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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华⼈播道会消息

筵
太
皇

诞

⼗⼆⽉⼗六晚举⾏圣诞布道晚会，会前在教会团契⼤堂设爱
筵，超过 170 参与聚餐。当晚聚会包括⻅证及讲道，共 4 ⼈决
志，9 ⼈慕道，感谢主
诞

⼆零⼀七年⼗⼆⽉期间，由团契部协助送赠圣诞花及中英⽂谢
函与邻居住⼾， 以表致谢及邀请聚会
诞

⼀如往年，教会与 Frog Hollow 社区中⼼合作制作礼包；礼包
由各团契或个⼈参与，根据不同家庭所需⽽预备物品，并付上
礼物卡赠予约 40 多个家庭，欢渡圣诞。
场

挥员

为使参加崇拜之驾⻋者有效地使⽤停⻋场，崇拜部招募并训练
该岗位的事奉⼈员；期望于新⼀年度开始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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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消
息

终

⼆零⼀七年⼗⼆⽉三⼗⼀⽇下午⼀时半⾄三时半在团契⼤堂举
⾏感恩会。内容包括特别节⽬，教会回顾和简短信息；会众均
热烈参加，⼀同数算主恩。是⽇午堂后亦设爱筵，弟兄姐妹借
机共聚⼀堂
书摊
为提升会众阅读兴趣， 于⼀⽉⼗四⽇各堂崇拜后，在团契⼤
堂摆设书摊。当中有 解经注释、解经讲道、焦点系列、灵
修、家庭 / 婚姻、灵命成⻓、圣经基础系列、辅导协谈、圣经
⼈物、研经培训及 VCD 等。弟兄姐妹均乐于参阅和选购。
队

2018
时

队
则

/

访

议

训练班分别于⼀⽉⼆⼗⽇及⼆⽉⼗⽇上午⼗时⾄⼗⼆时半在团
契⼤堂举⾏

对

27

⻓者中⼼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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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治⽂华⼈播道会消息
1. 恩典团于⼗⽉⼀⽇举办讲座，讲题是“对平安书认识知
多少”，由李时勤律师主讲。
2. 基教部成⼈晚间课程的课题是“使徒信经”，由杨庆球
牧师负责带领，⼀共五堂。
3. 本堂会友梁陈淑贞姐妹于⼗⽉六⽇蒙神接返天家。
4. ACM 于⼗⽉七⽇在本堂举办“牧我⼀⽣”敬拜培灵布道
会。
5. 教会园艺组于⼗⽉⼋⽇义卖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和制成
品，筹得款项全数捐给本堂宣教事⼯。
6. 欢迎陈朗轩弟兄于⼗⽉廿九⽇加⼊本堂为注册会友。
7. 本堂于⼗⽉廿九⽇举办“差传主⽇”，主题是“蒙拣选
彰显神的荣耀”，讲员是严凤⼭师⺟。由于⼗⽉廿九⽇
本堂下午举⾏会友⼤会，差传午餐分享会在⼗⼀⽉五⽇
下午举⾏。
8. 本堂于⼗⼆⽉⼗⽇举办“同庆主降临，爱宴颂主恩”社
区圣诞聚餐晚会，免费接待新朋友和新移⺠，当晚有超
过⼀百七⼗⼈参加，当中⼤约有⼀百四⼗位是未信主
的。
9. 今年⼀共收到⼆百四⼗⼆个圣诞鞋盒(Christmas Shoe
Box)，多谢弟兄姐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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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华⼈播道会消息
1. 本堂已于⼗⽉⼀⽇举⾏了会友⼤会，选出下届执
事，执事会主席是谢家桢，其余执事包括︰陈达
⽣、李明聪及谢谭永嘉。
2. ⼗⼀⽉⼗⼆⽇为本年度的差传主⽇，讲员为尹王笑
玲传道，分享“宣教⼼导⾏”。
3. 本堂于⼗⼆⽉⼗⽇举⾏联合崇拜暨播道总会颁发牧
者证书，由区监督 Rob Stewart 牧师主持及证道。
4. 传道部于⼗⼆⽉⼗六⽇(周六)下午⼆时三⼗分举⾏
“蒙福⼈⽣圣诞节布道会”，⻅证分享︰谢家桢弟
兄、雷张枝英姐妹、余谭⽉娴姐妹，讲员︰林海鸿
传道，特设⼉童聚会及⼉童福⾳信息。
5. 本会英⽂堂于⼗⼆⽉⼆⼗⼆⽇晚上，安排圣诞聚
餐，让弟兄姐妹彼此分享、交通。
6. 本堂于⼗⼆⽉⼆⼗四⽇举⾏联合崇拜，届时将举⾏
洒⽔礼及转会礼，周庆玲姐妹将接受洒⽔礼，另⻩
倩娴姐妹、余仕强弟兄及谭⽉娴姐妹将转会加⼊本
堂。
7. 本堂于⼗⼆⽉三⼗⼀⽇早上有除⼣联合崇拜，之后
⼀起聚餐，下午举⾏感恩⻅证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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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林华⼈播道会消息
1. 10 ⽉份选出新⼀届执事共五⼈，信托部部员两⼈，来年
与三位牧者⼀起带领教会前⾏。
2. 11 ⽉ 19 ⽇是福⾳主⽇，郭奇传道分享“有⼀种富⾜叫
放下”，粤语讲道，普通话翻译，期望把福⾳信息传给
初信及讲普通话的朋友。
3. 11 ⽉ 30 ⽇⾄ 12 ⽉ 2 ⽇举⾏执事退修会，详细安排来
年教会⽅向及活动。
4. 聘牧委员会推荐郭奇传道为中⽂堂牧者候选⼈，12 ⽉ 3
⽇邀请在教会证道，并崇拜后随即举⾏家会，让会友更
进⼀步认识郭奇传道，彼此坦诚交谈。
5. 12 ⽉ 10 ⽇崇拜后举⾏特别会友⼤会，为聘请郭奇传道
进⾏投票，投票结果获得通过，郭奇传道正式成为中⽂
堂全职牧者。
6. 12 ⽉ 21 及 22 ⽇晚上，教会在各⼤超市⻔外唱圣诞诗
歌及派圣经，把圣诞讯息带到⼈群当中。
7. 12 ⽉ 23 ⽇晚上举⾏圣诞庆祝会，主题：“奇异恩
典”，邀请亲戚朋友到教会聚餐，然后⼀起以诗歌、视
频、信息来庆祝圣诞。
8. 12 ⽉ 24 ⽇有圣诞节联合崇拜，中⽂堂及英⽂堂会友⼀
起联合纪念耶稣降⽣。
9. 12 ⽉ 31 ⽇举⾏年终感恩会，让各⼈分享过去⼀年神的
恩典及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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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与梁⽊
主耶稣在 登⼭宝训 中，
曾经对⻔徒及那些来跟随他
的⼈，有很好的教训，其中
有关于⽏论断⼈的教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也
必怎样被论断；你们⽤什么
量器量给⼈，也必⽤什么量
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你
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
眼中有梁⽊呢？你⾃⼰眼中
有梁⽊，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呢？你这假冒为善的⼈！先
去掉⾃⼰眼中的梁⽊，然后

