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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讓我們溫哥華教會的幾個弟兄姊妹有機會去香港參加這個為期

三天的特會，再次感受到了神的大愛。 

這次特會的主題是– 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由謝弟兄主講。三天的主題分

別是：神的豐富、基督的豐富，和教會的豐富。這三個信息是層層遞進的。

初初看到這題目的感覺是這些道理已經耳熟能詳了，又是謝弟兄講，就有

點不是很理解為什麼要再次講這些。 

當聽到第三天教會的豐富時，就豁然開朗了：神的豐富在基督裡，而基

督的豐富在教會裡，教會既然承受了神的豐富，是要將這豐富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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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女就是教會，這兒的“你們”就是我們每一個神家的弟兄弟妹。 

非常喜歡這天弟兄配合的詩歌：葡萄一生的事： 

估量生命原則，以失不是以得；不視酒飲幾多，乃視酒傾幾何； 

因為愛的最大能力，乃是在於愛的捨棄；誰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給人。 

正如有位同行弟兄提到的，我們這次不僅聽到了這道，也在香港教會弟兄姊妹身上看到了這道〜教會的豐富。

無論是機場接送的安排，還是住宿飯食的周到，聚會屬靈的交通，閒暇時間的遊覽，大大小小、點點滴滴，無

一不體現了弟兄弟姊妹的滿滿愛心，感到了神家的溫暖。其中印象較深的一個例子就是弟兄姊妹是分批分批地

來主動陪伴我們，會所的愛宴，外出的就餐，空餘時間的遊覽，

都是弟兄姊妹有時間就自告奮勇地來服侍教會，和我們有各種屬

靈交通。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去太平山頂觀光，不是隨意走走，到

此一遊，而是陪著我們走完山頂的三公里環山路徑，一路交通、

一路介紹各個香港的不同景點，十分感人。原來愛是可以如此真

切的流露出來，讓人溫暖。 

感謝讚美主，這次香港之行，讓我們學會了如何愛人，如何將神

的豐富在教會裡彰顯，在那愛的點點滴滴裡，在小小的禱告裡，

在飯食裡，在不經意的交通裡，在靈裡的扶持裡。是的，正如經

上說的：”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 ： 35）。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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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是豐富的，毋庸諱言。 

這個豐富我們也有了，好像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次去香港的特會，讓我更清楚地領會神的豐富與我

的關係，並且讓我親身體驗這種豐富的實際的彰顯。 

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相比而言充滿著活力，那裡的弟

兄姊妹更是不同，他們將神的豐富很豐滿、很活潑地表

現出來。 

第一，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的整體的感覺是一個身體，

各肢體各盡功用，無論年長的還是年輕的，與整個聚會

很融合。 

第二，服事的弟兄姊妹們間融洽相處，坦誠相見，為人

謙和，相互交通自然。 

第三，與會的人員因為這種自然的氛圍而放鬆，沒有壓

力，很釋放。 

整體的感覺這樣好，沒有周圍環境的問題的攪擾就很

容易地注意到靈裡的帶領，神的信息進入到最裡面。 

感謝主，神的豐富已經由祂完全地傾注在教會裡面，我

們也已經領受了。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也確確實實地

將祂的豐富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這些參加特會的弟兄們也給我看到神的豐富不單

是知識的，也是實際的。 

 

在回程的飛機上，兩位年長的弟兄為了讓身體不適的

姊妹能躺臥休息，讓出座位，使姊妹一人可以有三個人

的座位，他們兩人擠在並排的座位上。這些小的生活細

節將神豐富的愛如此實際地展現出來。 

真的是感謝主，神的豐富的彰顯，有的是從大的方面來

展現，有的是從小的方面來展現；有的是從恩惠中來

見證，有的是從受苦中來見證；有的是從集體中來表

現，有的是從個體中來表達。 

神無盡地豐富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讓我們

活在教會中，使祂的豐富都能從祂眾兒女中流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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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善娟梁善娟梁善娟梁善娟    

一、感受愛心 

從一到達就感受到香港弟兄姊妹的愛心接待與服事。

我們分三批到達，都有安排接機，食宿也都已提前安

排好。弟兄姊妹熱情的服事使我們真的感受到又真又

活的神住在他們裡面，神的愛在他們身上彰顯。連續

幾天，中午教會的負責弟兄請吃飯，晚上會所姊妹們

用愛心做一桌子菜，還有湯水和晚上聚會結束後的甜

點，都很豐盛。 

Wilson弟兄和Janet姊妹在溫哥華時和我們一起聚會，

在香港聚會時又用愛心來接待溫哥華弟兄姊妹，接機、

請吃飯等等，熱心周到。                 (續下頁) 

