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14

年
 1

1
月

 2
73

期

只有一本
為何有這麼多版本?

《聖經》和現代書籍不一樣，不

是一位作者埋首努力下寫成，它是在

聖靈引導下，出自多位作者之手筆，

並分別以希伯來文、亞蘭文和希臘文

三種文字寫成；歷經千年，藉著信仰

群體的收集和編纂過程而成。諸位作

者的手稿，基於古時書寫所用的材料

和年代久遠，都無法存留至今。現在

留下來的，只是數萬份的抄本和部份

手稿（manuscripts and fragments）
，經學者們努力，才編輯成為今天的

《聖經》版本。

不同語文翻譯
中世紀西方教會以羅馬為中心，

主要語言是拉丁文；當時拉丁文《聖

經》以耶柔米（347-420 AD）翻譯的

譯本Vulgate為主導。耶柔米修訂當時

的拉丁文新約譯本（Vetus Latina），

把舊約重新從希伯來翻成拉丁文，歷

時23年（382-405），成為中世紀天

主教的權威《聖經》版本。

一位慕道朋友跟我說，她

想看《聖經》，但不知應看那

一本？我回應說教會常用那本

不就可以嗎？她卻這樣說： 

「那本閱讀起來不習慣，想是

你們香港人翻譯吧？（她知道

我來自香港，而教會發展初期

也多是香港信徒），我們來自

國內，覺得文字怪怪的，讀

起來有點不順的感覺，有沒有

一本是國內版呢？」她隨後又

說：「不，不，其實我最想讀

是原裝版本… .」這位慕道朋

友問對了問題，本文嘗試從 

《聖經》翻譯簡史和翻譯理論

等不同角度分析，讓讀者瞭解

不同譯本的來源和特色。

謝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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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翻譯成不同國家語言，主

要來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文藝

復興運動可說是一個托古復興運動，多

年的十字軍征戰，讓西方再次從伊斯蘭

世界中得回不少古代文獻；一時之間振

興了古代語言和經典研究，其中包括希

臘文和希伯來文。隨著14世紀以降，

教會內更新改革之聲日益高漲，不少教

會有識之士把《聖經》翻譯成為本國語

言改革之路，其中包括英國的威克理夫

（Wycliffe）和匈牙利的胡斯（Hus）
。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大盛時期，馬

丁路德翻譯德文《聖經》於1522年面

世，接著是荷蘭文（1526）、捷克文

（1549）、波蘭文（1563）等相繼出

版。

英文《聖經》的翻譯
1611年，在英皇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I）欽命下翻譯而成的英

皇欽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又稱

King James Version，KJV），數百年來

成為全球英語世界的標準英語《聖經》

。欽定本在英文翻譯史上是劃時代的鉅

獻，體現翻譯「信、達、雅」三大原

則，以接迎原文意義和文字結構（信）

為主導，配以行文流暢的英語（達）、

文字優美（雅），是近代英國文學的經

典，影響整個英語世界。

隨著英語變化和《聖經》研究發

展，學者對英皇欽定版有多次修訂，

分別產生了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ASB)，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 
及近年出版的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等，都是按照欽定本的傳統，以