潘陈妙琼

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
眼中的刺。”（太 7:2-5）这
实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也
如给了我们⼀记当头棒喝！
其实形成 了我们这 种⼼
态，是有很多原因的。也许
是出于我们那种妄⾃菲薄，
⾃以为是的⼼理，总以为⾃
⼰的⼀切所作所为，都是完
美⽆瑕，⽆懈可击的，所以
当别⼈的⾏为，稍有不合我
们⼼意的时候，我们便会胡
乱肆意的去批评得体⽆完
肤。⼜或者我们对某⼈某
家訊 | 13

事，⼼中存了偏⻅，带著有
⾊眼镜去看待⼈，总是看不
顺眼，当别⼈稍有差池的时
候，我们便诸多挑剔，⼜或
者我们对某⼈存有妒忌的⼼
态， 总是在他们所作的事情
上，去找出其错处。有时更
在鸡蛋⾥挑⻣头，就算别⼈
的过错只像⼀条⼩刺，我们
却看得有如⼤荆棘⼀般。圣
经中指出“嫉妒是⻣中的朽
坏。”若然因为嫉妒⽽引出
的种种罪过，⼜何苦呢？
在另⼀⽅ ⾯，当我 们在
随便的去批评别⼈的时候，
⾸先当去检讨⾃⼰，也许我
们所犯的错误，同样的会加
诸在别⼈的⾝上， 甚⾄有过
之⽽⽆不及。但往往我们会
视若⽆睹，只知道去挑剔别
⼈的⼩⽑病，实在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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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笑百步”，难道果真的是
我们只看⻅弟兄的眼中有
刺，却不想⾃⼰眼中有梁⽊
呢？
那么，我 们⼜该怎 样的
去纠正⾃⼰的错误呢？⾸先
我们都应来到神的⾯前，承
认⾃⼰是⼀个罪⼈。⽽我们
所犯的错误，归根究底都是
因为犯了罪，亏⽋了神的荣
耀之故。所以我们要先求神
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
⻅⾃⼰眼中的梁⽊，同时更
要以爱⼼去包容，去掉弟兄
眼中的刺。主耶稣怎样的去
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同样
的去包容及饶恕那些得罪我
们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只
看⻅别⼈眼中有刺，⽽看不
到⾃⼰眼中的梁⽊！

專
題
⽂
章

刺与梁⽊之

为何不存相爱的⼼呢?
余颜⽂玮

有⼀个⼩ 康的家庭 内包
括⼀对夫妇和⼀个⼥⼉，爸
爸是教授，妈妈是银⾏⾼级
职员，⼥⼉是中学教师，他
们都是基督徒。这个家庭本
应是快乐健康家庭，可惜却
是很不快乐的家庭。爸爸⼯
作完便会⽴即回家，除了备
课，整个⼯余时间都是忙个
不了找寻更新资讯。妈妈放
⼯后⼤多时间是回家做饭和
家务，周末会回教会参与事
奉。⼥⼉除课外活动及⻅家
⻓及同学，尝试为他们解决
困难⽽留在学校，否则放学
便回家帮助⺟亲做饭及家
务，周末回教会当导师及主
⽇学⽼师。外表看来这家庭
⼀定是幸福家庭。他们三⼈
却都不快乐，原因是做⼀家
之主的太⾃⼤了，挑剔太
多，从不体谅别⼈，反⽽冷
嘲热讽，例如：常对她们说
教会没有你们可能要关⻔

了；煮的餸菜都是从快餐店
学的；家中的物品唯有你们
才能找到…等等。
可惜我不 知道以上 所谈
及的⼀家之主是谁，若是我
认识他，我会请他读罗⻢书
⼆章⼀节:『你这论断⼈的，
⽆论你是谁，也⽆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就在
什么事上定⾃⼰的罪。……
和别⼈⼀样。』另⼀节经⽂
是约翰福⾳⼗三章卅四节：
『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
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
在⻢太福⾳ 7:1-4 记录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们
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
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
⼈，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
⽤什么量器量给⼈，也必⽤
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
家訊 | 15