2 



 

生命園地 第三十二期 2014.12 

 

二、從弟兄們身上看到主生命的流出 

無論長老、執事和年輕的同工都謙卑柔和地服事，用

飯時他們親切地為我們盛湯倒水，主的生命從他身上

流出。那一份真誠的愛心、喜樂、殷勤，在他們身上

都看到。 
 

三、聚會中的聖靈的能力 

第一個聚會開始，帶領詩歌的弟兄使我們感受到神的

能力與同在。那樣連貫，那樣喜樂，那樣對詩歌合適

的領悟與發表。詩歌反反覆覆地唱，唱出了詩歌所表

達的內容，也將所有聚會的弟兄姊妹的心預備好了來

接受神的話語。 

謝弟兄講道後，幾個弟兄很順暢地上去將自己即時的

領悟與感覺發表。他們的發表與聚會配合、與主題一

致，有高度。他們的發表也帶著聖靈的能力，完全不

是重複或總結，而是自己從神話語中領受的亮光。 

他們還都有很強的帶領詩歌的能力，本來以為聚會用

的主題詩歌已經唱得很透了，但每堂聚會在信息之

後，弟兄們分享自己的領受，又再領唱主題詩歌，加

強弟兄姊妹對信息的領受，更進一步唱出了對詩歌的

感覺。 
 

四、詩歌唱得非常透 

唱出了詩歌的感覺， 唱出了對主的愛， 唱出了在主裡

合一的感覺。每個人都是那樣地投入， 那樣地享受，

那樣地滿足！詩歌的唱法多種多樣，弟兄、姊妹、20

歲以下、在職的、信主十年以下、10 到 30 年、30 年

以上的，都分批站起來唱。半樓上的，副廳的弟兄姊妹 

 

 

 

 

 

 

 
 
 
 
 

都詩歌四起， 大家非常快地進入最好的靈裡的狀態、

聚會的狀態。 音響效果也非常好，聽著大家唱的詩，

靈裡就受感動。 
 

五、對下一代的帶領 

兒童的服事、青年人的服事，都有非常細緻的計畫和

安排。有些大專的青年弟兄自動願意接受培訓而住在

會所一到兩年，同過敬虔、節制、追求的生活。有全

時間服事的弟兄姊妹每週一至週五去大學帶領青年人

晨更，帶領他們親近主。教會對兒童，青少年都有帶

領及培訓。          
 

六、全時間服事 

有青年弟兄姊妹接受一至兩年的培訓，蒙主呼召

全時間服事主。其中有幾對是夫婦，家中已有小

孩的青年姊妹都全時間服事。目前全時間服事的
弟兄姊妹約有三十多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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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臺道會所一樓到五樓除了聚會及接待外，還有部

分用來給全時間服事的弟兄姊妹辦公用。 
  

七、接待 

接待我們的住所都安排得很周到。毛巾、浴巾、牙膏、

牙刷、拖鞋，甚至每房間每天都有水果的供應。這些

細節都是他們愛心的流露。每次吃飯都安排有弟兄姊

妹照顧陪伴。 
 

八、身體的軟弱得到更多的愛心照顧 

比如陳沃雄弟兄和水姐在我需要時幫我尋找電梯下

樓，不能走遠的山路時，水姐專門陪伴我留下。還堅

持要我們坐纜車下山以體驗香港的旅遊特色。同去的

弟兄姊妹們也在我軟弱的時候用愛心來照顧我、呵護

我。主豐富的愛通過弟兄姊妹給了我。 
 

九、詩歌分享“主恩更豐厚” 

我自己有非常深的感動和得著。我們如果經歷了詩歌

作者在詩歌中所描寫的神的豐富，那我們的生活該是

多麼豐富！有神的生活才叫富足，無神的生活才叫貧

窮！我們才是名副其實的富二代，因為我們的天父是

至高的神，萬有的主！祂是供應我們今生及至永生的

活水泉和生命糧。我們得著神和基督的豐富，更應在

生活中經歷祂的豐富，在教會中、在弟兄姊妹之間彼

此供應神的豐富，讓神的豐富流出去，通過教會來彰

顯神的豐富！ 
    

    

    

    

    

    

    

    

    

    

