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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日神帶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河，進入迦南流奶與蜜之地。在未爭戰得地之前，神吩咐約
書亞在吉甲立石為記。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派代表，從約但河祭司之腳所站的地方，共取出十二
塊石頭，代表十二支派，放在他們過河後安營的地方。神的心意是以石為証，使以色列人和他
們的子孫，日後見到石頭，可以紀念神的大能作為。「這些石頭在你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日
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你們就對他們說：“這是因為約但河的水，在
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過約但河的時候，約但河的水就斷絕了。這些石頭要作以色列人永
遠的紀念。”」
（約書亞記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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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列治文平安福音堂製作這一本紀念特刊之目的，是為著神過去十一年在教會的恩典，
並為建堂工程完成而作紀念，以此為証據，將一切榮耀、感謝和稱讚歸給信實和慈愛的真神。
這特刊主要分為兩部份：（一）建堂完成感恩部份；
（二）十一週年紀念部份。
編輯小組特別多謝幾位神的僕人和長老所給予我們的賀詞或題贈。亦多謝主內眾肢體和各
團契代表所作的見証和記錄。願我們眾人在主裡的見証和交通，藉著這份特刊，流傳海內外，
讓讀者和我們同心感謝和讚美，將榮耀歸給全豐、全足、全智、又全能的真神！
「你們義人當靠耶和華歡喜，稱謝他可記念的聖名。」
（詩篇 97:12）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吳主光弟兄

經 文 ：「 我 又 看 見 一 個 新 天 新 地 ； 因 為 先 前 的 天 地 已 經 過 去 了 ， 海 也 不 再 有 了 。 我 又 看 見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
音 從 寶 座 出 來 說 ： “看 哪 ！ 神 的 帳 幕 在 人 間 。 他 要 與 人 同 住 ， 他 們 要 作 他 的 子 民 ； 神 要 親 自 與
他 們 同 在，作 他 們 的 神。神 要 擦 去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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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 寶 座 的 說 ： “看 哪 ！ 我 將 一 切 都 更 新 了 。 ”又 說 ： “你 要 寫 上 ，
因 這 些 話 是 可 信 的 ， 是 真 實 的 。 ”」（ 啟 21:1-5）

感謝主，我們的「新堂」落成了！我想，大家都非常興奮。只是筆者藉此推想，將來我們
復活被提，在天上看到「聖城新耶路撒冷」
，興奮必定更大．因為那座城偉大得多、美麗得多、
榮耀得多、寶貴得多、快樂得多、永存得多……．而且在那裡，我們要與神同住，永永遠遠親
近神、讚美神、事奉神！我們現在看見「新堂」
，就開心到笑、叫、跳；那時，我們得以進入「聖
城新耶路撒冷」
，就開心到大讚美、擁抱著我們最愛的主，久久不放。
是的，天上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才是永久不變的；地上的一切都會改變、衰舊、敗壞。
這一點使我們深深地領會，坐寶座的全能者說：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這句話表示，
「聖
城新耶路撒冷」是經過全能者一連串「更新的工作」而造成的，因為從前的「耶路撒冷」犯罪，
多次離開神，結果經歷許多戰爭，又多次成為荒場廢墟；神不斷將之「更新」，最後才成為「聖
城新耶路撒冷」
。
「耶路撒冷」的聖殿也是如此，經歷過多次敗壞，又多次更新。讀者應該記得，最早神吩
咐摩西建「會幕」，經過四百年士師時期，這「會幕」不但變舊了，連大祭司以利，也變成老糊
塗，縱容兩個兒子行淫、搶祭肉，結果神憎恨他們，在一天之內將他們除滅，讓非利士人擄了
約櫃。表示神寧願住在非利士人的廟中，也不願意讓以利和他的兩個兒子事奉他。
後來大衛把約櫃接進耶路撒冷，所羅門王又為神建造極其榮耀華美的聖殿，成為神的居所。
可是所羅門王晚年敗壞了，引進外邦人的神像和祭壇，陷以色列人於罪中．以色列人就一直敗
壞，直到西底家王時代亡國，聖殿被毀，百姓被擄到巴比倫。
然而，在神的憐憫之下，古列王准許四萬多以色列人歸回，重建聖殿城牆；而且所建的聖
殿，比所羅門王所建的更大，更榮耀。之後，到兩約中間時代，聖殿又敗壞了．讀《瑪拉基書》
的人都知道，當時的祭司都藐視神的桌子，將有殘疾的祭物獻給神；又藐視神的律法和所立的
約，許多休妻和虐妻的事發生；又不肯將當納的十分一奉獻給神，以致神家荒涼；大大向神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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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以惡為善，以善為惡。於是，聖殿又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災劫：先
是希臘王安提阿以比反尼，前來污穢並拆毀聖殿，後是馬加比祭司家族的敗壞，各朝代的大祭
司都以謀殺、出賣聖職、內戰等來奪位，最後不惜勾結希律王，出賣自己的國家，受治於羅馬
帝國，成為二等公民。
在神憐憫之下，希律王為討好猶太人，就以四十多年時間慢慢重建聖殿。不錯，聖殿漸漸
建成了，連主的門徒也讚嘆當時的聖殿，說：「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可 13:1）但聖殿
建得如此宏偉有甚麼用處呢？主耶穌兩次潔淨聖殿，聖殿還是像「賊窩」一樣敗壞．大祭司和
公會充滿謀殺、假見證、假冒為善…各種罪行，使聖殿失去「禱告的殿」的作用。於是，主耶
穌就預言聖殿將於主後七十年被毀，耶路撒冷要變成荒場。
雖然如此，神還是將他的殿「更新」
，改建成為「教會」，藉著聖靈住在他們中間。然而，
歷史又告訴我們，當「教會」發展到最龐大，成為國教，建築最華麗的大教堂之時，「教會」就
開始敗壞，實行政教合一、殺害聖徒達一千五百年之久；又廣納各類異教、異端的信仰、和禮
儀，遠離神的話語，變成了「淫婦」
。
雖然宗教革命興起許多真理的勇士，與天主教爭戰三十年，結果「教會」脫離天主教的轄
制，信仰得以自由。並且將福音傳至全世界各地，結出無數的果子來。可是，到了二十世紀，
我們又看見福音派二十幾名領袖，與天主教簽署聯合宣言，大大敗壞神的眾教會。根據聖經預
言，我們知道，假先知、假基督將要從這「教會大合一運動」興起，殺害千千萬萬反對他們的
聖徒，他們的教會也變成啟示錄所預言的「大淫婦」。剩下的真基督徒非常稀少。但是，就在這
個時候，一切真基督徒都要復活被提，合成一個貞潔的「新婦」
，獻與主基督。地上的假教會卻
要留在地上，經歷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變成與假基督聯合的「大淫婦」。
親愛的弟兄姊妹，以上會幕--聖殿--教會的衰變史，雖然是必然的事實．我們仍然看見，
神每一次做「更新工作」，會幕就變成更美的聖殿、聖殿又重建成為更大更美的聖殿、然後再更
新變成猶太教會、猶太教會又更新變成外邦教會、最後外邦教會更新變成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聖
城。不錯，地上任何事都難免會敗壞，但神「更新的工作」卻使神與人更接近，最後達成「合
而為一」
。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凡是屬世的都是必定會敗壞的；凡是屬靈的都是會更新的。筆者從
來都不會太過注重「建造地上的大禮堂」，因為會很容易敗壞。這一次建堂，筆者也大大出力，
但是筆者也大大擔心，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人是很容易會以教會的「外形」來自豪，而漸漸忽
略教會屬靈的「內涵」。我的意思是，今後我們多了一樣試探，就是以為有了美麗的「新堂」，
就等於有了「大復興」。我們要緊記，所羅門王剛剛建成了聖殿，他就開始敗壞了；耶路撒冷教
會一開始就三千人、五千人信主，但教會很快就發生供應飯食不平均的怨言，又有亞拿尼亞和
撒非喇欺哄聖靈而死在神面前．以後我們更見到耶路撒冷教會不斷敗壞下去，產生許多假使徒、
假弟兄，到處破壞保羅所建立的外邦教會；後來外邦教會經過二百年大逼迫，發展到最龐大，
變成國教之時，更是越來越敗壞，以異端裁判所和十字軍殺害千千萬萬聖徒，叫教會落在一千