看⻅你弟兄眼有刺，却不想
⾃⼰眼中有梁⽊呢？你⾃⼰
眼中有梁⽊，怎能对你弟兄
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呢？』
“看⻅弟 兄眼有刺 ，却
看不到⾃⼰眼中有梁⽊”的
⼈，⼀般是⾃⼤、⾃私、悖
理、邪恶、嫉妒及恼怒。若
要去除“看⻅弟兄眼有刺，
却看不到⾃⼰眼中有梁⽊”
的坏习惯或是个性，就要以
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彼
此饶恕。『各⼈看别⼈⽐⾃⼰
强，各⼈不要单顾⾃⼰的
事，也要顾念别⼈的事。』
腓⽴⽐书 2: 3、4 更要如诗篇
141:5『耶和华啊，求祢禁⽌
我的⼝，把守我的咀。』
『如今常 存的有信 、有
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
⼤的是爱。』哥林多前书
13:13；『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如⼰这⼀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加拉
太书 5:14、15
既然知道爱是那么重
16 | 家訊

要，⼀般⼈靠决⼼去改变⾃
⼰⼼思意念，或是改变态
度，却不能恒久。谁不希望
⾃⼰成为被众⼈喜欢的⼈
呢？就如保罗在罗⻢书中
说：『因为⽴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出来不由得我。』神
要我们更深⼊的改变，⽽这
种改变是我们⽆法靠⾃⼰能
做到的。在加拉太书三章告
诉我们即使律法也⽆法医治
破碎的⽣命。唯有借着耶稣
基督我们得以分别为圣，重
新被塑造，成为新造的⼈；
更亲近恩主，每天读圣经、
祈祷，让圣灵帮助我们，明
⽩⾃⼰的⾝份及价值，才能
承受神的应许。『 我们不是
顾念所⻅的，乃是顾念所不
⻅的，因为所⻅的是暂时
的，所不⻅是永远的。』林
后 4:18 有 了 发 展 ⾃ 内 的 改
变，就会是真实的改变。
“看⻅弟 兄眼有刺 ，却
看不到⾃⼰眼中有梁⽊”的
⼈，肯定是不喜乐的⼈，⾃
找烦恼，也令别⼈难堪。为
何不尝试去找那真正能存
【相爱的⼼】的途径呢？

專
題
⽂
章

主恩处处
光阴⻜逝 ，当⼤家 看到
这篇稿之时，新的⼀年已开
始了。感谢天⽗在过去的⼀
年保守我们平安的渡过。更
感谢⽗神⽆微不⾄的照顾及
引领。并愿祂保守各位读者
每天都能健康、喜乐及平
安。祝福各位有主同⾏⼈⽣
路。
我要在此⻅证神的⼤
爱，近⽇我的⼥⼉在 2017 年

杨⾼⾦叶

九⽉份卖掉她的房⼦。只有
剩下两个⽉的时间去寻找新
的居所，并在合约中注明⼗
⼀⽉份便要搬出旧址。真是
感谢主，她竟可在短短的两
个⽉内买到另⼀个地⽅。各
位都清楚知道近⽇温哥华的
楼房市道⼗分炽热，甚为抢
⼿。⼀放出市场，就有不少
的买家蜂涌⽽⾄，真的⼗分
困难。因此我不断为⼥⼉这
事祷告神，如果不是神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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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真是不敢想何时才能找到
居住的地⽅。感谢主听了我
的祷告，神奇妙的作为，真
令⼈惊叹。这事使我往后的
⽇⼦更加信靠我们这位⼤能
信实的神。
在⼀次于安⽼院献唱
时，主持者想我们个别分享
⻅证神的信息。因⽽我在献
唱之前，也作了⼀个⻅证，
以下是神对我的改变：
『⼤家好，今天好开
⼼，可以同⼤家分享神对我
的改变，⼼情既兴奋⼜紧
张，稍后还同⼤家唱歌，如
果不是靠神给我⼒量，不知
如何是好。认识神之后，我
不再执着和计较。学习圣经
的教导，将⼀切都交给神，
因祂是公义和信实的。只要
我们信靠神并要依靠祂。神
是会在⼤⼩事上都给我们帮
助。⾃⼰感到神的恩典及⼤
爱。希望⼤家都能够认识这
位伟⼤创造者，接受主耶稣
做个⼈救主，得着这个福
⾳，感受到神的慈爱，信
实，多谢⼤家。』
在⼗⼆⽉ 三⽇我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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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BRIDLE SHOWER PARTY,
是选择以夏威夷形式举⾏，
⼤家都戴上头花及花环在颈
项上。准新娘装扮成夏威夷
⼥郎，婚礼亦将会在夏威夷
举⾏。当⽇⼤家玩游戏，⼗
分⾼兴。准新娘选了⼀些姐
妹将棉花糖放在她们的⼝
中，其他姐妹便问她们有关
新娘认识新郎有多少，她们
⼝中含着糖作答的表情。令
我不禁笑起来。但亦有感动
的时刻，就是听到新娘的⺟
亲的感受：她⼗分安慰，⼥
⼉能找到好伴侣，但总有⼀
点不舍得。
姐妹⼜给 新娘⼀些 ⾃⼰
的经验，对婚前婚后⽣活完
全不⼀样，因婚前⾃⼰⽣
活，各样都是以⾃⼰为先，
但婚后是由两个不同性格的
⼈⽣活在⼀起。因此⼤家都
必须互相尊重，也要顾及对
⽅的感受，需要互相的包
容，是有⼀段困难的时间去
适应。不过婚姻始终都是⼈
⽣⼀⼤喜事，特别⼤家都是
神的⼉⼥，若遵守神的旨意
⽽⾏，定有美满的婚姻。

The Speck and The Plank
By Kam Tieu
The Lord Jesus is well

and The Plank", a parable

known for using parables to

about judging others. ln the

teach

book of Matthew 7:4-5, Jesus

His

people.