主的恩典更豐厚主的恩典更豐厚主的恩典更豐厚主的恩典更豐厚 

1) 重擔越加重，主的恩典越豐厚； 

   勞苦越加增，祂的能力加添； 

   患難正加多時，主的憐憫顯豐盛； 

   試煉越是加倍，主平安充滿。 

副歌) 主愛無限無疆，主恩無可測量， 

   主大能遠越過世人所能想， 

   都從無限無量豐富的主耶穌， 

   主施恩，又施恩，又再次施恩。 

 

2) 當我們疲倦，一切的力量用盡， 

   工作未完成，已感能力不夠， 

   當我們能力的來源已到盡頭， 

   那時父的洪恩正開始傾流。 
 

1. He giveth more grace as our burdens grow greater, 

He sendeth more strength as our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s He addeth His mercy,               

To multiplied trials He multiplies peace. 

2. When we have exhausted our store of endurance, 

When our strength has failed ere the day is half 

done, When we reach the end of our hoarded re-

sources Our Father’s full giving is only begun. 

3. Fear not that thy need shall exceed His provision, 

Our God ever yearns His resources to share;         

Lean hard on the arm everlasting, availing;              

The Father both thee and thy load will upbear. 

His love has no limits, His grace has no measure,     

His power no boundary known unto men;                   

For out of His infinite riches in Jesus                            

He giveth, and giveth, and giveth again.      

生命園地 第三十二期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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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 這次參加香港教會特會，讓我們能夠親身經

歷並能融入香港教會這充滿主耶穌廣大無邊愛的大家

庭。 從一下飛機到最後弟兄姊妹為我們送行，在短短

的四天之內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那時時刻刻、

點點滴滴，讓神的慈愛，信實，憐憫和恩典無不充滿我

的心靈。 

香港教會從長老、執事和弟兄姊妹為我們遠到來的信

徒， 包括17位大陸的信徒的到來做了許多細緻的安排

和預備。儘管沒有機會認識總共 11 位的長老和 37 位

執事，但從許多細節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團體合作的和

諧和默契。 從弟兄姊妹和我們一起進早餐，到晚上特

會後還為我們準備的糖水，從長老為我們端茶盛飯到

自由活動時的噓寒問暖，讓我感覺這不是我第一次來

的地方，這就是我的家、神的家，弟兄姊妹就是我的親

人。但事實是我們都是初次相見。 

香港教會在運作上也有它的許多獨到之處。他們有兒

童組、青年組、成人組和老年組。各個時期針對不同年

齡段，都有不同的聚會和服事， 包括有弟兄姊妹一早

去大學和大學生一起晨更。 聽梁姊妹介紹說，每個聚

會區都有弟兄姊妹的名單，如有發現弟兄姊妹三次沒

來聚會， 就有弟兄姊妹跟進問候。在香港教會中弟兄

姊妹有各種各樣的組合，有哥哥和弟弟、有一家人、 有

幾代人、有弟兄姊妹。他們當中有大學教授、醫生、會

計師等等各種各樣的專業人才。 有牙醫提前退休，全

職事奉主的，有三十多歲弟兄就離職決志全職事奉主

的。他們追求的是基督的豐富，傳播的是基督的福音。 

這次香港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大陸的弟兄姊

妹，通過他們的見證和分享，無不為他們為追求主恩

的豐富，不顧環境的惡劣，一家人、幾代人用各種各 

 

 