年的黑暗時期中。
我們平安福音堂在四十年前決定走「獨立路線」，目的就是避免「總會金字塔式的領導」，
免得因領導人敗壞，轄下所有教會都隨著敗壞。然而，「獨立路線」也有另外一個弊病，就是如
果有一間堂會開始敗壞，其他堂會將無法以行政途徑來阻止這堂會敗壞。這使我們想起，保羅
離開以弗所教會的時候，對教會的長老說：「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應當
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
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徒 20:29-32）
保羅知道，教會必定會敗壞，這是無法避免的；惟盼把他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因為
只有這「道」，才能「建立他們」。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也有保羅的心境，我真盼望把你們交託
神的道，你們若能在神的道上好好追求、好好行道；人人天天有靈修、人人愛慕和熟習神的話
語、教會以聖經為最高權威、凡事不要離開聖經教訓，這樣才能「建造教會的屬靈內涵」，比我
們花三百六十萬加幣建堂更重要！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對你說這些話，是從心底裡，以很嚴肅、很鄭重的心情說的．因為我
們實在不甘心看見教會敗壞．除非大家立志，合力建造我們教會的屬靈內涵，否則，就願神興
起一把火來，將我們的新堂燒毀罷了！
或問，我們應該怎樣建造我們教會的屬靈內涵呢？答案是：要照著「聖城新耶路撒冷」的
模式來建造，因為這是全能者一連串更新的工作所達成的最理想狀態．倘若我們能朝著這個方
向來建造教會的屬靈內涵，教會才能合神的心意，而得以長存。以下是啟示錄第二十一章所描
述的「聖城新耶路撒冷」，讓我們將之分析成為如下的要點：
１．
「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教會對主要存著「貞潔的愛情」，專心等候主再來．
千萬不要變成「淫婦」；
２．「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教會要以「神同在」為重，以與神全面「恢復父子關係」，並且享受這關係
為最快樂；
３．「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教會要常常以神的安慰為滿足，不介意肉體「死亡、
悲哀、哭號、疼痛」，要相信這些事「都會成為過去」；
４．「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教會要不斷照神的旨意「更新」，事
事討神的喜悅；
５．「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教會要藉著聖靈的大能來傳福音，
隨時「解」任何進來教會聚會的新朋友的「渴」．教會的一切聚會和活動都要「白白的，免費
的」，不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６．「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
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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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教會要拒絕任何未得救的人加入會，人人都要肯定自己清楚得救；教會本身也要常常潔淨自己，
千萬不要容讓半點罪惡存留；
７．「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教會要充
滿神的榮耀，人人要有神的性情，像「碧玉」。教會要看每一個肢體都像「碧玉」那麼尊貴，
因為全能的神也像「碧玉」．我們要有神的性情本質．我們人人都要「明如水晶」，彼此
坦蕩蕩、內心不藏任何詭詐，讓神榮耀的光輝透過我們照耀出來；
８．「有高大的牆…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教會人人要學「配搭」、彼
此「承擔支持」、保持「高大完美」，不容讓任何異端邪說從城外「爬牆」進來；
９．「有十二個門，…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門上又寫著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教會要大開中門，讓「十二支派」，就是全國任何方向的以色
列人，都有同等機會進來；
１０．「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教會要以使徒的教訓為「根
基」，因為使徒是以「承認耶穌為基督、為永生神的兒子」，為永不動搖的「大磐石」，任何
事情都必須以聖經為依歸；
１１．「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教會要堅守「大門」，不被任何
仇敵異端攻進來；
１２．「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教會要以「不變的信心」為「金子」
（彼前 1:7），並且「金子」多如街上的泥土，表示教會之所以富有，就是因為充滿信心；
１３．「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 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殿」的作用，本是與外
間不潔的世界隔開；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內，因為再沒有不潔的人，所以不再需要「殿」，人
人都可以「直接親近神」。因此，教會要與不潔的事情隔開；但一切成為聖潔的聖徒都不應有
任何阻隔；每一個聖徒前來教會參加聚會，也不應與神有任何阻隔；
１４．「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進入教會
聚會的任何人，第一個感受應該是「被光照」，就是被「神的榮耀」和「耶穌基督的教訓」光
照，看看自己的內心有沒有虧欠；
１５．「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人必將列國的榮
耀、尊貴歸與那城。」：人人將榮耀歸給教會，要感到相等於歸給神，不得將任何榮耀歸給任
何人；
１６．「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教會要引導罪人從「黑夜」入「光
明」，這樣的工作，永不可「關閉」。

加國列治文華殿新成美輪美奐恩福盈門會眾齊心建教會

主曆二千零六年元月陳錫安敬賀

平安福音堂異象永存再接再厲夙夜匪懈同儕矢志救亡羊

賀 慶基督為君王
平 靜狂風與大浪
安 然靠主渡彼岸
福 音使命為主狂
音 傳救恩喜洋洋
堂 會續為主發光
建 造靈宮心嚮往
堂 堂無愧進天堂
洪順強弟兄題勉
2006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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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ECians of Richmond PEC in Christ,

梁秀
秀棟
棟賀
賀
梁

不以為主作工為滿足
要作主所要我們作的工

8

I, on behalf of all the PECians from Hong Kong, covet the
privilege to write for this commemorative occasion of
celebrat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church of
Richmond PEC which has been serving the Lord and the
people around the area for years honorably.
How wonderful that we witness the might of our Lord in
the process of erecting this new church. In Him
everything is possible though people around showed
doubts to the whole project. We know that PECians of
Richmond PEC did face doors that seemed too hard to
open for the new church but praise the Lord that His
mighty hands turned every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 We
also witness that the ‘united’efforts as well as continuous
prayers among all of the PECians in both sides of the
earth are really incredible! Though we are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we are in the bondage of Christ’s love. So,
therefore the new church marks the ample grace and
provision of our Lord as well as the love of PECians.
I heartily wish for the best of Richmond PEC, the
brightest lampstand of our Lord as she continues to serve
Him and the people around area.
May God’s wonderful and richest blessings be upon His
church and each one of you! And May His Glory and
Excellency be extolled forever and ever!!
In Him,
Yiu Kuen Leung, Nelson
Chairman of the PEC Elders’Meeting, Hong Kong

這殿顯更大榮耀；
此處得真實平安。
--哈該書二章九節
吳
賀
光賀
主光
吳主

韋鎮
鎮權
權賀
賀
韋

神基穩建
印以証屬

平安
安福
福音
音堂
堂新
新址
址落
落成
成之
之慶
慶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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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列治文平安福音堂獻堂暨十一週年感恩紀念：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只有難測的恩，
在人沒有不解的困，只有不息的愛；
教會沒有盡了的工，只有盡傾的力，
我們沒有全得的地，只有全獻的心！
主僕

黃永祥

共勉

2003 年 2 月
2003 年 3 月
2003 年 4 月
2003 年 5 月
2003 年 6 月
2004 年 5 月
2004 年 5 月 22 日
2004 年 6 月
2004 年 8 月
2004 年 10 月
2005 年 2 月
2005 年 3 月 6 日
2005 年 3 月
2005 年 4 月 12 日
2005 年 4 月 15 日
2005 年 5 月
2005 年 6 月
2005 年 7 月
2005 年 8 月
2005 年 9 月
2005 年 10 月
2005 年 11 月
2005 年 11 月 5 日
2005 年 12 月
2006 年 1 月
2006 年 2 月

競購位於 Francis Road 猶太會堂作會所失敗
以一百零六萬購入 No. 5 Road 8280 地段 2.6 畝地興建會所
聘請建築師
開始土地測量及農地探察
申請更改土地用途 rezoning
土地交吉及市政府土地用途公聽會首讀通過
肢體們同心清潔 8280 地段樓房
市政府土地用途公聽會二讀通過
地基第一期壓沙工程開始
地基第二期壓沙工程開始
選定建築公司
建堂動土禮
市政府完成土地用途公聽會四讀通過
市政府批出建築許可証
與建築公司 Willow Spring 簽約
堅固建築物地台、建築外牆木廊
安裝污水渠系統
興建外牆及二樓
外牆之牆壁及內部木廊建築
建築停車場去水系統、農地設施、水電及消防設施
進行封牆蓋板工程、鋪設電纜、農地灌溉系統及種植
完成牆壁灰板及油漆工程
肢體們同心在農地加上樹皮，防止霜雪冷壞樹苗
進行內部裝修、戶外工程
興建停車場設施有關工程
最後獲市政府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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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話神恩：建堂基金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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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2 年 12 月
2003 年 15 月
2003 年 18 月
2003 年 19 月
2003 年 12 月
2004 年 13 月
2004 年 16 月
2004 年 19 月
2004 年 12 月
2005 年 13 月
2005 年 16 月
2005 年 19 月
2005 年 12 月
2006 年 11 月
2006 年 12 月

本堂奉獻 $

海外奉獻 $

106,000
176,000
202,000
267,000
382,000
479,000
481,000
556,000
1,008,000
1,150,000
1,205,000
1,356,000
1,424,000
1,427,000

159,000
312,000
323,000
329,000
368,000
451,000
590,000
594,000
1,205,000
1,245,000
1,417,000
1,596,000
1,597,000
1,598,000

+

總奉獻 $
31,000
265,000
488,000
525,000
596,000
750,000
930,000
1,071,000
1,150,000
2,213,000
2,395,000
2,622,000
2,952,000
3,021,000
3,025,000

=

神果真打 開 天 上
的窗戶 ，供 應 我
們所需 …

建堂基石

The House of God,

這家就是

which is the 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永生神的教會

The Pillar and
Ground of the Truth.
By the

Glory of God,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謹立此基以誌

This Plaque was laid.

