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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中華

從「我爸是李剛！」到「我們是最
後一代，謝謝！」展示了擁有特

權的傲慢和面對強權的無奈。有人說
權力是最強烈的催情劑，讓無數人迷
戀在其中。因為有了權，就能掌控周
圍的人和事。至不濟，也能對自己的
事多作一點決定，不必凡事被別人左
右。無怪很多人都過不了權力引誘這
一關。

在世俗社會，很多人爭權奪勢。
很多時候看到新聞報導，不少高官下
臺，不外乎是濫用特權，以權謀私，
進行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大搞貪污
腐敗。故有不少人棧戀權位，不肯放
手。正如國內官場常說的一句話：有
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單在有權時要
盡用，還要千方百計保持這個權位。

有年老的傳道人提醒年輕傳道人
說：財、色、權是傳道人面對的三個
最大的試探。有不少人在這三件事上
跌倒，甚至晚節不保。貪財和好色都
是明顯的罪，《聖經》上也不斷告誡，
因此還可以時刻自我提醒、克制和逃
避。但很多時候，我們卻在不知不覺

間被權力的試探侵蝕了而不自知。

看過有一些教會的牧者或長執，
在私下交談時抱怨甚或在臺上講道時
直斥弟兄姊妹，說他們不尊重傳道人，
也不順服屬靈權柄。

首先，別人的尊重絕不是可以靠
著強求而得來的。真正的尊重來自別
人看到了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彰顯
出來，看到我們在凡事上尊主為大，
敬畏神、順服神。同時也看到神與我
們同在，我們所做的盡都在祂的旨意
中。別人的尊重需要時間來建立。保
羅對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說：「弟兄們，
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
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
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
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
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腓 4:8-9）。
難怪他能得到腓立比弟兄姊妹的敬
愛。

至於要求弟兄姊妹服從屬靈權

 ▓總幹事的話

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
	◆ 司徒禮	牧師

柄，我也曾告誡神學院的同學們：什
麼時候我們需要提出這個話題，就在
那時候，我們在他們中間已經失去了
這屬靈的權柄。其實我們應該教導弟
兄姊妹的不是要他們順服傳道人，而
是要他們順服神。雖然保羅得到腓立
比教會的尊敬和順服，但他也面對着
哥林多教會對他的批評、論斷和不順
服。但他卻不以此為意，反而提醒自
己要在主面前忠心。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講到：「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
的執事，為神奧秘事的管家。所求於
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論
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
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
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
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林前
4:1-4）

我們要做的就是忠心傳講神的
道。若弟兄姊妹順從，他們是在順從
神；若他們不聽從，也是不聽從神。
昔日神呼召以西結時，對他說：「人
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

由網紅熱點事件引發的屬靈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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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油畫我非常喜歡，畫面是
主耶穌在門外敲門，外面門上沒有門
把可擰開，只有裡面的人親自打開，
主才可以進去。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1999年，當時只是三口之家的我
們來到加拿大。來之前對加拿大生活
的各種艱辛作了比較透徹的分析和準
備，覺得我們應該會很快適應安頓下
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千算萬算
就是忽略了對與先生家人相處的大家
庭生活的預期。艱辛的打工，先生父
母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喧嘩的紛擾，我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苦怨在心裡
慢慢堆積，終於，開始了第一次對先
生發火，戰火從此點燃，以至於一發
不可收拾。

我先生是個孝子，個性顯得比較
木訥。他沒體諒我的不適和苦衷，反
而覺得我應該自動順勢適應大家庭的
生活。得不到身邊人的體諒和關心，
那份絕望和失落就像烙鐵一般烙在心
上。公公婆婆自然希望兒女幸福，面
對兒子兒媳的矛盾，他們也束手無策，
於是請來當時唐人街華人圈內較有名
的「白頭佬」來作法，燒香祈福，重
擺床頭朝向，家具換位等等，然而，
沒有奇迹出現。

有個同事觀察到我不開心，她友
善地關心我，建議我去一間教會找師
母，說這位師母會開導人，善於幫助
人走出心理的困境。但我已感到沮喪
和絕望，不相信有人能解決我的問題，
並考慮放棄婚姻，至少得先搬出大家
庭。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神要把
人看來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這是
多年後在經歷了上帝奇妙作為後我深
刻的體會！祂已借同事第一次在我心