樣的方法傳播福音的精神所感動。他們借著出殯的機

會傳講福音， 為的是讓更多的人見證主的愛和憐憫。

他們尋找各種機會在街上發傳單，為的是把福音傳到

更多的角落。 聚會的時候，姊妹們都蒙頭以表對主的

順服。特別是聽了 16 日下午特別交通時，那位弟兄帶

著哽咽的語聲， 含淚的禱告，更讓我明白現在大陸很

多人表面生活得很光鮮、豪華， 內心卻是貪窮無盡， 

他們需要主耶穌愛的供應與恩典的充滿，他們需要基

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小萍姊妹是從西雅圖趕來參加特會的。在電梯上和她

第一次相遇， 到後來短短的交通中得知她幾乎失明。

三年前她弟兄因眩暈症倒地腦部重傷而被主接去，但

是她平靜、 剛強，基督的救恩讓她安然地度過充實的

每一天。她每年都會來參加特會。 

吳慧玲姊妹是這次特會的翻譯之一。17 日下午郊遊的

時候，她趕到太平山頂與我們會合。在一同用餐中，聽

了她的見證和分享， 那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吳

姊妹用她平靜和堅強的語聲告訴我，她弟兄三個月之

前肺癌被主接去。 現在她把婆婆接過來和她一起住，

為的是老人家七年之前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也就是

吳姊妹丈夫的弟弟。七年前他因肝臟出血昏迷，在他昏

迷的三個星期裡，吳姊妹與她的弟兄以及婆婆每天都

去醫院為他禱告祈求主耶穌的大能大愛讓弟弟甦醒、

認識和信靠耶穌。奇蹟出現，弟弟終於在三星期後甦

醒。 甦醒後的第二天，在他神志較清醒之時，關照他

的母親、 太太和女兒信耶穌決志受洗，歸入主耶穌的

名下。只可惜第三天起，弟弟的肝臟又大出血，一個星

期之後被主接去。七年之內失去二個兒子的婆婆這次

特別堅強，吳姊妹說，因為神做了她的救主，憂患、痛

苦、災難，這一切的一切都有神的能力為她遮擋。 主

愛堅固了她的肉身，重擔越加重，主的恩典越豐厚。 

(續下頁) 

5 

豐富的伙食(上圖) 

參與特會的弟兄姊妹與接待的

弟兄姊妹於太平山上合影(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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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地上的我們，是多麼的無奈和軟弱，我感歎，我們

遭遇的所有困苦、艱難和不幸，只能到神面前來解決。

許多事明天會遇到，許多事難以明瞭，但是今天我們選

擇活在主耶穌的愛的應許裡，活在祂豐富的供應之中。

有了主耶穌，我們永遠豐富有餘。主啊，有祢就夠了! 

無論日有多長、夜有多暗，有祢就夠了! 無論事多紛煩， 

境多寂寞，祢的愛深不可測，祢的豐富無可測量! 

從北京來的夏弟兄和梁姊妹夫婦對主的愛充滿無限的

感恩。姊妹隨時隨刻背誦聖經金句，唱吟詩歌。他們倆

不時的笑容使我感覺他們實實在在活在基督的喜樂之

中。儘管姊妹有糖尿病，但是她凡事感恩。她感恩她能

成為神的孩子， 擁有神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現在她每

天都不停地為我們獻上各種精彩的講道、聖經經節和

詩歌的連結。活在主耶穌愛的懷抱之中的她， 每一天的

生活都是那樣的充實和豐富。 

我們一行八人回到溫哥華後，都希望將香港教會弟兄

姊妹對主愛的無限感恩的光景帶回來，也將香港教會

事奉的和諧和熱情帶回來，更願意將我們在香港領受

的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與溫哥華教會的每一個弟兄姊

妹分享。主耶穌的愛讓我們相聚，我們在基督的慈愛中

相處，相處得是那麼的真摯、和諧和溫馨。這是一次豐

富之旅，愛之旅，更是一個難忘的特會。 

    
    

見證主恩的好姊妹見證主恩的好姊妹見證主恩的好姊妹見證主恩的好姊妹    

黃晏黃晏黃晏黃晏    

金秋十一月的香港行，參加主題為“基督那測不透的

豐富”的特會，讓我真實地在香港教會弟兄姊妹的服事

中看到了神的豐富、基督的豐富和教會的豐富，從而真

切地感受了教會 - 神的家的實際。從週五清晨一下飛

機看到許弟兄和 Elaine 姊妹來接機，到週一午後在太平

山頂唐弟兄將我送達中巴去搭乘機場專線離港，我都

沉浸在暖暖的無比感恩的被關懷之中，這其中美好的

點點滴滴不是我能盡數的。 

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對教會的歸屬和熱愛深深地感

動著我，這其中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兩位相處僅僅幾

小時，卻熟悉得好似親人般的好姊妹，小萍和水姐。 

 

 

 

 

 

