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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所為、有所不為。能分

承擔犯罪後果的夫婦親自編織

道有藉口不與天父同行，去尋

辨這二者，生命必有所貢獻。

衣服，在洪水淹蓋大地前差派

找那圈外的迷羊？這是有所

可惜！不少人應有所為時卻無

挪亞到失落的人群中傳道一百

為，也是必要為。否則我們是

所謂，應無所謂時卻偏要為，

二十年，在那盛拜偶像之城呼

自陷冷漠的罪中！

生命亂成一糟！甚麼是必要

召亞伯拉罕成為萬國的祝福。

馬禮遜在 1804 年向倫敦

為？看看造世人的上主，體會

祂留心聆聽以色列民為奴的苦

傳道會上書陳述他的心意：

祂的心腸，感受祂所看重的,

情，差遣摩西施行拯救。在那

「求上帝將我置身於困難最

就不難找到答案。

叛逆的以色列史中，上帝一次

多，和從人的眼光中看來最難

經文：以賽亞書 42:1-7

又一次地忍耐，一次又一次地

成功的佈道環境中(中國)。」

1. 誰體貼上帝的心？

拯救；祂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受

宣教士 Jack Popjes 尋找

(1-4 節)

傷破碎，但一次又一次不離不

那沒有聖經的部落，用了廿二

棄地愛他們到底。

年的時間翻譯了巴西部族

這裡說：上帝差遣祂的僕
人，將公理傳開，以慈憐的心

聽聽祂的心跳，看看祂的

為人帶來盼望, 上帝的道–恩

堅持，祂彷彿猶然淚下地呼

惠的福音–要傳到地極, 上帝

喊：「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

我們稱為神兒女的，是否

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

也體貼父神的心腸？我們的心

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為我名下

跳能否與祂的心跳共鳴？

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

2. 誰留心上帝的呼召？

裡！我在這裡！』我整天伸手

(6-7節)

的國要伸展全地。明顯地，天
父上帝愛世人，這是祂的真情
所在，是祂的優先行動，是使
祂付上最大代價也必要為的動
力。祂的心想望那失落的，祂
的手擁抱那回轉的。從人類歷
史之初，背棄祂那一刻，祂早
已苦心地展開拯救的計劃。祂
慈悲的心，使祂為那第一對要

招呼那悖逆的百姓。」(賽
65:1-2)
天父的心一直在想望那失
落的孩子，直至他們被尋見，
直至他們歸家 !

誰體貼祂的

心？我們這已被尋回的兒女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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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ela 語的聖經。他們都是
體貼上帝心腸的人。

「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作
外邦人的光」經文中的你是指
彌賽亞，就是耶穌基督，祂蒙
天父呼召差派到世上，使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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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地，二零零七年初愛城佳音社的事
奉，又開始了我另一次的電臺廣播生涯。雖然與前
次一樣，都是神所 “ 指派 ” 的任務，但這一次開始
時的心情與心境，都與上一次的呼召有所不同。體
驗出了我心中一種以顧工或事主的心態去回應這
“ 指令 “ 。 而這一次更有新的經歷，原因這是我第
一次以工作服 恃神家裏、 外的子民，事工於一間基
教機講的一個新任務。接了神這新 “ 任務 ” 之後，
我第一句就問 神 “ 我應該點開始？點樣做？如何
事好？” 這一連吋的問號。說真的，心裏又驚又喜。
單憑工作經驗，我有信心、把握；但到處理時，腦
海裏怱而有一大堆事工的計劃，卻又剎那間轉為担
心。事工、事奉、又加上神學裏的功課一天比一天
增多，當時真的有點束手無策，再加上事工工作環
境不習慣；冬天裏，室內暖氣什麽調也沒反應，於
是病了。幸好有一天與幫助報告新聞的義工談及新
聞制作時，亦講到要帶小型暖爐取暖一事，下次回
到工作間時，一進門內心裏一暖，義工已把室温調

高，原來室調另有別處。感謝主的供應與及這同工
的默然支持與關顧。
談及關顧，我亦感謝神給我在佳音社事工的
鼓勵及隨時幫助。記得初上任數月後，有一位未信
主的朋支打電話到佳音社求助，… 「弟婦要自剎
了」。我聽了電話之後，心裏焦急，夜亦已深，如
何事好？心想到我剛開始神學訓練，不敢更不可掉
以輕心去處理這事。結果找來了我的二姐（她也正
在接授神學訓練）及梁婉霞傳道的幫忙，與那“弟婦”
有深情、體恤的對話交談後，此後繼續與她交往，
及後至她到她家附近的教會中聽福音，心靈安息及
日後自動參加崇拜的發展，讓我在當中體驗到對未
得之民關顧的重要性，更堅立了我在事工上的信心
及使命感。然而，我深心知道，所能做到的，不是
人手可作，乃是 “ 依靠那萬君之耶和華，方能成
事” ，而我可誇的，只有自已的輭弱及無助。固此，
我更盼望以童子的心去依靠神每天的帶領，與及以
感恩的心為事奉神的祭。