神的榮耀

The Fifth day of March,Two Thousand and Six

主降二零零六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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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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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感恩見證

主恩豐盈 筆墨難盡

羅維志弟兄

在 1999 年的教會週年感恩聚會中(那時我們剛買了相連的單位)，小組要獻唱一首感恩詩歌。
但由於歌詞只得一節，未能盡訴心中情懷，所以我另外添了兩節以表達向神的感恩，歌詞如下:
豐富智慧能力,全歸至高三一神.
因衪降下大恩雨,降下大恩雨.
全地都因主名而歡騰,禾田豐盈好收成,
都因為主憐憫眷顧世人.
萬國當讚美神,萬民同來頌讚神.
因他施下大憐憫,施下大憐憫.
啊!主, 我本軟弱你剛強,我本貧窮你富足,
在主裏面我得豐盛生命.
奇異奇異的愛,無窮無盡的恩典.
我們蒙了大憐憫,蒙了大憐憫.
今天我們當向主歌唱,心靈跳躍且歡騰,
主賜鴻恩超過所想所求.
感恩 … 感恩…
昔日所獻的詩歌今天竟成為我們的經歷，在建堂的日子，神確實降下大恩雨，施下大憐憫。
衪本來富足，卻為我們成了貧窮，叫我們因衪的貧窮成為富足；我們蒙了大憐憫，我們所得的
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過去十一年的每個主日聚會前，我們都要把崇拜用品從辦公室搬到社區會堂，然後執拾場
地預備崇拜，每次都要花上兩個小時。此外弟兄姊妹也要在會前先把兒女安頓在辦公室上主日
學，會後又趕去接回孩子，這實在帶來諸多不便。雖然如此，弟兄姊妹都十分愛教會，視之為
家，在勞苦中毫無怨言。
搬搬抬抬的日子持續了八、九年，那時長執們都覺得如果有自己的堂址，教會的發展會更
大，弟兄姊妹的歸屬感會更強，但何時才可以建堂呢？我們只有仰望神的帶領。
兩年多前藉著猶太會堂的出售，神讓我們積極考慮購堂的可行。當時我心裏既興奮，又戰
兢。我對神說: “神啊，你知我們的需要，你也知我們的缺乏，我們沒有全時間的傳道人，很多
家庭已回流香港，我們的事奉人手不足，還有經濟的擔子...難道你真的在此刻讓我們購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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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的難題令我卻步。
感謝神，在一次靈修中衪讓我想起衪的話：“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
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亞 4:6-7) 耶和華說，
所羅巴伯阿，雖然如此，你當剛強。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阿，你也當剛強。這地的百姓，
你們都當剛強作工，因為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 2:4 ) 多寶貴的應許
啊！神的話堅固了我這個小信的人。現在回望過去，神賜給我們的不是猶太會堂，而是一塊面
積 2.6 畝的地土，讓我們在上面建造衪的殿。
建堂所涉及的事情非常繁複，在一塊農地上建成禮拜堂，其間一磚一瓦到整座禮堂內外設
計；停車場到農地種植的規劃；各種材料的選擇(包括天花板、地磚、地氈、窗簾、外牆等)；
各種物料的配搭；顏色的襯托等等都費盡了心思。此外，每項工序都要經建築師、顧問工程師、
建築商及我們開會研究，再呈交市政府和省政府審批。就以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為例，經一讀、
二讀、三讀通過就足足等了大半年。我們當中沒有建築專才，但每項工程都有弟兄姊妹的參與，
大家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同心合意的去建造。雖然面對不少困難，但每次藉著禱告都能經歷
神奇妙的恩典，叫困難得以解決，阻礙得以清除。
還記得去年四月十一日(我稱它為建堂 411)，建築商正要施工時，才發現市政府仍未發出
建築許可証，我們追問建築師也未能究其原因。小組立即開會，細心研究解決辦法。但每個方
案都好像不可行，背後好像隱伏著一幅看不見的牆，擋著去路。那時建築商向我們施壓，催促
要快點施工。為這我們十分焦急，恐怕工程的延誤會帶來巨額賠償。當天中午建堂小組召開緊
急會議，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工作，跑回教會逼切禱告，仰望神幫助。我們認定神開始這工，衪
必成全這工。
奇妙的事發生了。翌日早上，我們接獲消息說市政府剛批准發出建築許可証，意思說我們
可以立刻動工了。攔阻施工的“牆”猶如耶利哥城城牆忽然倒塌下來，明顯是神暗中作工，為我
們開路。起初我們只求賜下“部份許可証”，但衪深知我們的需要，衪所賜的卻是超過我們所想
所求的。在我們看來這真是奇蹟，神為我們成就了大事！
過去兩年弟兄姊妹經歷多了，靈命也漸趨成熟，勇於承擔更重的事奉，願付更大的代價，
學習犧牲，學習奉獻，大家成為同路人，一同面對新挑戰。在此亦十分欣賞弟兄姊妹的忍耐和
順服，對建堂小組的一切決定都全力支持。就如早期裝修 8280 房子時，大家非常興奮。油漆啦，
鋪地板啦，抹門窗啦，洗地板啦，清潔廚房廁所啦... 彼此分工合作，毫無怨言。又如兩次在
農地工作時，大家齊心協力，在嚴寒的天氣下把一鏟一鏟的樹皮鋪在泥土上，以便樹苗能過冬。
工作雖然辛苦，但人人都面露笑容，使人感受到神真的活在我們中間。還有，海外肢體的奉獻
支持更令我們感動。
終於有自己的堂址了。盼望弟兄姊妹日後更愛神，更愛教會，對這個家更有歸屬感，在這末
世更有使命感，能在異教林立的第五路上豎立美好的見証，彰顯主的榮美。