初見小萍，是週五初到港時在窄仄的 17 樓電梯口，她

溫婉的笑容讓我一看見她就很喜歡。但我們沒有機會

交談。周日的早餐她與我們正好坐一桌， 我們便開始有

了交通。我瞭解到她在香港教會長大，現居西雅圖。讓

我十分錯愕和難過的是，十多年前她的中心視力就逐

步失去，目前她近似瞎視；而兩年前她摯愛的丈夫也

突然間離世。我不知道怎麼把話題接下去，她卻依然平

和坦然地告訴我們，她相信父神永不會錯，她信靠主並

學習適應和接受。 

餐後，我們走在回會所的路上，我想扶著她，她卻輕輕

地挽著我的胳膊，說這樣就行。我被她這樣地挽著，心

裡湧出一股暖流，感覺是那麼的親，有一種力量從她傳

遞給我，她在苦難中的毫無苦澀和對神沒有半點質疑

的態度激勵著我在心中感謝讚美我們的神，我沒有任

何理由不愛主耶穌基督，祂在我們姊妹身上成就的是

何等廣大的愛，何等高深的智慧！ 

小萍姊妹與我一同回到住宿門口，請我將一同從溫哥

華來的姊妹們的名字寫下來給她，她要為我們提名禱

告。我被她的良善吸引，好願意多一點時間與她在一

起，就主動地要求與她待會兒同座搭乘教會安排的專

車去亞洲博覽中心的主日聚會，她欣然答應。 

在排隊候車時，有好多的姊妹親熱地問候小萍姊妹，我

聽不懂她們說了什麼，我聽得懂的是一連連喜洋洋的

小萍、小萍的喚聲。我完完全全地被一種真正大家庭裡

的姊妹之間和融融的氛圍感染。神的家就應該是這樣

的和睦與喜樂！                                                      (續下頁) 

黃晏姊妹(右)與

小萍姊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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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上，我們一秒都沒停止過交通！平日裡就喜歡說

話的我，這時卻十分樂意地傾聽小萍姊妹的分享，她分

享在教會姊妹們要如何配合弟兄們的帶領，如何照顧

關懷軟弱中的姊妹，如何體恤在難處困境中的肢體，真

正看到並感恩主在我們軟弱和剛強中的引領，從在艱

難痛苦中依然渴慕追隨主的姊妹身上反思和察驗自己

對主所付的代價。她沒有絲毫的教訓之詞，但在她分享

的見證和聖經的經節中，讓我又一次體會到“神的道

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

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

主意都能辨明。”(希伯來書 4 ： 12) 