門外輕輕敲門。當我實在走不下去的
時候，決定去找那位師母。真巧，教
會剛好在我家不遠。一個星期五晚上，
我對自己下了「通牒」：如果這個教
會裡面的神可以救我於水深火熱，那
麼我會相信祂。來到教會，裡面很多
人，師母當時回了美國，我急忙找到
牧師，開門見山告訴他我想談談，於
是我毫無顧忌地流著淚向他哭訴。一
個多小時，牧師靜靜地聽，我痛快地
傾訴，終於說完了哭累了，忘記牧師
說了什麼，只記得我一身輕了，就像
一個雙肩挑重擔的人，走了很遠路程，
不能放下，再走會累死，這時突然有
人過來一把把重擔擔過去了。

為了心中的這份感覺，我決定去
教會參加每週敬拜，非常神奇的是，
被我視為水火不容的「敵人」- 我的
先生，每次我去教會，他肯定會跟在
我後面一起去。每次同進同出讓我們
之間的摩擦減少了，我也意識到自己
是不是要像教會裡的人一樣的友善，
也在試著盡力改變自己。我相信上帝
看見了我的努力，但總感覺缺少一個
直達心底的契機。這期間師母給我很
大的鼓勵和幫助。教會一個同工也常
來電話詢問我近况，我說心裡還是蠻
苦悶，夫妻關係也還沒多大改善。他
要我試著讀《聖經》，從經文裡尋找
上帝的心意，於是我拿出他送給我的
《聖經》，按照他的提示開始閱讀《新
約》。第一次讀，就發現裡面的話很
扎心，很多是在對我說。越讀越不安，
越不安就越想讀。當時沒意識到這正
是上帝在借著《聖經》對我說話，祂
再次在我心門外叩門。那晚，當我讀
到《馬可福音》5章 34節「女兒，你
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

的災病痊愈了。」瞬間，我淚如泉涌，
那一聲「女兒！」就像耶穌坐在我對
面溫柔地看著我對我說。我的心仿佛
被一雙手緊緊拽著，一種傾瀉而下的
愛完全包裹著我。當晚，我第一次跪
下雙膝，回應耶穌，向祂禱告，並且
承諾我要追尋祂，要讀祂的話語。我
不要讓上帝對我失望，我要努力改變
自己。 

那段時間，聖靈的火一直在我心
裡燃燒，不知不覺中，笑在我的臉上
呈現出來，對家人的態度也發生很大
變化，尤其是對曾被我視為敵人的先
生，我試著盡力關心，做這些我並沒
有刻意，也沒有覺得難受，完全是不
經意的。就在那年，我受洗成為了基
督徒，第二年我先生也受洗歸入主的
名下。

信主後，不僅家庭發生變化，
對外的人際關係也在不知覺中發生變
化。信主後不久，遇到一位從前一起
打工的同事，和她交談幾句話後，突
然她沒來由地看著我說：「我怎麼感
覺你好像變了，可又說不上來你究竟
哪裡變了。」我自然明白她疑惑的
變化是我從裡面發出來的喜樂感染了
她。那刻的感覺真好，因為我知道耶
穌與我同在，我在人前正在榮耀祂！

《約翰福音》1章 12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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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蒙主恩，借著耶穌基督我成
為了上帝的兒女。深願親愛的朋友們
也可以與我一樣蒙恩蒙福！當上帝來
敲你心門的時候，不要猶豫，打開心
門，讓耶穌進來，領受祂豐盛無比的
福氣！

 ▓生命轉彎處

打開心門，讓耶穌進來
	◆ Queenie 姐妹

們。⋯⋯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必使你
開口，你就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
如此說。』聽的可以聽，不聽的任他
不聽，因為他們是悖逆之家。」（結
3:17, 27）

有時看見在教會或機構中，牧者
與長執之間、長執與弟兄姊妹之間、

同工與同工之間，大玩權力遊戲，深
陷其中而不自知。甚至各方自詡自己
比對方更屬靈，自己是站在真理一方，
是為真理而戰。殊不知《聖經》告誡
我們：「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
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這豈不是屬
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嗎？」（林

前 3:3）
深盼我們能夠謙卑、溫柔，因為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
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
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 
3:17）。把當講的講清楚了，就等候
聖靈親自作工，神自己來掌管。