較貼近原文意義和文字結構（信）、流

暢的英文（達），以及努力保留優雅文

詞（雅）。

與此同時，《聖經》翻譯興起以

「達」為基礎的理論，稱為「意義平

行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

儘量以現代語句或諺語翻譯《聖經》的

文字，在不違反「信」的大前題下，

卻以「達」為主導。在這方向下，相

繼有Good News Bible, Contemporary 
English Bible，the Message等版本面

世。今日教會十分流行的新國際譯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可

說是結合兩者翻譯理論的結晶，因為它

忠於原文、又易讀，遂深受現代教會的

喜愛。

中文《聖經》的翻譯
中文《聖經》翻譯最早是唐朝，

基督教派Nestorians傳入中國，稱為景

教，傳教興盛二百年，直至唐武宗會昌

滅法為止，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都有記載；當時把部份新舊約翻譯成中

文，可惜隨著景教在中國消聲匿跡而失

傳。

天主教於元明朝間傳入，旋即開始

翻譯《聖經》，有一定的成果。基督教

的譯經要到19世紀初才開始，英國倫

敦會傳教士馬禮遜（Morrison）1807年
來華，於1813獨力完成《新約全書》

，在傳教士米憐（W.C. Milne）協助

下，1819年底完成新舊約翻譯，1823
年在馬六甲出版，名為《神天聖書》

。與馬禮遜同期，英國浸信會在印度

傳教的馬殊曼亦進行中文《聖經》翻

譯，1811年完成新約，1822年完成新

舊約，同年出版。馬殊曼的譯本雖然比

馬禮遜譯本較早出版，由於後者在中國

翻譯而成，一般都以其為第一本中文 

《聖經》譯本。這兩本翻譯面世後，大

大幫助福音在華人世界傳播。往後20
年間，傳教士不斷有所改進和更新。

1842年鴉片戰爭，中英訂立南京

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為宣教工作帶來

很多新機會。宣教士十分逼切要出版一

本詞彙統一，翻譯完善的中文《聖經》

，遂於1843年有15位英美代表在香港

召開的會議上成立委辦會，開始《聖

經》重譯工作，《委辦譯本》於1854
年出版，可惜沒有達到原先統一譯本的

目的。過程中浸信會中途退出，譯者在

神學立場上也有不少分歧，例如名詞的

不協調（如“神” 或 “上帝”），難

阻了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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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語文的發展，在文言文