T h y Wi l l B e D o n e O n E a r t h

Stephen Li

Then rose up the chief of the fathers of Judah and Benjamin, and the priests, and the Levites,
with all them whose spirit God had raised, to go up to build the house of the Lord which is in
Jerusalem. (Ezra 1:5)
Imagine if you will a line of people standing each at arms’length, stretching 150 feet, comprised of men
and women, pre-teens to seniors. They are passing along one to another heavy chairs from a truck at
curbside across a muddy yard into an empty hall. Or envision two huge mounds of wet wood chips being
systematically reduced one shovel at a time on a chilly winter’s day, transported by wheel-barrel or
bucket clasped by young hands and old, to be spread around blueberry shrubs and fruit tree saplings
planted row on row. Such is the power of Almighty God to move people! As we stand in this sanctuary
and marvel at the wondrous works of the Lord, we know that it is not in the piling of one stone upon
another or the nailing of one piece of wood to the next that the glory of God is manifest. It is in the
demolition of the old self and the building up of the new self in faith and reverence that reveals the hand
of God.
If thou wouldest seek unto God betimes, and make thy supplication to the Almighty; if thou wert pure and
upright; surely now He would awake for thee, and make the habitation of thy righteousness prosperous.
Though thy beginning was small, yet thy latter end should greatly increase. (Job 8:5-7) In a tiny,
ramshackle wood shed in Hong Kong 44 years ago, the Peace Evangelical Church was born. Its first
parishioners were poor people living in the surrounding shantytown. By the grace and will of God, it has
grown to some 35 branch-churches in Hong Kong, Macau, California and British Columbia. Here in
Richmond, the church began with a handful of people meeting in a converted garage. For the past 11
years, while we have been fruitful in numbers, we were not favoured with a permanent place in which to
worship the Lord. Nonetheless, we were content with the circumstances, knowing that in His time, God
would provide. As the congregation grew and the exigencies of spiritual nurturing increased, it gradually
became apparent that the limit to further expansion was reached. Yet we recognized that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any development plans would be futile. For a long tim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made their supplication in their prayers. Then, the Word came down: Go up to the mountain, and
bring wood, and build the house; and I will take pleasure in it, and I will be glorified, saith the Lord.
(Haggai 1:8) An opportunity to purchase an old synagogue building presented itself at the end of 2002.
Even accounting for certain necessary renovations, the cost fell within the financial means of the church.
Upon conferring, our elders and deacons endorsed the making of an offer, but in the end we were outbid. It was obvious that God did not mean for us to take that route.
With scarcely time to be disappointed, we learned of a property on No. 5 Road that was for sale. We
knew that in Richmond, rezoning for assembly usage was permissible in very few areas. This w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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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m. A quick decision had to be rendered to seize this rare opening. Yet the anticipated cost to buy
the land and build a full-scale edifice seemed prohibitive. Our leadership fervently prayed for direction.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thine heart; and lean not unto thine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thy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shall direct thy paths. (Proverbs 3:5-6) With faith in God’s providence, the
deal was signed and sealed. Our initial plan was to utilize the existing house on the lot for fellowships
and classes and build a bare-bones auditorium for worship. As circumstances allowed in the future, we
would add to the structure. Even then the projected budget was high, but with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fervently cleaving to the Lord, we were confident of success. Thus a church-building committee was
struck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ould take up the task of coordinating all aspects of the project.
Immediately they set about interviewing and engaging the consultants who would formulate the design.
However, it soon came to light upon further consultation with these professionals and experienced
builders that firstly, the total cost to build in stages would be much more than to build all at once;
secondly, the resultant structure would be unwieldy and inefficient; and thirdly, we would not immediately
have the needed space to do God’s work, which was our primary objective to begin with. Should we take
on the risk of a full building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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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e the place of thy tent, and let them stretch forth the curtains of thine habitations: spare not,
lengthen thy cords, and strengthen thy stakes; (Isaiah 54:2) Hearkening to this pronouncement, the
coordinating brothers established a new working budget through careful estimation. It would mean
everyone making extraordinary efforts in their offerings, and the church carrying a large debt. Still, upon
advice from the leadership, the congregation affirmed this commitment. As the revised building plans
were being drawn up and site preparations undertaken, the task of applying for rezoning approval was
also initiated. With little experience in such matters, the building committee relied totally on the guidance
of the Lord. Then it came time for construction tenders to be called when at long last the plans were
ready for submission. By th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 BC was in full bloom, and we knew that the
budget likely could not be maintained. Nonetheless, it was a shock when the final bids were disclosed.
When the figures came back 50% higher than anticipated, our faith was sorely tested. Should we
postpone or abandon the project? Through earnest prayer, we beseeched the Lord to show us His will.
The Lord hath heard my supplication; the Lord will receive my prayer. (Psalm 6:9) Responding to an
appeal, several members offered their homes as collateral for loans if required, and pledges for
donations were made that demonstrated the collective faith of the congregation. We determined that the
way was clear to continue. Thus we proceeded to negotiate with one of the builders and finalize a
contract. The next hurdle was obtaining the building permit to start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nvolvement by both the provincial and city governments in approving the rezoning, and new statutes
governing transfer of lands ou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 the process was very cumbersome
and protracted. Add to that the crush of new building projects inundating staff at city hall, our own

inexperience, an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y the consultants, and soon the contractual deadline to start
was past. The crisis loomed large, exacerbated by a conflict in human perceptions, and with no glimmer
of any quick solution, it appeared that things were unraveling. At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f
elders and deacons, an urgent appeal to God in prayer was called for. And this is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 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eth us: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so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desired of him. (1 John 5:14-15)
Indeed, that very next day, the building permit was issued.
We finally commenced construction in April of 2005. And it has been a revelation watc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piece of farmland into a temple of worship. Throughout this time, the rod and the staff
of God have been our comfort. There have been many instances of anguish, consternation and
frustration as concepts and components failed to mesh, schedules fell behind, efforts didn’t meet
expectations, and egos clashed. But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stood firmly as one, and their prayers
carried us through all the fiery darts of the Wicked. For thou hast been a shelter for me, and a strong
tower from the enemy. I will abide in Thy tabernacle for ever: I will trust in the covert of Thy wings. (Psalm
61:3-4) Recognizing that the new church will be an impediment to his schemes, the Enemy used every
means at his disposal to erect obstacles, including physical affliction on the persons and loved ones of
the membership. Even at the last, he threw up roadblocks by hardening the hearts of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s who oversaw the project, causing us, who must confess to little faith, much anxiety. But in
man’s weakness and frailty is the strength of God made perfect. In the end, for that which human
endeavour could not surmount, the Lord made His intervention. It is indeed the work of God that we bear
witness to here today, for except the Lord build the house, they labour in vain that build it: except the
Lord keep the city, the watchman waketh but in vain. (Psalm 127:1)
And still the miracles continue. To date, we have donations totaling over 85% of our final cost, with a
substantial portion coming from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The Lord has
moved them to consider one another to provoke unto love and to good works. (Hebrews 10:24) We could
not have envisioned at the beginning how such a sum could be raised by our small congregation, and yet
God has led us step by step into the capaciousness of His providence so that we would not be timid and
retreat. Now His house stands in glory here on No. 5 Road in Richmond, where the spiritual battleground
has been laid out before us. It is our blessing that the Lord has seen fit to use us as His instrument to
prepare this outpost for the coming struggle. To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our Saviour Jesus Christ, we
humbly submit our thanksgiving and adoration for the abundant grace that have been bestowed on us
through this holy work. May all glory, honour, exaltation and authority be to our Lord and King!
But as it is written, Eye hath not seen, nor ear heard, neither have entered into the heart of
man, the things which God hath prepared for them that love Him. (1 Corinthian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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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中的學習

林詠純姊妹

感謝神, 期待已久的新堂終於落成了！
我從前在一所很大的教會聚會, 每次踏進會堂都被那寧靜的
環境和莊嚴的氣氛吸引著, 置身其中令人倍覺心靈恬靜, 敬畏之
心猶然而生。牧者曾說過我們不祈求有大禮拜堂,只求人人得救,
大家要看重屬靈的追求。不錯, 屬靈的內涵是最要緊的, 但神若
許可, 有一所大禮拜堂跟靈性的長進是沒有抵觸的啊！我在平安
福音堂聚會七年, 時間不算長, 但神竟讓我有份參予建堂事工, 我
是多麼興奮啊！透過參予建堂, 我有很多學習。
1. 禱告的操練: 聽聞有些教會因建堂而鬧分裂, 我也以此為
鑑戒, 因此常為教會禱告,求神賜下合一的心。我和另外
兩位肢體負責部份設計及配色, 每次會議前我們都先禱告,
求神給予智慧。還記得最初設計講台時, 雖然材料已定, 但
腦海裏只有簡單的構思, 很多細則仍未定下來。交圖則的
前一天, 我坐在桌椅上沉思, 祈禱求神賜下智慧。當我祈
禱完後, 腦海裏立時浮現整座講台的外型, 我不禁讚嘆神
奇妙的恩惠！衪讓我經歷禱告的能力。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

2. 同心同工的學習: 建堂的每項工序都十分複雜, 雖然我是
攻讀設計的, 但我不敢靠自己, 也不敢作任何主觀的決
定。大家凡事都坦誠商量, 彼此有同一的心志, 沒有因意
見不同而紛爭, 為此我常常感恩.
3. 事奉的喜樂: 雖然我信主的年日很短, 又不是能幹的人, 但
竟然蒙神揀選, 可以在這偉大的工程上事奉衪, 這實在給
我很大的鼓勵和喜樂。每次開會時都感受到弟兄姊妹的同
心, 大家都願意犧牲, 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 視教會為家,
他們那份熱誠和投入都成為我的激勵。雖然有時身體疲乏,
但心靈卻是喜樂無比的。
但願我們的教會成為神的居所, 明亮的燈台, 禱告的殿, 使
凡進來的人都因福音得永生。

奉獻的學習(禮物 doh rae me)