 ▓信仰反思

所多瑪的警示
	◆ 橄欖樹

日光之下無新事。世上國度興衰、
王朝更替，千百年來一直如此。

History is His-Story.《聖經》中的歷史
從來都不只是往事的記述，而是神警
示後人的殷鑒。《聖經》中凡提到所
多瑪，都與罪惡和毀滅相聯繫。

罪惡橫行的摩登都市

《聖經》記載，遠古族長時代，
有座大城叫所多瑪，坐落在約旦河以
東平原，是水土肥沃、資源豐富的宜
居城市。因其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迅
速成為那個年代相當於紐約、洛杉磯
級別的大城，擁有繁華都市的一切特
徵：富豪雲集，金融業發達，娛樂圈
興盛，燈紅酒綠，夜夜笙歌。

物質富足，居民道德水平卻急速
下滑，《聖經》說「所多瑪人在耶和
華面前罪大惡極」（創 13:13）。突出
表現在幾方面：一是搶劫掠奪，那時
人心十分貪婪，懶惰不勞動，搶奪別
人財物。部落間混戰，誰拳頭硬誰就
把財產據為己有，把別人當作奴隸，
一片弱肉強食的叢林景象。二是極度
自由化，無政府主義，沒有法律和秩
序，由暴民掌控，為所欲為，動不動
就聚集起一夥暴民圍攻居民住宅。三
是道德淪喪、荒淫無度。居民無視神
創造的自然規律，任憑人性中的罪惡
泛濫，把同性戀當作進步與時髦，甚
至連天使經過該城時，因其容貌俊美，
竟然窮追不捨，企圖施暴。（參創世
記 19章）

所多瑪的罪惡模式在今天又重
演。同性戀合法化，政治正確化；毒
品泛濫，濫交，還被政策保護，享受
福利，隨意殺死濫交造成的嬰兒生命。
世界已漸成一個大號的所多瑪。世人
在罪中沉淪墮落，隨波逐流。

完全不同的應對原則

面對世界誘惑，亞伯拉罕與羅得
作出不同選擇。叔侄倆從吾珥老家一
路走出來，移民路歷經艱辛，後來漸
漸積累了財物，資產越來越雄厚，原
來創業階段還互相扶持的叔侄，卻在
「牛羊甚多」時難以和平相處，無奈
只能分手。亞伯拉罕持守神喜悅的道
德標準，讓侄兒先選擇。羅得選擇了
富裕繁華的約旦河平原一帶；亞伯拉
罕則堅守在神應許的迦南山地，與所
多瑪劃清界限。不發達的迦南山地是
神旨意要祝福的應許之地，亞伯拉罕
及後裔要用勤勞的汗水來建設這片土
地。亞伯拉罕敬畏順服，完全接受神
的旨意和帶領，懷著感恩築壇敬拜神。

羅得卻被所多瑪的繁華熱鬧吸
引，但他不是一下子就倒向所多瑪，
而是「漸漸挪移帳篷」。隨著歲月流
逝，羅得越來越適應所多瑪的價值觀
和人生方式，最終搬進了城裡，成為
所多瑪自由放任社會的一員。

今天的世界也常常需要像在所多
瑪和迦南之間做出選擇。所多瑪追求
享樂、慾望、人罪性裡的自由、政府

權 勢、 金 錢 利
益，破壞家庭、
暴力壓制他人，
等等觀念；迦南
則是持守敬畏
神、 遵 行 神 旨
意、對神的託付
忠心、擁有用自
己的勞動追尋幸
福的自由、尊重
神創造的生命、
倡導聖潔生活、
維護家庭價值，
等等原則。

過去幾十年北美的教會逐漸接受
自由派神學、社會福音、成功神學，
或自廢武功，放棄在社會上作光作鹽、
堅守正義，或向敵視基督的政權下跪
妥協，放棄對重要社會議題的發言權，
失去了社會影響力。

亞伯拉罕與羅得應對世俗潮流的
不同態度提醒我們，教會若不持守神
的旨意和引領，就有可能漸漸挪移，
成為世俗化世界中無足輕重的另類，
甚至完全被世俗世界同化。

毀滅之前的驚險逃離

所多瑪罪惡滔天惹動神的忿怒、
將被天火燒滅時，亞伯拉罕因惦念侄
兒羅得，斗膽與神討價還價。當籌碼
降到城中連十個義人也沒有的時候，
亞伯拉罕啞口無言。

神差派天使去解救羅得。羅得在
最後一刻終於醒悟，願意隨天使逃離
即將遭滅頂之災的罪惡城市。從天而
降的大火把所多瑪及同樣是罪惡昭彰
的幾個城市頃刻間化為灰燼。但所多
瑪的罪惡之餘燼卻在世上死灰復燃。
當罪孽之火燒到一定程度時，神必將
再一次伸手施行公義審判。這次審判
是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式？我們不得
而知。