His

parables taught about God's
kingdom. A parable is a story
that teaches a special lesson
or

morale

through using

similes and metaphors. The
Sower/The Weed, The Lost
Sheep, The Two Sons and
many more are all parables
that you can find in the Bible.
One you may be familiar with
is the parable of "The Speck

stated:
"How can you say to your
brother, 'Let me take the
speck out of your eye,' when
all the time there is a plank in
your own eye? You hypocrite,
first take the plank out of your
own eye, and then you will see
clearly to remove the speck from
your brother's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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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Jesus is saying in

me. Where is God's love in

these verses are not to judge,

our hearts? How do we claim

or you too will be judged.

on who we are? We forget all

When we judge others, we are

these important things that

critical to the smallest of

God has poured out to us.

things

like

However,

the

we

speck.

sometimes

don't see that there is a plank,
bigger problems that stop
ourselves from helping others
remove the speck at all.

Here we are before God
in our guilt, none of us can
stand in His presence. God
has punished us less than our
sins should have deserved.
But blessed is the man whom

People are uncontrollable

God has sent to save us from

when there is no guidance

our sins; so do not despise

from God. A discussion could

the discipline of the Almighty.

turn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n

into

an

argument,

gossip, finger pointing and so

the

forth. When things like this

disappointment

happen to me, I get frustrated,

devastating situations is to

angry and saddened. I should

keep choosing to have our

have taken my eyes off of all

eyes on God. To keep leaning

these obstacles in front of me

on Him for strength and to

when these incidences could

maintain an attitude of faith

make me sin. I cry out to God

and thanksgiving.

for forgiveness when I have
led myself into temptation to
let these emotions tak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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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st

of

a
or

tri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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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业之

磁⼒共振影像扫描师
李伟鏂博⼠

曾葵森

今天我（以下简称访）很⾼

课程执教⼗九年多，桃李满

兴能够访问教会的⼀位会众

⻔,卅⼗多位当年的学⽣现在

李 伟 鏂 博 ⼠ (Dr. Jonathan

已是加美各医院的磁⼒共振

Lee)（以下简称李），李博⼠

部⻔主任或扫描部经理。现

是从温尼辟（Winnepeg）搬

在的⼯作职位是磁⼒共振影

来温哥华（Vancouver），曾

像扫描师(MRI Technologist,

经在红河理⼯学院与加拿⼤

MRI 是 Magnetic Resonance

国家研究所合辨的磁⼒共振

Imaging 的简称)

访：李博⼠！请告诉我们你现在的⼯作的范围及负责做什
么？
李：过去⼀年迁返温哥华后在综合医院负责夜间为病⼈做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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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造影/影像扫描
访：可否简易说出 MRI 的原理？
李：磁⼒共振影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简称
MRI，由于氢原⼦在强磁场中会产⽣共振，不同的物质，
因其氢原⼦含量不同，从⽽产⽣不同的共振现像，这种
共振可被检测并转化为图像信号。⼈体含有⼤量氢原⼦
(H2O water ⽔ 或 fat 脂肪)，各器官和组织的氢原⼦含量
差异，再加上正常与病态⽣化环境下两种弛缓(T1 & T2
relaxation)各有不同, 这⼏种差异便是 MRI 诊断的基础

其实磁⼒共振并⾮按钮式的扫描，其中有多个参数
(multi-parameters)安排⽽得出不同侧重的影像(欲要详
细解释请参阅: http://mriscanada.wikispaces.com/)

访： MRI 与 CT SCAN 及 PET SCAN 有什么分别及利弊？
李：为了⽅便，我⽤了下列图表说明三者的分别及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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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影像检查⽐较表
检查仪器

电脑断层(CT)

磁振造影(MRI)

正⼦扫描
(PET)

检查原理

利⽤ X 光射线
穿 透⼈ 体的 特
性 ，将 不同 ⻆
度 所拍 摄到 的
影 像经 电脑 处
理 后， 成为 ⽴
体影像

利 ⽤⽆ 线电 波
与 体内 氢原 ⼦
共 振原 理组 成
影像

利⽤正⼦放
射药剂来侦
测肿瘤病变

适⽤范围

全 ⾝各 部位 ⼏
乎 都可 ⽤电 脑
断 层检 查， 包
括 头部 、⽿ ⿐
喉 、胸 腔、 ⼼
脏 、腹 部、 ⻣
盆 腔、 脊椎 、
⻣关节等

脑 、脊 椎神 经
系 统疾 病、 体
内 各个 部位 肿
瘤(实质器官如
脑 、肝 、胆 、
脾 、肾 、胰 、
肾上腺、膀
胱 、乳 房、 ⼦
宫 、卵 巢、 摄
护腺等等)、⼼
脏 、⾎ 管性 疾
病 及其 相关 的
组 织缺 氧坏 死
(脑中⻛、⼼肌
梗塞)、⻣骼关
节系统疾病等