受福音，使人領受福音，與神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愛城佳音社，無論是電臺廣播、網上廣播、文字及事工等，請致電留言或電郵：

和好，並成為全人類之光。

1-780-466-4809 / office@chineseoutreach.ca / www.chineseoutreac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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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
記得中學時在很有傳統的培英
中學讀書，有好幾位資深老
師，都對我說:「中國苦難重
重，我们已經無能為力了，未
來祖國要靠你们年青人。」中
三時有一位名林冠武的英文老
師，教我讀存在主義、莎士比
亞及西方哲學，他教導我認識
西方文化及民主自由的价值，
最後一次聊天時說:「中國必
須充分現代化，才能富強。」
中四時一位名鄺子新的中文老
師十分愛惜我，引導我愛護中
國文化，又常和我討論國家大
事，最後一次見面後，我離開
他家，走到街角轉彎時，他在
後面高呼:「梁燕城，你要努
力啊！。」這些老師，深刻地
塑造了我的人生。
那年代培英中學很多位偉
大的老師，背負著時代的悲
哀，用全心意去教育我们這班
反叛青年，教我们有理想，有
承擔，期盼我们能幫助中國改
進。
而我的父母亦如此，從少
就告訴我日本如何欺凌中國，
母親說讀報知道上海淪陷，眼
淚直流，本想加入空軍救國，
後來考上中山大學，退到內地

的坪石，在火車站認識同是到
內地上大學的父親，展開一段
烽火萬里情。大學畢業後，父
親到後方的車隊曾被日軍戰机
掃射，在重慶又目睹大轟炸，
母親到桂林尋親戚，遇到桂林
大疏散，在撤退群眾中，見到
親戚坐車在很遠經過，大聲叫
她快走，即被人潮衝散。之後
逃去廣西農村施寨，中途火車
橋被炸斷，要踏鐵軌過斷橋。
戰後父母在昆明結婚，父
在中央銀行工作，母在西南聯
大任教，本可過美滿生活，可
惜中國旋即進入內戰，49 年
共軍逼近昆明，在解放軍入城
那天上午，父母及時買到机票
逃香港。初時以為短期可回國
貢獻一己學識，不料韓戰爆
發，中國竹幕下垂，父母從今
流落在這南方美麗的小島，失
去了其救國的所有希望。
我是五十年代出生，少時
見中國三年飢荒，大批飢民湧
入香港，父親在這時因悲痛過
度而罹精神分裂症，由母親艱
苦維持家庭。初中時文 革爆
發，中國大劫難，浮屍飄到維
港，跟著香港左派大暴動，全

港動亂，上課中途政府在港島
戒嚴，隨人潮逃去九龍。
我们五十後一代是在這歷
史苦痛中長大的，老師叮囑要
救國，父母則叫及早移民西
方，大學時唐君毅老師叫我们
要守護中國文化。各方面都叫
我们做人要正直仁義，堂堂正
正，做個有承擔的中國人。我
们亦確實努力向上。
轉眼奮鬥了三十多年，自
問沒有辜負上一代的期望，我
全心全意研讀了民主人權思
想，也投入去認識和體會中國
文化。我们經歷了鄧小平改革
和六四的悲劇，深思中國是一
受傷的民族文化，93 年決定
不再用傷害的語言責罵中國，
卻選擇進入中國服事人，在大
學傳揚仁愛正義的思想，与政
府合作探討廉政的制度，又和
中央政府高層討論人權改革，
並上山下鄉，到貧窮人中理解
需要， 籌款資肋優秀學生，
又將民間疾苦寫成報告書，交
給政府參考，改革制度。我不
能幫助中國全部政治改革，但
在有限力量中盡了中國人的責
任，親身參与了這大時代的改
進，可算一生最大之樂。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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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於星期一至三：下午一點至兩點，節目如下：

星期一

(粤語)

都市閒情、聖經篇、傾講 8 分鐘、縱橫天下

星期二

(粤語)

生活添姿彩、城市節奏、新聞、滌然小品、牧者情

星期三

(國語)

新聞、健康護理、“我是誰”、海峽兩岸

綱上廣播：全無時空阻隔，與你朝夕相見

佳音社廣播，以前密鑼緊鼓為我
哋 聽眾 籌備 所期 待嘅 愛城 網 上
24 小時廣播，現己接近完成，
將會好快就同大家見面啦，詳情
請 留意 節目 報告 或上 佳音 社 網
址：www.chineseoutreac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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