我們今天的逃離，更重要的是精
神的（Spiritual）逃離，就是與那些罪
惡徹底切割，與敵對神的意識形態完
全剝離。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在哪裡？是
在舒適的所多瑪城中安逸享樂嗎？你
聽到天使宣告這城要被毀滅的消息
嗎？你還是半信半疑嗎？你還對所多
瑪戀戀不捨嗎？但願我們都能在神烈
火般的審判之前，明智地逃離我們的
所多瑪，進入神預備的逃城，進而進
入神應許的國度。

那些如亞伯拉罕一樣早已安穩在
神的迦南應許之地中的弟兄姊妹有福
了！求神借遠古的歷史，給今日的教
會和世人以警示。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貸款歸還報告

2019年 12月貸款總額 $812,500

2021年底貸款餘額 $337,885

2022年 5月累積清還本金 $8,262

2022年 5月貸款餘下總額 $329,623

請記念代禱

感謝神，也謝謝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我們能在兩年內清還 
60%的銀行貸款。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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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可  辦事處
81 Rue De La Gauchetiere, 2B, Quest,

Montreal,  QC H2Z 1C2
Tel./Fax.: (514) 879-1618

Email : mtl@ccican.org

愛民頓  辦事處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Tel.: (587) 590-3330

卡加利  辦事處
#242,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Tel./Fax.: (403) 262-8633
Email : calgary@ccican.org

 溫哥華  辦事處
Unit 330, 4400 Hazelbridge Way, 

Fairchild Square, Richmond, 
BC V6X 3R8

Tel.: (604) 273-2999      
Fax.: (604) 273-0090

Email: van@ccican.org

香港  辦事處
Email: info@ccihk.org

總幹事

司徒禮 牧師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Samuel, Carrie, Dale

Teresa, Vivien（出版）

黃譚玉琼、Pauline（溫哥華）

徐   中（卡加利）

高   霞（愛民頓）

李文偉、劉斌 (滿地可）

疫情下網路上

Zoom 聚會 ID 和密碼在報名後將獲得			查詢：416-519-8445（辦公室新電話）,		416-297-6540		電郵：ccic@ccican.org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近期聚會報告 敬請關注留意我們
的網站和臉書專頁
發佈的即時信息
請掃描 QR Code

2022 年恩福加東門訓營
主題講員｜呂子峰	牧師、邱清萍	牧師

專題講員｜鄧廣華	牧師、司徒禮	牧師

時						間｜ 7 月 1-3 日	週五 7:30am–週日 5:00pm

形						式｜實體＋網絡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7-9 月年神學課
講道學 / 李經寰	（必修課，3學分）	

					7 月 7 日 -8 月 11 日，逢週一、四晚 7-10 點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 莊祖鯤（必修課，3學分）	

					8 月 15-19 日，22-24 日，晚 7-10 點

以賽亞書 / 司徒禮（必修課，3學分）	

					8 月 30 日 -9 月 29 日，逢週二、四晚 7-10 點

加恩網絡學院

上課時間｜每周二、四早上七點至十點（多倫多時間）

上課方式｜綫上視頻	 	 	 	 	

（會議號和密碼將在每科目報名後通知）

報讀資格｜有心志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報讀手續｜

1.	須填妥報讀申請表，連同得救見證與蒙召見證各一篇

( 約一千字內 )，通過電郵寄交本會。

			電郵：cmonlinelearning@hotmail.com

2.	報讀申請表格經本會審核後，合格者將獲入學通知。

3.	因為是學科制，學院全年招生，學員可隨時入學。

恩福YOUTUBE|實 |體 |與 |直 |播 |

20232023 恩福月曆恩福月曆
熱售中！熱售中！

及早預訂．三重特惠

請掃碼進入
恩福官網

下載訂購表

恩福協會電郵轉賬 / e-Transfer
e-Transfer: enfucanada@ccican.org
profile name: CCI of Canada

注 1：e-Transfer 方式僅用於奉獻用途，切勿用於繳費！
注 2：若需奉獻收據，請務必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姓名、電郵、地址等信息。
注 3：如果沒有姓名、電郵及郵寄地址，將無法寄發奉獻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