到了偌大的亞洲博覽中心，從各個分區來的弟兄姊妹

如潮水般地湧入大廳，小萍姊妹笑問我，是否感覺像到

耶路撒冷過節，我驚奇這樣壯觀的聚會場面，不由得又

興奮又感歎！神的家，我們的家好大！ 

在聚會開始前，我向小萍姊妹提及了我在生活和工作

上的種種不順，小萍姊妹勉勵我不要問神“為什麼

(Why)”，只要問神應“做什麼(What)”或“怎麼做

(How)”，她告訴我在失去寶貴視力和摯愛的丈夫後，

她學習了盲文和們運用盲杖，如今期望無人駕駛的汽

車出品後，她也能自駕出行了。望著她溫和而又充滿希

望的面容，我的眼眶又濕潤了，姊妹每天經歷主恩豐厚

的供應，又運用這種屬天的智慧和恩賜來服侍人並榮

耀神！她沒有顧念自己的缺失，卻將全有、全足、全豐

的神在世人面前做了一個有力的見證，讓更多的人得

著救恩，使更多的人得到造就。 

主日聚會結束後，小萍姊妹要去參加另一個長執服事

的營會。我依依不捨地與她告別，卻又近距離接觸到另

一位個性十分明朗而熱忱的姊妹，她就是水姐。 

水姐姓水，是香港教會梁長老的妻子，我們大家都十分

自來熟地叫她水姐。其實，我們週五一到會所，就已經

認識水姐了，但當時我們都叫她梁師母。週五晚聚會結

束後，她領我們到四樓的飯廳享用甜點，瞭解到我們有

一位姊妹身體不適，就親自前往宿舍看望姊妹，噓寒問

暖，十分的周到和耐心。 

周日晚，在銅鑼灣的黃弟兄與姊妹宴請我們從溫哥華

和北京來的弟兄姊妹，水姐仔細地安排我們一路的交 

通，堅持要親自帶我們去乘地鐵。弟兄姊妹們用盡了

辦法向她證明我們對香港交通的熟悉程度，並保證一

定會安全地往返，她還是指引到地鐵口。 

週一整天都是水姐做我們的嚮導，從一大早的早餐開

始，她就忙開了，介紹香港人一天的生活、吃、住、

行。然後我們乘坐專門租用的一輛中巴車，還有幾位

香港教會的弟兄姊妹陪同。水姐坐在車門口，用話筒

給我們解說這天港島一日遊的各個景點：東隧，大潭

大壩，赤柱碼頭，美利大廈，淺水灣，一直到太平山

頂，沿途的路標，有名的建築物，經過的分區聚會所

等等，她都一一介紹，沒有絲毫馬虎。我並不是第一

次來香港，但沒有哪一次感受到過如此溫馨而詳盡的

導遊介紹。這次眼中看到的香港是如此的美好，如此

的人聲鼎沸卻又秩序井然，港人是如此的忙忙碌碌卻

又兢兢業業。 

在太平山頂，水姐特別照看了因處理網上登記事宜而

掉隊的我，她耐心地等我辦理完之後，領我首先在太

平山頂的一側專門俯瞰了大自然-神的創造之美，還

特地幫我拍照留影。然後再帶我趕上大隊伍去看看對

比世界的繁華。在太平山頂，經由水姐的指引，我看

到了神的創造和人的建造，又一次體會什麼是不朽，

什麼是變幻！ 

短短幾天的香港行，全有、全足、全豐的神領我認識

了許許多多願為主擺上，並用他們的時間、精力與神

賜予的恩賜忠心榮神益人的弟兄姊妹。他們成為我的

榜樣，願我也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與弟兄姊妹一同建

造神的家，我們的教會！ 

弟兄姊妹與梁長老、梁師母合影(前右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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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aise the Lord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special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on November 14 to 16, 
2014.  I had always wanted to go in the last few years, but the Lord did not open the door.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Lord 
gave me the green light this time because I was free from suffering the jet-lag phenomenon entirely. 

The topic on the conference was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The subjec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titles. The 
first meeting was on "The riches of God." The second meeting was on the "The riches of Christ." The third meeting was 
on "The riches of the Church." 

God is Almighty, all inclusive, all sufficient, complete and abounding in goodness and truth (El-Shaddai).  He is indeed 
the great "I Am."  Such a living God lives in us, but frequently our daily experiences do not reflect such a reality. My ex-
periences tell me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disconnection and distance between me and my God - the main rea-
son for such a discrepancy is little faith. 

For myself personally, sometimes it is easy to know this in a theoretical way as head knowledge, but practically, it is 
hard to exercise faith in a real way.  The message that touched me the most was the first meeting.  I think the 
main issue is I need more faith and the DAILY salvation of my soul. During the conference Abraham was mentioned 
constantly.  Abraham wa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 Abraham was so obedient and possessed an unwa-
vering faith to the point that he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his only son on the altar. 

But even a man of such caliber failed at least three times. Firstly, Abraham told a half-truth lie concerning Sarai in front 
of Pharaoh.  He then mad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in front of King Abimelech. Lastly, he heeded the voice of Sarai and 
took Hagar, her maid, as concubine. However, ultimately, his strong faith came through and God's promise was fulfilled 
that Abraham became the father of many nations and many kings. I believe the key lesson I learned from Abraham is 
that I should not quit when I encounter failures but just to keep on walking with the Lord and to keep on reading the 
scriptures daily. 

The hymn written by Anne Johnson Flint touched the core of the second meeting. "He giveth more grace when the bur-
dens grow greater. He sendeth more strength when the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 He addeth His mercy. To 
multiplied trials, His multiplied peace". The biblical verse that has stayed with me since the conference is 2 Corinthians 
8:9: "For you know the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t though He was rich, yet for your sakes He became poor, that 
you through His poverty might become rich".  I have to embrace both the Bible verse and the lyrics of the song every 
time I encounter trials, pressures of lif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that arise. The song continues with comfort and en-
couragement by saying: "His love has no limit, His grace has no measure ,His power has no boundary known unto 
men.  For out of His infinite riches in Jesus, He giveth and giveth and giveth again". I am thankful to God for his infinite 
riches and grace.  

The trip to Hong Kong create a new insight and perspective with 
regards to living the Church life. I think I tasted a bit of the 
Church depicted in the book of Acts. I had the chance of stay-
ing, going to the meeting, praying, eating and sightseeing with 
the saint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Canada together for a 
few days. It was a joyful experience and I also got to know the 
saints from Vancouver whom I travelled with in a more intimate 
way.  It was filled with a few days of sweet fellowship.  
The saints in Hong Kong are full of riches - riches in hospitality, 
riches in praying, riches in testimonies, riches in fellowships, 
riches in singi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riches in providing good 
and tasty foods. Their riches in care, concern and happiness 
are unparalleled. Undoubtedly, it was a great privilege to know 
them and experience their brotherly love.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church life in a practical way.                                                                         

Brother Daniel WongBrother Daniel WongBrother Daniel WongBrother Daniel W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