外，較通俗的淺文理和當時朝庭通用的

官話（白話、國語）需求，《聖經》翻

譯也隨這方向發展。在19世紀中葉至

20世紀初，各宗派有自己的翻譯，對

剛建立的教會來說眼花潦亂，出版統一

的譯本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和合本的面世
1890在上海舉行合譯大會，決定

成立三個不同翻譯委員會，分別譯出

深文理，淺文理和官話譯本；前兩個

委員會最後合而為一，《文理聖經》

於1919年面世。《官話和合本新舊約

聖經》（後簡稱和合本）是傳教士歷時

27年的努力，於1919年出版，譯者以

「忠於原文」和「重視意義上的準確」

為指引，慕求文字更清楚、更優美，為

教會提供一本忠於原文，又讓讀者容易

閱讀的譯本。

隨著白話文運動發展，文言文漸

漸失去地位，白話文成了國人書寫的主

流，《和合本聖經》也成為華人教會信

徒最喜愛的譯本，其地位彷如英文的英

皇欽定本一樣，是劃時代的貢獻。自

1919年以降，和合本與華人教會一起

成長，其優美的文字是詩歌創作的基礎

用語，是千千萬華人信徒屬靈生命成長

的「神的話語」。

自和合本面世後，《聖經》研究

突飛猛進，許多考古和經文研究對翻譯

提供新的亮光。當年的翻譯是處於白

話文發展初期，此後幾十年中文不斷發

展，許多詞彙已不復使用，對現代人來

說，和合本已經有點像古文了。所以到

了70年代，出版了不少新譯本：有強

調意義平行的《當代福音》、《當代聖

經》、《現代中文譯本》；有呂振中一

人成力重譯的《呂振中譯本》，有沿用

和合本傳統的《聖經新譯本》等。60
年代末，70年初可說是華人教會翻譯

《聖經》的新里程；隨著大陸變色，華

人教會分別在台灣、香港和海外發展，

新一代華人學者在70年代漸見成熟。

昔日和合本翻譯主要是西方傳教士的

工作，華人領袖只是輔助參與，當時教

會漸有共識：華人學者要起來承擔《聖

經》翻譯的工作。《新約全書新譯本》

於70年代出版，《聖經新譯本》於90
年初出版，是第一本全由華人學者翻譯

的中文《聖經》。

到了80年代，和合本修訂、新標

點和合本相繼出版，都是嘗試更新和

合本的努力。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港

台三地接觸頻繁，中國內地教會迅速發

展，三地語文的獨立發展和匯流，《

新漢語譯本》翻譯工作亦隨著需要而

產生。譯經工作於90年代開始，新約

於2010年完成，舊約估計於今年內完

成。《聖經》研究要不斷進行，語言也

會不斷發展，所以《聖經》翻譯是不能

停止的工作，每個世代都需要向該世代

說話的譯本。

應該選用那一個版本呢？
和合本、新譯本、現代中文譯本，

還是新漢語譯本呢？正如英文《聖經》

一樣，應選KJV，NIV，ESV或CEV？在

這篇簡史中，我們看到KJV與和合本都

處於教會經典譯本的地位，自有它的優

點，KJV的優美文字，不少人認為是英

國文學的傑作；和合本行文優雅，亦非

現代譯本可媲美，它們至今仍是教會的

主流《聖經》譯本。然而，基於《聖

經》研究和語文發展，新譯本自有其貢

獻。新版本按照原文翻譯，在不少地方

提供更準確的文詞，而那些以意義平行

對等的譯本，對信徒把握經文的現代意

義有一定的幫助。信徒其實不要只選擇

一種譯本，而要借助不同譯本的長處，

以達到更深入明白《聖經》為目標。

研經者應備中文《聖經》譯本舉

例：和合本、新譯本/新漢語譯本、現

代中文譯本/當代聖經等。若能閱讀英

文，KJV/ NASB/ RSV/ NKJV/ ESV;Good 
News Bible/CEV/ the Message等譯本對

研經也有很大幫助。

不同譯本的例子。 
《哥林多後書》8:16

16 多謝神，感動提多的心， 

叫他待你們殷勤，像我一樣。 

（和合本）

16 感謝神，他把我對你們那樣 

的熱情，放在提多的心裡。 

（新譯本）

16 感謝上帝！祂感動了提多的

心，使他像我一樣熱誠地關懷

你們。 

（現代中文譯本）

以上三個譯本，新譯本最接近原

文的文字結構，是直譯本的譯

文：神把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熱

情，同樣放在提多心中。可是，

何謂把熱情放在提多心中？和合

本則以中文文法角度稍作調整：

神感動提多的心，使提多對哥林

多教會的殷勤，像保羅對他們一

樣。現代中文譯本更進一步解釋

何謂熱情或殷勤，稱之為：熱誠

地關懷你們。

新譯本按照原文，道出是神把 

「熱情」放在提多心中；其他兩

個譯本以神作為「感動」的因，

而熱情是感動的果。兩者都是把

神作為主動的角色，但前者說明

是神將熱情放在提多心中，就比

感動更加強調這熱情全出於神。

現代中文譯本把殷勤或熱情引申

為「關懷」，更具體把意義更傳

神地表達出來。

（作者為北約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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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兒童《聖經》是否真的《聖經》，

其中一個入手方法，是從編輯的意向

（editorial intent）展開探討。兒童《聖經》

，概括地可分成兩大類。一種是把成年人閱

讀的《聖經》，一字不漏地直接編寫，配以

顯淺的英語翻譯，再加上小量吸引孩童的圖

畫及設計，便成為一本兒童《聖經》。這

些通常都是適合年紀較大的孩童閱讀，例

如“The New Adventure Bible” 或 “NIrV 
Kid’s Study Bible”。這類兒童《聖經》，除了

較易閱讀（閱讀並不等同理解），基本上與

一般《聖經》沒有分別。相信這並不是本命

題探討的《聖經》，所以本文不作深入討論。

另一類型的兒童《聖經》，是以圖畫

或連環圖的方式，配上簡單淺白的文字來吸

引讀者。這種繪本式《聖經》的讀者對象，

可以是由幼童至青少年。內容主要是把《聖

經》的敘事文體簡化成故事，並以時序的方

式編輯成書。“The Beginner’s Bible”，“Jesus 
Storybook Bible”，“Picture Bible”，與 “The 
Action Bible” 等等也屬於這一類《聖經》。正