肺癌、⼤肠
直肠癌、淋
巴癌、⻝道
癌、头颈部
肿瘤、⿊⾊
素瘤、甲状
腺癌、乳癌
及⼦宫颈癌

局限性

对 于中 空的 器
官如胃、⼤
肠 、⼩ 肠等 诊
断率较差

⼝ 腔癌 、⻝ 道
癌 、胃 癌及 ⼤
肠 癌初 期敏 感
度较低

筛检肝癌、
胃癌及胰脏
癌等恶性肿
瘤的准确率
较低

是否有辐
射

具微量辐射性

⽆辐射性

具微量辐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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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MRI 除了应⽤在⼈类医疗⽅⾯外，还有应⽤那⼀⽅⾯？
李： 磁共振的⼯业应⽤主要集中在化学、医学和⽣物学这⼏
⽅⾯。化学⽅⾯例如：⽯油及煤的分析、管道中的流体
分析、分析钻探岩芯、塑料及聚合物分析、液晶材料分
析、⽔泥及混凝⼟分析、造纸的⽊浆分析、易爆物质分
析、⽪⾰及橡胶材料分析和固态物质成像分析；医学⽅
⾯例如：确认和表征新药分⼦及其结合特性。磁共振还
可以研究药物与蛋⽩质的相互作⽤特性、完成药物毒理
研究、确定药物浓度；⽣物学⽅⾯例如：加⼯⻝品的含
⽔量和脂肪与⽔的配⽐分析。磁共振可以鉴定啤酒、果
汁、葡萄酒的原料、纯度、以及其他的添加剂和液体，
还可以⽤于其他⼀些⻝品的检测。使⽤核磁共振技术对
植物磷养分和氮养分的研究早已建⽴，这个领域的基础
研究将有助于更⾼效地使⽤肥料，以减少对河流、湖泊
和海洋的污染。读者若果想知道 MRI 应⽤其他⽅⾯的资
料 ， 可 以 参 阅 下 列 ⽹ 址 ： http://www.magneticresonance.org/ch/19-01.html

http://www.mr-

cn.org/ch/19-01.html
访： 要有什么兴趣、训练及学历才可以晋⾝这个⾏业？
李： 可以在理⼯⼤学修读磁⼒共振课程，并考取可以在医院
⼯作的专业资格(RTMR)。
访： 你认为⼯作上最困难及艰巨的是什么情况底下？从⼯作
上的困难，如何经历神的同在？
李： 九⼀年尾好不容易将论⽂写成(当时受训于拥有加拿⼤西
家訊 | 27

四省的第⼀部磁⼒共振扫描仪的 UBC),UBC 考⼝试(final
oral defence)前⼀晚指导教授由英国剑挢⻜回来(⾃ 1985
年起 Dr. L.D. Hall 已接受担任剑桥医术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系主任的终⾝教授,就是他当时提及渥太华研
究中⼼的空缺,我因为申请⽗⺟移⺠加拿⼤⽽放弃美国巴
尔的摩(Baltimore) 国⽴卫⽣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及霍普⾦斯医院(John Hopkins Hospital)的聘请,
九⼆年正⽉⼤雪天⻜赴加京做磁⼒共振的研究。同年夏
天亦随研究所迁到温尼辟⼯作,未去之前最后⼀次⻅曾在
温尼辟读医的李乃光家庭医⽣;我⼼中烦乱之时,李医⽣在
药单上写上两位温尼辟基督徒医⽣的名字(⼿术医⽣何浩
光,扫描医⽣吴灏桓),吩咐我如遇到困难,可以找他们帮
助。到温尼辟不久,四岁⼥⼉⽿朵经常发炎,结果⽿⿐喉专
科李炯燊医⽣帮助诊治,吴婉⽣医⽣亦成为我家的家庭医
⽣;并参加他们在宣道会所教的主⽇学。 九⼆年那时李医
⽣ 已 经 为 读神 学 全 时间 事 奉 祈祷 , 寻 求神 的 带领 , 翌 年
Edward & Ruby 迁到温哥华继续其事奉的装备。
在加拿⼤国家磁⼒共振顶尖的研究所⼯作,压⼒⾃然很⼤,
⼀对⼉⼥刚刚开始读法语⼩学课程,再加上⼏年后医⽣发
现妻⼦患有乳癌时,⾯对各种治疗选择,决定及副作⽤;以及
⼼情起落,特别是听到那时温伟耀博⼠太太因癌症去世, 微
⼩的信⼼都有些不稳!其后探访⼀位在中央医院⼯作护⼠
的妈妈,他有最好的⼿术医⽣,知道那种化疗功效最好,却在
三个⽉内因细菌感染,⼿术时癌细胞扩散到⾎之后与世⻓
辞(adverse effect of supporting group as negative news
discourage!)。那时何医⽣已迁到卑诗省西岸做 MSI 医疗
宣教⼯作,吴医⽣回流⾹港照护年⽼的⽗⺟;但神恩典够⽤,
由擅⻓通⾎管⼼臓医⽣章寳琪的太太带领教会⼀群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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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家祈祷,⼏个星期预备饭餸使我家在冰冷⽆亲⼈的加
拿⼤草原⼤漠感受到⼀阵⼦的暖流。亦学习摩西向神祈
祷:出埃及记 32:12 ：“ 为什么使埃及⼈议论说、祂领他
们 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中、 将 他 们
从 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
与你的百 姓。”抓住神的应许,凭信⼼⽣活。对于癌症病
患者⽽⾔,漫⻓的康复⼈⽣旅程，惟有继续倚靠主耶稣 (因
俗语有云:久病床前⽆孝⼦,⻓贫难顾啊!)。Excerpt from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由赵君影牧师作曲填词 (中国学⽣
归主运动的推动者 :
遥望前途荆棘丛丛
四⾯楚歌密云暗
⼗架道路愈⾛愈难
同桌脚踢主已然
泪向内流主慰已⾜
何必⼈赞⼼始安
我主在世向⼈何求
⽐我现在更孤单
https://www.facebook.com/jonathanwklee2/videos/10151269203629
036/

