場和教會中每
一個人的臉，經常出現在我們的
眼前，每次走過的地方，都念念
不忘，有時我問自巳，我喜歡羅
馬尼亞嗎？回加三個星期後，還
以羅馬尼亞的時間來計算中國和
溫哥華的時間，腦子好像有毛病
一樣，有人問我，在羅馬尼亞辛
苦嗎？但我回答說；這不是辛苦
的問題，而是值不值得的問題，
讓我告訴你們，我們所做的一切
都是值得的，因在這次短宜中，
我們經歷了神和弟兄姊妹的愛，
並得到神的安慰和同在，願多些
弟兄姊妹們能走出去，回應主給
我們的大使命，榮耀歸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