如前言所說，這類型的《聖經》，可否真的

稱為《聖經》呢？我試從這方向展開探討。

兒童繪本《聖經》的文本內容雖然取材

於《聖經》，但通常是作者、編輯或編審委

員會決定選用那些材料。正因如此，編輯的

意向便主宰了繪本《聖經》的內容。首先，

當編輯或作者以未成年的讀者為對象，他們

選材時，都會傾向選用一些適合讀者年齡的

內容。例如，當處理《聖經》對人類罪惡行

為的深刻描寫時，都會有意輕輕地帶過，甚

至刻意刪除。

此外，礙於型式的限制，圖畫《聖經》

絕大部份的內容，只能取材於《聖經》的敘

事文體。相比之下，對《聖經》其他文體

的處理，例如：詩歌、智慧文學、先知書、

書信及天啟文學等，便顯得非常無力。事實

上，《聖經》全書的內容，只有少於一半屬

於敘事文體。所以總不能說，內容欠缺的 

《聖經》便是《聖經》。

我們相信沒有圖畫《聖經》的作者或編

輯，會有意用兒童讀物取代《聖經》本身。

繪本《聖經》的目的，是採用適合讀者年齡

的媒體，闡明基督福音的真道。因此，圖畫

《聖經》的意圖是詮釋，不是翻譯。它們是

認識《聖經》的工具，並非《聖經》本身。

可是正因為如此，作者或編輯很多時候

都會老實不客氣地，把自己的神學觀，讀進

這類兒童《聖經》中。雖然大部份帶有神學

側重的詮釋，都是無傷大雅不同宗派性的偏

重；但是孩童若在不知情地把這些側重放大

成真理，對他們的屬靈成長實在無益。父母

和師長有責任引導孩子，使用這些認識《聖

經》的工具。因此，若非礙於教育背景，父

母和師長也應該持續進修，作個好榜樣。除

了主日學外，在大多市都有許多進修或自修

的機會。我們作為基督門徒，理應時常裝備

自己，以便好好培育下一代。

試想想，一家人都能在真道中成長，

晚上自然地一起讀《聖經》（圖畫《聖經》

也無妨），然後悠閒地分享神在自己生命中

的點滴，這不正是《申命記》所描繪的圖畫

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
上，也要慇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6
：4-9）這幅美麗圖畫，其實可以是屬於您和

您一家。希望此文能吸引閣下嚮往神話語的

甘甜，拿起《聖經》，與家人一起閱讀，蒙

受主恩。

（作者為美堅堂兒童事工傳道）

阮仲謙

「 兒童圖畫《聖經》算是《聖經》嗎？」這是一個有趣的討論命題。

信徒們有適當的探討，可以令基督徒父母，或者基督教的教育工作

者，對一些慣常使用的福音工具或材料，能夠作出一點反思。

       Is Picture Bible a Bible?
兒童圖畫
	 		算是《聖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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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搬離住了幾十年的家。我一邊收拾，一