跟着⼗九年多在理⼯学院教磁⼒共振医疗⽂凭课程可不
容易,学⽣⼤多是⼆,三⼗岁,有些亦曾在⼤学读过⼀,两年,
很想在最短时间学得⼀技之⻓,在医院找到⼀份好收⼊的
⼯作,如果我出的考试题⽬太深,他们会向学系主任投诉⽼
师教得不好,如果考不上全国的专业资格考试⽽找不到⼯
作,他们会⼀世怨⽼师(真是:⼈之多患皆好为⼈师)!⼏年之
后,有少许成绩(加美有五⼗多间医院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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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artners,) 红河理⼯学院⼜以四万五千元将课程
卖给爱⺠顿的北亚伯达科技学院(NAIT), 即时亚省及沙省
来的学⽣少了。但神恩浩荡,安排我由 2003 年开始在加拿
⼤医学放射技师及扫描联会 (www.camrt.ca)任义务杂志
编 辑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磁 ⼒ 共 振 副 编 辑 (journal’s MRI
Associate Editor 2010 -2014)，使学⽣在医疗研究上有所
参与,同时亦提升他们的专业⽔平。在这时我学会了与学
⽣同⾏,帮助他们找到第⼀份⼯作。明⽩了解他们的困难,
找 出 可 ⾏ 的 解 决 ⽅ 法 。 Build them up with multiple
small successes via incremental steps, eventually
achieving a bigger goal/higher standard & beyond…
(e.g. Interventional & Intraoperative MRI - from Canada to Asia &
Beyond, p. 22-27 of www.isrrt.org/images/isrrt/May%202010.pdf )

七,⼋年前⼥⼉在多伦多⼤学读第四年，还有两个⽉要考
毕业试的时候，突然瘦了⼆⼗七磅,原来是患上克隆⽒症
(慢性肠道免疫失调病 Crohn’s disease),治疗之后在缅省
⼤学读医,有机会到云南,昆明医疗短宣,及现在的⼉科实习
‒ 全是恩典 (亦是当年她参加宣教⼤会⻨希真牧师所讲的
讯息。
https://www.facebook.com/jonathanwklee2/videos/159442414035/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DT6RrajZ8)

访：你何时信主？
李：我四岁在宣道会的学校⻓⼤,每星期六天参加早祷会,12 岁
决志信主,七三年看到由隔邻播道医院的蔡元云医⽣(刚刚
由加拿⼤温尼辟海归)开始的突破杂志(⼩鸡破蛋⽽⽣),对
他有⼼服待⾹港年⻘⼀群很受感动。16 岁开始参加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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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崇拜及⻘年团契,1975 年⾹港葛培理布道会时任陪
谈员,翌年移⺠温哥华后受洗。
访：信主期间有没有受到攻击或阻挠？
李：James Dobson “There is no greater distress in human
experience than to build one’s entire way of life on a
certain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then have it
collapse at a time of unusual stress and pain.”其实⼈
⽣确实有很多的冲击,虽然在⾹港中四那年得班主任⽣物
学博⼠苏美灵(苏佐阳牧师⼥⼉)的教导(圣经与⽣物学 ⼀
书的著者),但在⼤学读书时,应付接受进化论的教授及其考
试题⽬的确不易。记得读哲学科时,要写⼀编关于“堕
胎”的⽂章,我⽤尽了鲁益师(C.S. Lewis)的论点,只勉强取
得合格的分数⽽已!
三年前的夏天,我被邀请参与由杨世礼医⽣(宣道出版社“为谁
⾟苦为谁忙”⼀书的作者)带领的委员会,负责统筹策划
“六,七⼗年代去温尼辟读书的基督徒学⽣重聚及新书发
布会,才深深体会到“雁过红河 ‒ 记神陶造的岁⽉”……..
并⾮个⼈独⼒⽀撑,⽽是有神厚恩相随!
访：你在教会有些什么事奉？
李：⼋零年代在卑诗⼤学期间,有七,⼋年在加拿⼤第⼆间华⼈
⻔诺会任教会书记,扩堂委员会财政(亦因此在温哥华社区
学 院 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取 得 会 计 管 理
Accounting Management ⽂凭证书),少年团契导师,区会
营地 camp 委员,有⼏年亦为牧师国语讲道翻释成为粤语,
之后该教会在⼤温地区建筑及经营两,三间耆英护⽼院。
在温尼辟期间,曾教实⽤主⽇学课程(例如早期与当时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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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蔡元云医⽣之⼆⼦,即六⽉版号⻆在最后⼀⻚刊登访
问 临 床 博 ⼠ ⼼ 理 学 家 蔡 晖 明 教 授 Christ at
Crossroad(Chuck Swindoll 牧师着); 2016 年离开温尼辟
教会的时候，是教会的内部核数员(internal auditor)。迁
返温哥华后的装备: 2016 年秋天完成了⼗个星期中信中⼼
举办的危疾关顾课程及 2017 年春,夏天参加了七星期由短
宣中⼼在温哥华华⼈播道会举办的职场得胜秘笈课程。
雁过红河廿四载, ⻦倦归还报亲恩,
死阴幽⾕得主慰, 神恩浩荡永念记;
⽇出⽇落主带领， 或顺或逆主同往，
纵然前路极难⾏， 紧握主⼿向前⾛。
Heavenly Melody @CCOWE 2011 at Bali, Indonesia
https://onedrive.live.com/redir?resid=AA9EF0B7E9D05327!117&authk
ey=!AM0jwXBMVcLhcG8&ithint=video%2cmp4