麥麗文姊妹

“萬軍之耶和華說,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
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 甚至無處可容” (瑪 3:10)。
去年年底我接到老闆一封利是, 心中十分高興, 打算給孩子們添置一台新電腦。我拿
著利是, 臉上掛著笑容, 開開心心地返回工作崗位。忽然心裏想：教會現今正籌劃建堂, 需要
大量經費, 此刻豈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回應神的愛嗎？可是家中的電腦又舊又慢, 用起來很不
方便, 孩子們何等渴望有一台新的啊！那時我心裏有一點掙扎... 神啊, 你知我們的經濟狀況,
假如把利是錢奉獻了, 那麼孩子們的心願豈不落了空？但最後我還是順服聖靈的帶領, 甘心把
金錢奉獻了。
過了不多久, 一天家中接到通知, 要我們到郵局取包裹。我和兒子都很詫異, 猜不到
誰會寄來包裹。翌日我們到了郵局, 眼前是一個很重的大盒, 我揉揉眼睛, 小心核對姓名和地
址, 恐怕郵局弄錯, 原來包裹真是寄給我們的。
回到家裏, 拆開盒子一看, 裏面竟然是一台電腦！是誰知道我們的需要？我和兩個兒
子都不其然喊出來：“ 真奇妙！真奇妙！神真信實！神真信實！” 過了一陣子, 我在想：為甚
麼只有電腦而沒有螢幕呢？如果是一套, 那該多好呀！
一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 一位肢體致電給我, 她問：“姊妹, 我有一個電腦螢幕, 很
久以前已經打算送給你, 現在你有需要嗎？” 我聽著, 立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心想：神啊, 你
實在愛我們, 你讓我再次經歷你豐富的供應。
事情還沒完結, 後來又另有一位肢體送給我們一張桌子, 正好合適
安放那台電腦。啊！真是何等奇妙, 三樣禮物就像音符 doh rae me 排著隊
似的從天上賜下來。神的應許是多麼真確, 衪的賞賜是多麼豐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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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與信心

江兆明弟兄/江鄧逸盈姊妹

感謝天父眷顧我們，又施下大憐憫，為我們成就了大事。在建堂的
過程中，弟兄姊妹都經歷了神的信實、保守和供應，
而我們在信心的禱告及忍耐等候的功課上都有學習。現藉此機會與大家
分享及互勉。
自清楚得救後，我們就明白自己一切所擁有的，包括生命、健康、
財富等都是神所賜的。在過往的年日裏，我們每月憑信心將當納的歸給
神，憑信心過活。結果我們不但沒有缺乏，反而經歷神多方面豐豐富富
的供應，我們深信甘心樂意的奉獻，神必定喜悅。
2003 年當教會宣佈建堂的經濟需要時，我們夫婦二人同心禱告神，
說："神啊，你知我們的經濟能力有限，但若你願意透過我們去供應建堂的需要時，願你的旨意
成就。" 那時神將一個金額放在我們心裏，我們也朝這目標努力儲蓄。到了那年的夏天，我們
竟意外地收到一筆金錢，數目足夠奉獻。感謝神，衪願意透過我們這微小沒有能力，但願意獻
上的人去支持建堂，又讓我們在禱告中經歷衪的慈愛與信實。
建堂工程開始後不久，由於建築
成本上漲，經費大幅增加，那
時牧者鼓勵弟兄姊妹加倍奉獻，即將
承諾的金額倍增。這對我們來
說實在困難，也超過我們經濟能力所
能承擔的。為這事我們恆切禱
告。啊！真感恩，神果真垂聽我們的
祈求，在那段日子加添我們工
作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多賺一點錢，
也可以把從前承諾的金額再次
奉獻。我們再次經歷神奇妙的作為，
願將榮耀歸給衪。
我們教會的聚會人數不足二百，要支付三百六十萬的建築費，在人看來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但神的恩典多而又多，在衪沒有難成的事，衪不但感動本堂的弟兄姊妹，也感動海外肢體樂意
奉獻，讓我們深深體會主內一家的情誼。同心的建造真是又美又善。
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大家庭，神是我們的天父，常與我們同在；弟兄姊妹一起在愛中成長，
真是溫暖和寶貴。建堂的過程充份反映弟兄姊妹的同心，不單在禱告及奉獻上，就是在時間和
精神體力上，各人都願意付出。就如早前一起在嚴寒風雨中整理農地；又如最近搬運座椅一事，
都充份表現出主內一家的精神。猶記得搬運椅子那天的“偉大場面”，由於貨櫃車不能駛進沙地，
我們三十多人，其中有老有少，由路邊到會堂入口處排成一行人牆，把三百多張座椅一個傳一
個的搬進會堂內。椅子雖然很重，但大家的心裏都十分雀躍，還打趣說那是我們在新堂玩的首
個遊戲呢！
溫哥華的一月連續多天下雨，差點打破歷年的紀錄，獨是一月三十日那天放晴，真是神刻
意的安排，否則每張椅子都會濕透。感謝神眷顧之恩！
“尾隨車的日子”將成為歷史，弟兄姊妹在當中的學習都成為懷念的時刻。惟願我們眾肢體
在這稱為“爭戰街”的第五號路上把真光照在人前，也求神保守我們所信的，直到見主面。

建堂剪影

2004 年 6 月申請更改土地用途

禮堂一角

禮堂頂支架

美好地業

2005 年 3 月 6 月建堂動土禮

正門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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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室雛形

聯絡得合式

Team Work

後面農地

9 月初正門

建堂剪影

外牆

兒童天地

副堂朝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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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堂

正堂

禮堂大門

Potluck 小廚

大堂吊燈
一樓走廊

團契室

十一週歲話神恩

Autumn

詩( 篇九十七：十二 )

你們義人當靠耶和華歡喜 ， 稱謝祂可記念的聖名。

Winter

Summer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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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 #180 -12868 Clarke Place 之回眸一瞥

D 弟兄
好辛苦! 咁
多棘手? ,
真係凳
佢地
閉囈!

好囉!
第日唔駛咁
搬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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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囉!
第日唔駛
廁所排長龍.
我地今日
去過新堂, 真係
好靚… 好靚… 好靚
!
我受浸左,
冇機會用新浸
池, 聽日落去
行下都好.

係呀!
Washroom,
仲好大, 好
乾淨!

係呀! 好多
姊妹都關心
女廁有幾多格.

老婆,
你同 D 細路番去先
啦! 建堂小組要開會,
我唔知要開到幾時架!

我唔
捨得離開
office 呀!

落左廿幾日
雨 啦 !要 祈 禱 快 D 好 天 ,
唔係就舖唔倒瀝青啦!
我地記住要
愛神, 唔好犯罪呀! 如
果唔係, 神的榮耀離開就
慘架啦!

你去過
新堂未呀?

新堂既
Crying Room 好靚!
係 BB 就好啦!
我唔去住,
等入伙先去, 到時一
定有 Big Surprise!

咁就一
定要“重生”
啦!
夜啦! 快 D 幫
手執野啦, 成日都雞
啄唔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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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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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週年感恩見證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

洪劉美卿姊妹

要回顧神過去十一年在列治文平安福音堂的奇妙恩典作為，實在是多而又多。雖然我們不
能一一細說，但也盼望與弟兄姊妹一同頌揚神的作為。
我們最初由十多人在弟兄的車房聚會，經過幾番搬遷，神竟為我們預備今天這萬多呎的大
禮堂作為我們敬拜聚會之用；這是我們從沒有想像得到的。
在聚會人數方面，我們由十多人到今天連同小朋友已有二百人聚會。崇拜聚會除了中文堂
外，已增加了英文堂，還積極計劃國語堂的可能性。團契由二個增加到七個，另外還有三個兒
童團契。
牧者方面，我們一直都有很敬愛神，委身愛我們的牧者帶領著我們，叫我們不論在屬靈上
有豐富的供應，在生活行為上都有清晰的指引。好叫我們學習凡事蒙神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
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雖然在這十一年的日子中，我們也經歷了不少人事的變遷，仇敵撒但的攻擊，我們人性的
軟弱失敗，但神仍是滿有恩典、憐憫和看顧，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神信實的作為是
我們可以作見證的，祂赦罪的平安，教會自由的敬拜，肢體的相愛，浪子的回轉，信主人數的
增長，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弟兄姊妹樂意的事奉，上下一心，彼此順服，恩賜互相配搭，沒
有比較，積極的傳福音，受造就，愛慕神的話，下一代漸漸的成長… 弟兄姊妹都願意先作神所
喜悅的人，再作神所喜悅的事。盼望我們不單滿有神的恩典，更願我們能成為神恩典的出口，
為神在地上作見證。
正如昔日神藉摩西在申命記 11:11-15 節中，向將要進入應許之地的以色列民所提醒的話說：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
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
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他，祂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
酒和油，也必使你喫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神應許賜給我們的是豐富之地，滿有神的恩惠看顧，但我們要留意聽從神的話，愛我們的
神，盡心、盡性、事奉祂，祂必按時供應我們的需要。當我們願意信靠順服神時，不單我們自
己蒙福，甚至我們的家人、朋友、以致所擁有之物也蒙恩。正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6:33 所說「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所以我盼望當我們進入神為我們預備的這所禮拜堂後，我們都要留意聽從神的話，愛我們
的神，盡心盡性事奉祂，使每一位進到這禮拜堂中的朋友都得到神豐盛的救恩，每一位肢體都
體會到神榮耀的權能，叫我們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我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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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兒童事工的恩典與保守