⽣命中的云彩
词
们

旷

时
尘
顾

谁来
们

旷

带领
没
来
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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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们
没
没

饱吗

让

记载

远古到现在 现在到未来
让
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TTFXFrQ&list=RD-V3TTFXFrQ#t=3

访：教会的事奉与你的⼯作有没有冲突，例如忙于事奉，却忽
畧了⼯作的进度等等？
李：去年,有两个⽉左右的时间,医院要我星期⽇⽇间⼯作⼗⼆
⼩时,但为了早上可以去参加主⽇崇拜,那只好向主任要求
中午⼗⼆时才开⼯,每星期放弃四⼩时的⼯资。
访：有没有⾦句与我们分享勉励我们？
李：箴 17:3“ ⿍为炼银，炉为炼⾦；惟有耶和华熬炼⼈
⼼。”
诗 27:13“ 我若不信在活⼈之地得⻅耶和华的恩惠，就
早已丧胆了。”
林后 1:4 -5 “我们在⼀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
们能⽤神所赐的安慰去安 慰那遭各样患难的⼈。我们既
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访： 你最喜欢的诗歌是那⼀⾸？
李：最知⼼的朋友。吕⼩敏的诗歌的粤语版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RKkXRV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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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过⿊暗与我伴随，世事幻变路远纵有疲累，
披星戴⽉深信祢是知⼰，与我⼼结不舍弃。
每⼀天得祢⽰意踏前看，经历恩典我天天都感恩，
恩主顾念此际在⾝边疼我抚慰千串，
以爱的⼼呵护我，踏雪⽉缺路远⼜如何。
情系知⼰今有主拖带引路内⼼可得倾诉，
以祢的⼿呵护我踏雪⽉缺路远⼜如何，
情系知⼰今有主拖带引路情牵感激倾诉。
訪： 谢谢李博⼠拨冗接受访问，愿 神祝福他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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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简录

层⻅叠出 (⼗)

余颜⽂玮

揭开基督再来预⾔的奥秘
⻔徒在 主耶稣被 钉⼗
架之前问：“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祢降临
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
呢？”(太 24:3)主回答：“那
⽇⼦，那时⾠，没有⼈知
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也不知道，唯独⽗知
道。”(太 24:36) 』
因此，没 有⼈可凭 任何
预兆宣告主再来的⽇期。凡
宣告主再来之明确⽇期的
⼈，都是违背主的教导。
基督教确 信主再来 ，祂
的再来是必然的，基督再来
的真理应是确定信徒正常⽣
活的形态，不应使信徒因基
督再来的紧迫性⽽放弃了正
常⽣活的规范，可说是符类
福⾳中最难解释的部份，却
是重要的部份，许多预⾔上
的难题，都得先了解⻢太福
⾳廿四章的记载，才会得着
正确的解答。例如：灾难起

头的预兆，⼤灾难和基督降
临的情况，与及信徒该怎样
等候主再来的重要教训。
这是基督 第⼀次降 世时
亲⾃讲述祂第⼆次再来的预
⾔，当然是我们应该特别留
意研究的。
圣经的预 ⾔常在未 完全
应验之前会有局部或近似的
应验，与完全的应验有别。
因为先知说预⾔时的环境情
况、物质⽂明及科学知识程
度、社会⽂化的取向、政治
军事的局势等，都是跟他们
所处于的时代相距太远，⼈
看似不可能实现，却终于变
成正像先知所预⾔那样。
『你们要 谨慎，免 得有
⼈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
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
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
你们也要听⻅打仗的⻛声，
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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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
到。』(⻢太福⾳ 24:4-6)
『⺠要攻 打⺠，国 要攻
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
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太福⾳ 24:4-8)
这些预兆 就如妇⼈ ⽣产
前之痛，是⼀阵⼀阵的，⽽
且是越来越密，越来越剧
烈。最终主要再来。
#1 预兆─假基督
异端邪说： 摩⻔教、末世圣
徒会、耶和华⻅证⼈、东⽅
闪电派〈中国河南姓邓⼥⼦
创⽴并⾃称⼥基督。〉也有
⾃称救世主的；例如 David
Horesh 及 Jim Jones。
#2 预兆─战争
战争连绵不绝，⺠与⺠冲
击，国与国争⽃，从未停
息。两次世界⼤战死亡⼈数
有史以来最惨重。彼得后书
3:10-13 这段经⽂预⾔地和其
上的有形物质都要被烈⽕烧
熔，核武是否将引致世界被
烈⽕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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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兆─饥荒
天災引起飢荒、爭戰引起飢
荒、⼈⼝澎湃引起飢荒。
#4 预兆─地震
地震的威⼒越来越强，次数
也增加越多。
#5 预兆─受迫害
⻢太福⾳ 24:9 在某些国家，
例如北韩、沙地阿拉伯、越
南、寮国、印度、⼟⽿其、
巴基斯坦、不丹、⻢尔代
夫、索⻢利亚及伊朗等。在
末世灾难期间对基督徒的迫
害会更严重。
#6 预兆─不法的事增多
⻢太福⾳ 24:12 ⼈类⽂明、
⼈权并不提⾼⼈的道德、品
格和尊重，反更使⼈失去⼈
性。当⼈在罪中⽣活，爱主
之⼼就渐渐冷淡。
#7 预兆─福⾳传遍天下
⻢太福⾳ 24:14 福⾳要传遍
天下，现今科技突⻜猛进，
只要尽忠，福⾳传遍天下的
⽬标不难达到。