周國賢弟兄

回顧列治文平安福音堂兒童部的發展，真是看到神不斷的保守和莫大恩典。我們由起初十
多名兒童開始，現已增至約四十人。我們起初只有兩班兒童主日學，今天有五班主日學，兩班
兒童崇拜，三個兒童團契和兩個青少年團契。
記得教會最初是租借 The Oaks 內的一所小學作主日崇拜和兒童主日學。學校的設備應有盡
有。從這一點我們看到神為我們安排的真是十分美好。昔日的兒童主日學學生今天已經成了年
輕人，有些更即將完成大學課程，準備踏入社會工作。盼望他們可以在這個不信的世代中，仍
然能夠靠神持守自己的信仰，到老都不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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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添兒童的人數之外，神也感動了不少熱心愛主的弟兄姊妹在兒童部事奉。起初我們
的同工多數是姊妹，隨著學生的增加，同工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感謝神！有不少的弟兄看見兒
童部的需要，因而樂意參與兒童事工。其實兒童部尋找事奉人員一向都是一件頭痛的事情。兒
童主日學由於和主日崇拜同時進行，兒童崇拜是在擘餅的時候進行，至於其他團契都是在星期
五晚聚會，所以事奉人手十分短缺。負責兒童主日學和兒童崇拜的同工都犧牲參加崇拜和擘餅
聚會來教導兒童。而團契導師則要在星期五晚特意回教會負責聚會，他們那份事奉的心志是值
得我們學習和尊敬的。大家都知道兒童事工是一項長遠的事工，意思是指由一個兒童真信耶穌，
到成長可以事奉神，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每一位同工都需要大家代禱和支持，也十分需
要家長們的參與，一同幫助兒童的屬靈生命成長。
隨著教會搬到新地方，我
新的聚會時間下，成人和兒童
行。正如我們的牧者說：「 如
的， 就是教主日學的。」對
十分興奮。我們相信日後聚
童的數目也會上升，即是說兒
為時間的改動令更多的弟兄
就，裝備自己事奉主。正如保
七節提醒我們說：「要愛惜光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們的聚會時間也有改動。在
的崇拜及主日學都是同時進
果弟兄姊妹不是上主日學
搬到新地方，每一位會友都
會 人 數 會 增 多 ，意味著兒
童部需要更多人手。盼望因
姊妹可以上主日學得到造
羅在以弗所書五章十六至十
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英文事工 感恩回想

鍾創興弟兄

在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們的教會成立一年多，一些弟兄姊妹的子女亦日漸成長。這年幼
的下一代，中文水平卻沒有隨著他們的年歲成長與時並進，相反地他們的英文聽寫能力卻遠超
他們的母語能力。有見及此，一班熱心的弟兄姊妹都認為有設立英文崇拜的需要，希望在屬靈
的領域中以神的話語餵養下一代。
在一九九八年一月，英文堂終於在戰戰兢兢的情況下成立了。當時教會的資源並不充裕，
很難找到理想的講員。吳主光弟兄由於要負責中文崇拜，不可以常常在英文崇拜講道。這時大
能的神用衪豐富的恩典供應我們的需要。許耀先弟兄聯絡一些在屬靈路線上與我們相若的教會，
邀請他們的牧者前來講道。神聽我們的禱告，祂知我們的需要，為我們預備了講員包括現在仍
經常來的 Colin Taylor, Marty Goulding, Paul Walker, Kevin Swasky 及 Ken Rystead 等。在崇拜初
期，Colin Taylor 夫婦更特意每隔一個星期六晚上遠道從 Surrey 前來教會辦公室帶領查經班。這
群愛主的弟兄姊妹越過種族文化的差異來支持我們，使我們深受感動。還記得初時為了要照顧
孩子們父母的需要，他們更於聚會前的一兩天把講章傳真給我們，好讓我們能及早預備翻譯成
廣東話，令所有會眾都得益。說句實話，由於文法上的差異，即時翻譯成粵語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神的話如兩刃的利劍，能刺入剖開，雖有語言阻隔，仍能深深的刻在弟兄姊妹的靈裏。
這樣的安排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最後為使崇拜程序更暢順而取消。現在牧者杜嘉明弟兄每月都
在我們中間講道，幫助我們的成長。
不知不覺已過了八年，弟兄姊妹隨著年日成長起來，一部份甚至已經大學畢業，並在社會
工作。此外，也有幾位回香港發展。回想這八年多的英文事工，可以說路途並不平坦。年幼的
下一代在自由開放的加拿大教育影響下，要叫他們尊重神的話，過敬虔的生活可不是容易的事，
看到他們在許多事上都漫不經心，愛理不理的態度，真令我們既著急，又為他們難過。但感謝
神的憐憫，衪垂聽我們的禱告。大約兩年前，神為我們先預備 Dave Jones，隨後又安排 Matthew
Taylor 為我們隔週帶領青年團契，聚會重點針對青少年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在屬靈的需要上餵
養他們。神的憐憫和衪話語的大能在 2004 年的浸禮中顯明了。我們中間有五位小弟兄受浸歸主，
在神、人及魔鬼面前作了嚴肅的見証，並開始學習事奉。看他們在建堂事上的熱心，與以前愛
理不理的態度真有著強烈的對比呢！看到他們生命的改變，怎叫我們不稱頌神的恩典呢！
英文崇拜在 2005 年舉行了一個佈道會，有三位新朋友決志信主，他們都是這群年輕的弟兄
姊妹努力邀請，恆切禱告下所結的果子。新堂建成之後，我們能與中文堂的肢體在同一個地方
敬拜主，彼此的隔膜相信會漸漸消除，主內的情誼會與日俱增。在耶和華神及愛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下，我們祈盼英文堂會繼續茁壯成長，把這班年輕的下一代造就成基督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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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giving from Louie Hui - 11 years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blessings upon the Peace Evangelical Church! The Lord Jesus has
been gracious and encouraging towards many members of this assembly. Over the past 11
years, I witnessed many blessings and they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Because Jesus touched many members, we replied with a zealous interest in the Gospe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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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cause the Lord worked through this assembly, many people heard the Gospel,
repented of their sins and believed in Jesus;
3. By the grace of the Lord, many members grew strong in Christ and took up positions as
teachers, evangelists, and many other positions serving the Lord;
4. A few members, who were led by the merciful Lord, went to Bible seminary and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full time service. They are now serving the Lord in a few countries;
5. A few members, who were directed by the loving kindness of the Lord, went overseas as
missionaries;
6. We were gathered together in a garage at the first meeting 11 years ago, but God has
given us a beautiful building now. Praise the Lord;
7. Praise the Lord for He equipped and guided our assembly's leaders and members. We
were led by the powerful and almighty God who enabled us to overcome many challenges and
stay on the right track; and
8. Praise the Lord for He sent us many fine teachers from other faithful assemblies. The
congregation has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se godly teachers.
Personally, I have a few things for which I need to praise the Lord:
1. I could not finish reading the Bible even once for many years. But after I joined this
assembly, I read the Bible several times in a few years.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patience, and
thank our leaders for their encouragment;
2. Praise the Lord! Because God encouraged this person, and with the help of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rote my testimony in a book called "Lost But Found" This book benefits
many people, and it is used by the Lord to introduce people to Him: and
3. As this assembly emphasizes Gospel work, I had many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many
faithful members to bear witness for the Gospel. God used us to introduce Himself to people. A
few of them professed the faith to accept Christ as their personal saviour. Praise the Lord!

相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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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分享點滴

我們的以撒團契

黃浩義弟兄

有位牧者在他的著作 “詩篇選讀”一書中說詩篇有下列效用:
1.敬拜的啟迪，2.心靈的伴侶，3.祈禱的良助，4.基督的見証。
我們的牧者也說過團契能吸引人來參加，乃因為有真理和愛。
如果你留心觀察以撒團契，你也許會同意，這團契就像一篇詩篇，
是團契成員在追求基督的真理和愛中合力寫作出美麗的詩篇。多麼
美好啊！也許其他團契也是一樣的。不過各團契彼此都有不同的地
方，而我們以撒團契的特點有：
喂！誰敢說我們
老？？ 我們是
基督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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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詩集

1. 名字好 ------ 以撒是神賜的，以撒的出生是一個神蹟。(創
十八章)
2. 老 ---------- 這是一個誤會，因為教會鼓勵較年長，較成
熟的弟兄姐妹參加，所以一般認為我們老，尤其是每次教會
聚餐都聽到 “請以撒團先來取食物”。那優待老人的呼聲更易
使人以為我們老了。其實許多團員都只是四十歲多一點，青
春活潑，精神奕奕。
3. 女多於男 ---- 証明姊妹比弟兄更愛主。
4. 司琴人才不缺--唱詩讚美主，時時有琴伴奏，更有司琴可外借。
5. 查經材料好 -- 每次有指引及資料印發。
6. 作福音據點 -- 每次有弟兄姊妹帶未信主的親友來參加聚
會，都是我們最興奮的時刻，因為可以傳福音，讓人得著救
恩。
我們還有其他輕鬆的活動如欣賞福音電影，使信心增強；家聚
分享美食，可彼此認識，更多相交；遊戲活動，可享受歡樂時刻。
展望將來我們能和其他團契一起有更大的發展，發揮上述的四
種效用，使參加者能明白真理，愛神又愛人。如果你是四十歲或以
上，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享受從神來的各種福樂和好處。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
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詩 103：2, 5

以諾團契

陳國強弟兄

“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 (創五:
二十四)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是我們在神面前的
心願，因此以諾就成為我們團契的名稱。
回顧過去十一個年頭，我們實在說不上能與神同行，相反地
神卻用衪豐盛的恩典和憐憫伴著我們走過這些歲月。
還記得起初團契由五個家庭開始，人數不足二十，由於沒有
聚會地方，因此只得在一位弟兄家中聚會，每個週
五晚上，團友和照顧兒童的導師就把車輛停滿在屋
子的前後左右，在那些日子，我們蒙神保守，沒有
被鄰居投訴。過去雖然有不少肢體回流香港，但神
仍不斷把得救人數加給我們，粗略算一算，曾出席
團契的人數接近一百五十，其中有些已回流，有些
轉到別的團契去，現有的團友也約有五十人，盼望
我們能繼續“開枝散葉”，所到之處能成為別人的
祝福。
至於我們的兒女，感謝神！衪有豐富的預備。
從開始一直到今天仍感動一些年輕的肢體作導師牧養我們的孩
子，他們的愛心服事實在令我們感動。
在這十一年裏，神實在以無限的恩典和憐憫，用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團契裡，願榮耀頌讚歸與我們天上的
父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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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這個大祭司不
是… 難道是… ??

歲月的流逝不再是年輪的重複
歲月的流逝不再是財富的累積
歲月的流逝也不是權勢的攀比
歲月的流逝更不是無奈的嘆息

團契

我 11 歲了
11 年的道路你用你的恩典鋪路
11 年的時光你用你的話語陪伴
11 年的生命你用你的大愛培育
11 年的風雨你用你的大能止息

語

願你讓我更快的成長
作你無畏的精兵
牢記你福音的使命
高舉你十架的真理
迎接你國度的降臨﹐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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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me.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 Matthew 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馬太福音 28﹕18-20

國語團契小檔案
年齡：8 歲
喜好：讀聖經
特長：五湖四海之國語--天下無敵
願望：更多講國語的朋友信主

以利亞團… 不知從何說起

吳羚芳姊妹

我不是以利亞團的元老。嚴格來說，我應該是迦南團的元老，
後來升上以利亞團，因此對於以利亞團如何及何時開始不太清楚。
照我所知，以利亞團應該是迦南團成立後不久開始的。隨著很多
弟兄姊妹的回流，新血不斷注入。以此來算，現在的團友很多都
是第三「代」的以利亞人。
曾經聽人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團契」一詞如果將
「團」的「口」字拿出來放在一旁，那「團契」便變成了「專
喫」。的確，一大班人如果聚集在一起多為吃喝玩樂，口中少了屬
靈的造就話，那真的和世俗的團體沒有多大分別。
在以利亞團我算是中堅份子，但不是太活躍的一個。以往因為進修的關係，很多時候不能
出席團友們在團契之外的活動。雖然如此，我知道他們在很多的活動中都喜歡有唱詩、分享。
弟兄姊妹對新朋友的關懷亦無微不至，正如參加了我們團契一年多的一位團友在她的個人網頁
這樣寫道：
大年初一晚同弟兄姊妹一起過新年, 有吃東西, 唱詩歌, 分享。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來加拿大其
中一個最大的收穫便是認識到這班弟兄姊妹, 此行無憾矣！
唱詩歌的時候, 突然想到自己剛來加拿大時, 人生路不熟, 無車, 無方向感, 連宿舍也差點無得住...
那時候, 生活大小事除了禱告交託外, 便是靠這班弟兄姊妹照顧了。那時候, 弟兄姊妹管接管送, 每
個星期六也 “輪流” 讓我借宿一宵, 弟兄姊妹的恩情實在沒齒難忘！
這令我想起我們的團歌 “基督青年, 言語態度要感人…”。真的很感人…。

由少年時期到現在，我參加過很多不同的團契，有學校的、有不同教會的。到現時為止，
以利亞團是其中一個我十分喜愛的團契。剛剛農曆新年的時候在香港渡假了兩週，在這段期間
我和很多舊相識的基督徒見面，看到很多人在真道上把持不定，內心實在失望難過。回來溫哥
華後見回自己的團友，看到他們仍在主裡有交通、代禱，真的打從心底裡愛惜這班團友們。
以利亞團的弟兄姊妹自發在團契以外有家聚查經，不但維持了數年，而且人數亦十分多。
很多時候在主日下午大家一起吃飯時都仍會討論前一晚團契的查經、講道、或是一些專題內容。
在去年我們花了一年的週會時間去「認識自己，認識基督，認識那惡者，及認識神永遠的旨意」。
很記得在「認識神永遠的旨意」那一季的某一堂講道週會，當聽完並了解我們在世上的角色和
我們如何成就神的旨意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內心都非常激動，大家都有著有顆被燒
著的心。
以利亞人有時也會像軟弱時的以利亞一樣，會灰心、會「求死」，可是我感謝神給我們有很
好的導師用聖經的話語鼓勵支持我們。面對著前面神為我們預備的地方，我們感恩，我們也盼
望神能在第五路這條異教林立的路上使用我們成就衪的美意。
「為主作見證奮不顧身，為主發光一生榮耀父神。」
（以利亞團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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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約書亞團在零五年九月初成立。自成立以來，團契有顯著增長。團友的年齡由中學十一
班至大學，裡面充滿可愛、朝氣勃勃、有為的青年人。我們團契成立的目標，為要栽培青少年人
成為教會將來的接棒人，也是教會事奉人員的生力軍。我們在過往短短幾個月內，人數有顯著增
加。每一個人都對團契有強烈的歸屬感，大家都很積極參與。除了查經聚會之外，我們還有戶外
活動，出外佈道訓練。最多人參加的一次，多達三四十人。我們在英文崇拜中擔任相當積極的角
色：協助領詩，帶小組，招待，關顧，擺設和佈置等工作。雖然我們還是在雛型階段，很需要長
輩指導、關懷和代禱，但我們有一顆願意付代價追求，被主使用的心。正如我們的團訓一樣，我
們願意活出神選民蒙愛的氣質，以致我們在說話、行事各方面都榮耀神，感謝神。
團訓：
「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祂感謝父神。」 (西 3：12, 17)

Canaan Fellowship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But you, dear friends, build yourselves up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and pray in the Holy Spirit.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Keep yourselves in God’s love as you wait for the mercy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 bring you to eternal life.
猶大書 20-21 節是我們迦南團 Canaan Fellowship 的團訓。為甚麼經文混合了中文和英文
呢﹖其實這是迦南團特色之一，下文自有分解。現在就讓我們用 1 to 6 六個數目字來介紹一下
迦南團吧！
一．

迦南團是「一」班年青人，年齡由 18 至 29。我們十數位的團友都是在香港出生(只
有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當中有讀大學的，有就業數年的，也有一對結婚一年多，將
會在今年夏天做爸媽的夫婦！別看我們的 age range 大，我們因著神的愛，實是打成
「一」片的！

二．

我們聚會的時候，會有「兩」種語言出現 –– 廣東話和英文。雖然所有迦南團團友
都懂中文，但是對一些團友來說，要讀和寫中文是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的 printed
materials 都是以英文為主，或是中英對照 ( 如上文的團訓 )。一年多前，我們還開
始多唱英文詩歌，好讓每一位團友都能投入。迦南團真的很能反映加拿大的多元文
化特色呢！

三．

迦南團的聚會在下午「三」時半開始。其實迦南團最初是在晚上聚會的，但是隨著
團友年齡的改變和聚會形式的更改，我們聚會時間從晚上改到下午三時，再改到現
在的三時半。在列治文平安福音堂而言，迦南團是「搬遷」最多的團契呢！

四．

我們團契時間可以分為「四」個部份：唱詩、聚會、祈禱會和相交。「聚會」部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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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祈禱會來結束團契，好讓每位團友都能分享代禱事項，跟另外一位團友一同禱告。
這祈禱會方式能讓我們更清楚各團友的近況。
一．

我們團契大約在下午「五」時結束。團契結束後，不少團友也會留在教會閒談，商
量晚飯地點和飯後活動，許多時候，我們六時才離開教會呢！這是我們的相交好時
光！

二．

最後，不可不提迦南團是每逢星期「六」聚會的。星期六對我們年紀的人來說，是
「出街」的黃金時間。雖然如此，弟兄姊妹還是選擇參加團契，一同在主內成長、
在靈裡建立。這就是神放在我們每位信主的人心裡「家」的感覺！感謝神！

希望以上「一」至「六」的介紹能幫助大家對迦南團有更深的認識和印象吧！

David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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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十一載

第一屆浸禮

哪一位是你的寶貝？

十一年前...