#8 预兆─亵渎圣地

认真倾听神清楚的告诫。

⻢太福⾳ 24:15 在旧约圣经
习惯说“可憎恶的事”就是
指以崇拜偶像来亵渎对耶和
华的敬拜。读者要扪⼼⾃
问，衡量⾃⼰的⾏为。

#11 预兆─荣耀降临

#9 预兆─圣殿重建
⻢太福⾳ 24:15 ⾃第⼆圣殿
在公元 70 年被毁，犹太⼈每
天祈祷求神让他们在圣⼭重
建第三圣殿。尽管以⾊列已
经收复耶路撒冷圣殿⼭，圣
殿重建的蓝图已经准备好
了，但穆斯林清真寺坐落在
圣殿⼭，根据犹太传统，现
在清真寺所在的摩利亚⼭，
是重建圣殿⾄圣所应在之
地。
#10 预兆─⼤灾难
⻢太福⾳ 24:16、21-22 在主
后七⼗年已经局部应验。犹
太⼈的假先知告诫要坚定守
护耶路撒冷城，并期望突然
解围。与此相反，信徒想起
耶稣警告尽可能逃⽣。在耶
路撒冷全⾯被毁灭之前逃到
⼭上。因此，我们同样需要

⻢太福⾳ 24:27、30 耶稣基
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祂亲⼝明确的讲述祂将荣耀
的从天上降临，地上万族都
因着拒绝相信祂，⽽要⼤⼤
捶胸哀哭。
#12 预兆─招聚全地的选⺠
⻢太福⾳ 24:31 祂的选⺠被
召(包括所有基督徒)，称颂他
们的弥赛亚。
#13 预兆─树枝发嫩⻓叶
⻢太福⾳ 24:32-33 ⽆花
果树⽐作以⾊列国，以⾊列
⺠流离失所，分散世界各
地。1948 年以⾊列竟再成为
⼀国，但属灵层⾯看，以⾊
列国仍然荒芜冷漠；因为她
没有为神结出果⼦。但表⾯
看她的树枝已发嫩⻓叶。
『我实在 告诉你们 ，这
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
要成就。天地要癈去，我的
话却不能癈去。』⻢太福⾳
24:34-35

全书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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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时光如流 ⽔，逝去 的⽇
⼦就永远也不会回头。想不
到 2017 年已成为历史的陈
迹，新的 2018 年，已经来到
我们的⾯前。⽽⼀个⼈的年
纪渐⻓，更是惊觉时间的⻜
逝，要抓也抓不着。那么我
们就更要珍惜每⼀天，好好
地为主⽽活，更要对神⼼存
感恩及敬畏，勤作主⼯，不
要枉费了神赐予的宝贵光
阴。【家讯】编辑部同寅，
谨祝各位亲爱的读者们，在
新的⼀年⾥，蒙主恩更深，
⽆论是健康及灵命，都有显
著的增⻓。
今期我们 的主题⽂ 章是
“刺与梁⽊”，⽽圣经也给
了我们很好的教训及提醒。
是的，我们都很容易犯上了
错误，胡乱的去批评及论断
别⼈，我们只看到别⼈眼中
有刺，却完全不察觉到⾃⼰
眼中有梁⽊。亲爱的弟兄姐
妹们，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前，好
好地去检讨⾃⼰，拔去⾃⼰
眼中的梁⽊，⽤爱⼼去包容

潘陈妙琼

别⼈眼中的刺，那才是神对
我们的要求。⽽下期的主题
⽂章是“⼀失⾜成千古恨?”
乍看之下，也许我们会摸不
着头脑。是的，我们的⼀⽣
是会做很多的抉择，我们也
会犯上很多的错误。有时看
来好像是在做错事之后，就
没有翻⾝回转的机会。正如
卖主的犹⼤，最后是⾛上⾃
我灭亡的道路。同样地，⼤
卫也曾犯错，彼得三次不认
主，但他们都能痛⼼悔改，
成为神所喜悦的⼈。在现实
⽣活中，也有很多⼤奸⼤恶
的⼈，⽽他们最终也能痛改
前⾮，洗⼼⾰命，再次投⼊
社会，成为有⽤的⼈。这些
都是写之不尽的题材，我们
都热切的期待着更多⼈的来
稿。
展望在新 的⼀年， 【家
讯】能够稳步前进，请不断
的爱护及⽀持我们的刊物，
⽽下次的出版⽇期是在四⽉
份。

家讯】2018 年度主题⽂章:
1. (⼀，⼆，三)⽉份: 刺与梁⽊
2. (四，五，六)⽉份: ⼀失⾜成千古恨?
3. (七，⼋，九)⽉份: 重担与担⼦
4. (⼗，⼗⼀，⼗⼆)⽉份: 神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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