誰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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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旅行

社區會堂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六十五：十一

樂意服事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每主日的運作

感恩會

家聚

回首望神恩

羅騰樹下？以利亞團旅行也

作工的有飯吃...
主光哥，請給我們(招牌)定位！

埋頭苦幹 搶救靈魂--福音旅行

平安搬運公司
恩愛夫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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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夫妻 2

宣教士專訪記

Hello! 我叫梁愛思

姊妹們！再來... 唱！

禮堂座椅 Pass it on...

冷與熱的力量...
(4℃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 Hudson

哥兒倆好

向誰說再見？

教會前瞻

挑戰篇 —

大家讀過弟兄姊妹們感恩見証後，相
何等奇妙。甚願大家將一切感謝和讚美歸
夠激發主內肢體更熱心追求和愛慕神。

杜嘉明弟兄
信會更認識神是何等信實，祂的作為是
給神，又願這份感恩特刊裏的分享，能

雖然教會木石的建築物已經建造完成，
但是教會裏人的建造工程，卻沒有停止。
如昔日尼希米修建城牆之後，又有以斯拉
在百姓中間，教導他們神的誡命和律法，
免得他們行惡得罪神，再次惹神憤怒而被
驅散。筆者相信建人比建堂的工程，更
加困難和艱辛。因為並非每一個信徒都明
白神「建造教會」的心意，也不是每一
個信徒都能順服聖靈的感動，配合神「建
造教會」的計劃。不但如此，那惡者魔
鬼常橫加攔阻和攻擊，破壞神永遠旨意的
完成。筆者希望弟兄姊妹遷入新堂之後，
不要因為擁有美麗的禮拜堂而自滿自足，
停止追求。歷史已經顯明，任何外殼的
聖殿都因人的敗壞而被拆毀，神藉此向我們啟示「建造教會」的真理。故此，大家應該更加殷
勤和順服，先把自己獻給主（林後 8：5）
，用最好的材料，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彼此配搭，同心
建造一個經得起火試驗的工程來（林前 3：12-15）
。
教會蒙神揀選的恩典，安排在第五路建堂，我們必須尋求明白其中神的心意，免得徒受主
恩。筆者認為，神賜予我們一個固定的堂址，不單為了加強我們對教會的歸屬感。也因著教會
正座落在異教林立的地方，叫我們不可忘記屬靈爭戰的實在和迫切，對現況產生危機感。又因
著主耶穌的吩咐，為擴展神國的福音，常懷著使命感。再者，主耶穌對待僕人的屬靈原則乃是：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路 12:48） 我們既從主那裏多得恩典，理
應更盡心竭力，殷勤為主作工，免得將來羞愧見主。
除了上述思想準備外，筆者就未來教會所面對的挑戰，有以下數點分享：
（1） 人人深化對神話語的認識。根據平安福音堂的蒙恩傳統，教會應去除「人 為 因 素 」， 凡
事以「聖經」為最高準則。故此，筆者甚願我們中間每一個信徒都愛慕神的話，堅守
聖經的標準，深入認識神。摩西和約書亞臨終都寄語以色列人和他們的子孫，人若要
在 迦 南 美 地 生 活 長 久 ， 必 須 聽 從 神 的 話 ， 謹 守 律 法 書 一 切 的 話 ， 不 偏 離 左 右 （ 申 30：
16， 書 23： 6）。 我 們 遷 到 新 堂 ， 人 人 也 當 殷 勤 學 習 神 的 話 ， 深 入 認 識 神 ， 在 至 聖 的 真
道 上 自 建。 因 為 只 有 深 入 認 識 聖 經 和 堅 固 的 信 心， 教 會 才 能 辨 別 錯 謬 的 道 理 。
（2） 家家強化對子女靈命培育。加拿大華人教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要在這個放任自由、濫
用人權、缺乏標準、真理相對、道德薄弱和藐視權威的文化下培育我們的兒女，教導他們要學
習敬畏神。大家都明白，我們的子女所面對的文化衝擊，比我們年少時所面對的更大。筆者勉
勵大家不可灰心氣餒，要繼續忍耐，依照聖經的標準和方法，管教和引導下一代，加強對子女
靈命的照顧，切勿單依賴學校老師的教導，因他們只傳授知識，管教兒女仍是基督徒父母的責
任。若我們每個家庭都重視子女靈命的培育，日後神必叫我們看見美好的成果。
（3） 切切禱告代求為教會守望。相信弟兄姊妹還記得，筆者常鼓勵大家說：「只有禱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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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配建這個禱告的殿。」信徒既是神尊貴祭司的群體，我們理當每日執行祭司的職任，在神和
世人中間作代求的人。況且，面對新堂址的屬靈爭戰，我們豈能躲懶，輕忽為教會守望代求的
責任呢？筆者希望弟兄姊妹看重禱告生活，無論個人私禱或公禱，在家或在教會中，學習恆切
禱告代求，常常保持與主有密切的交通。日後教會一切事工，有賴更多禱告的戰士，為神的國
度揚聲呼求。
（4） 念念不忘為真理持守站穩。據筆者了解，在眾多平安福音堂中，今次我們列治文平安福
音堂蒙神揀選的恩，供應所需的金錢，可以購地建造全新的禮拜堂，實在是神莫大恩典。因此，
我們要分外謹慎，殷勤保守自己的心靈，免得我們忘記所經歷的事，又免得我們或是下一代離
開神（申 4：9）
。總要持守真理，保羅勉勵我們：「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
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林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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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處顯明對大使命的實踐。教會現正處於異教林立和偶像膜拜的地方，筆者想起保羅因
見雅典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裏著急，在會堂、市上和在亞略巴古，每日與不同文化和宗教人仕
辯論，証明創造宇宙萬物的神離各人不遠，勉勵人因尋求而認識祂（徒 18：16-31）。教會既處
於這個特殊的地方，讓我們因見人求問虛無偶像而著急，不忘記主耶穌留給教會的使命，叫我
們無論在任何地方，得時不得時，都為主作見証。我們更要作好準備，突破禮拜堂四面的牆，
走進社區人群，宣揚神國的福音。
（6） 常常關心社會國家的變化。我們好像昔日哈巴谷先知所面對的，現時是一個罪惡泛濫，
人心悖謬，強暴當前，爭鬥的事無日無之的時代。人因一己的私利而濫用自由、人權和福利。C38
同性婚姻法案和 C250 修訂仇恨法案的通過，已經証明，傳統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人倫關係正受到
摧殘。國家立法和司法者、政客們，只求政治正確。為了個人和黨派的利益，有時不惜在立法
和執法的過程，罔顧道德操守，做出損害社會公平和違背正義的事。筆者有先知那份感嘆：「因
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
（哈 1:4） 面對這個時勢，
信徒要常常留意社會和國家的消息，為國家領導人禱告，為城市求平安。在合適的時間用合法
的途徑，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公民權利，向政府表達合真理的訴求。
（7） 在主裏彼此切實相愛。筆者認為教會所面對的一切挑戰，莫過於在基督裏學習彼此相愛，
因為這是主耶穌對教會的命令。當弟兄姊妹共同面對和解決一些事情的時候，總有不同的意見
和步伐；加上性格不同，表達和接收訊息能力各異，容易產生人際間的問題。「鐵磨鐵，磨出刃
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箴 27：17） 教會因建堂或發展事工而鬧分裂的事例，實在不少。
故此，我們應該人人緊記主的命令，在真理基礎上學習彼此相愛。我們也許懂得背誦，甚至教
導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愛的真理」，但總不及在生活上實踐出來。學習相愛，就是效法基督，為
別人的緣故，成為擘開的餅和傾倒的酒，不為己留。
最後，筆者希望上述的分享，能夠喚醒和激發主內肢體繼續長進，盡心盡性愛這一位獨一
永存，信實慈愛的真神。「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啟 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