邊十分不捨地四處環顧。

孩子長大相繼離家，各自建立事業和家庭，

這幢一家人曾經共同擁有的房子，已漸漸成為空

巢。近年我和丈夫經常外出旅遊、短宣，或探望遠

方的孩子，房屋大半時間都空著；該是時候從寬大

的獨立屋遷入公寓了。住了那麼多年的老地方，累

積了太多東西需要處理，該丟的丟，該送的送。

當我把目光轉向書櫃，看到書櫃的舊《聖

經》，不禁帶來無限回憶。面對各種版本的《聖

經》：漢語、英語、雙語、啟導版、串珠、紅線、

皮面、平裝、袖珍…我遲疑著，到底該如何處理

呢？我對自己說：「選出最想保留，最有紀念意義

的《聖經》吧！」我從書櫃抽出三本，大概是最舊

的那三本。我再次審視著翻閱一番，許多難忘的回

憶浮上心頭……

第一本：想起全家去教會美好時光
這本《聖經》是屬於我個人的第一本書。

我出生於基督徒家庭，有十分敬虔的父母。

記憶中，每週日都是全家人一起上教會，風雨不

改。主日早晨穿著整齊準備出門，爸爸總提醒要帶

自己的《聖經》：「參加主日敬拜和主日學，怎能

沒有《聖經》呢？」我們家離教會頗遠，需乘搭公

共交通才能抵達，一家人都是各自攜帶《聖經》去

聚會。爸爸常說：「到教會敬拜上帝是最光榮的

事，基督徒帶《聖經》是美好的見證，不必介意途

人怪異目光。」

我擁有第一本《聖經》，應該是唸小學二年

級時。爸爸鄭重其事地和我相約，趁星期六下午他

不用上班，帶我乘渡輪往當時香港最大的基督教書

店，專程去選購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那些年

代漢語《聖經》款式不多，清一色都是和合本，分

別只是字體的大小，有否注釋和包裝不同而已。我

猜爸爸明白到我識字不多，尚未養成閱讀習慣，能

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是十分興奮的事。

回來後，爸爸在用秀麗的字體題上我的名字，讓我

對這本《聖經》愛不釋手，如獲至寶。

爸爸教導說：「《聖經》十分奇特，是影響

人類最深最廣的書。雖然它不是聖物，不是人敬拜

的對象，但其中記載上帝的話，值得我們尊重它、

愛護它，因此我不把它當墊子用，暑熱天氣不拿它

當扇。從今天起，你要多認識它，熟悉它的內容，

遵守它的教導，更要讓它成為你生命中最好的朋

友。在閱讀時，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問爸爸、

媽媽或哥哥。」

這本《聖經》成為我啟蒙時期的良伴。今天

捧著這本殘舊脫落的《聖經》，讓我想起全家歡喜

快樂到教會的美好時光。

第二本：見證我屬天新生命開始
這本《聖經》內頁有爸爸媽媽親手抄寫金句

的筆跡。

給最愛的玲：「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
：17）媽媽「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
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
和華，遠離惡事。」（箴3：5-6）緊記！緊記！爸

爸。1965年9月20日

1965年9月20日是我受浸的日子。那年剛完成

初中第一年，8月底與摯友一同參加教會舉辦的少

年夏令營。我當時抱著玩玩、散散心的心情參加，

沒想到神有祂的計劃和美意。講員的信息讓我清楚

鄭偉樑

《聖經》是西方文明進程中一部重要的典籍，《聖經》除了是上帝曉諭世人的

真理，也開啟許多國家民族的心靈。福音來華二百年，對中國民生、文化歷史

等帶來鉅大影響，在個人靈性培育方面，無論是人生那個階段，都得到幫助。

以下是一信徒的人生體會，道出《聖經》如何陪伴她一生成長。

三本別具意義的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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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主耶穌降世，為了尋找失喪的人。

在聖靈光照下，我看見上帝的聖潔和自

己的污穢。衣服骯髒，尚且需要盡早

把它洗乾淨。今天上帝說：你的心骯髒

了！怎能不著急，不把心靈也洗滌乾淨

呢？講員引用大衛的禱告：「求你用牛
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
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
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神阿，求你為
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
靈。」（詩51：7-10）

這段經文大大打動我的心：「主

啊，我的罪像硃紅、如丹顏，真能變成

雪白麼？祢真能把我洗滌乾淨嗎？」當

講員呼召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
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
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
席。」（啟3：20）主耶穌好像就站在

面前，慈聲呼召我打開心門讓祂進來。

我怎能無動於衷，拒主耶穌於門外呢？

我還高興地發現，當我回應主的呼召，

好友也作了同樣的決定。從那天開始，

我們便成為一生最交心的好姊妹。

從夏令營回家，我把決志的好消

息告訴爸爸媽媽。他們得知後，雀躍地

擁抱我，眼眶帶著激動、喜悅的淚水。

爸爸說：「感謝主聽了我們的祈禱，從

今天起，我們一家人同走天路！在你受

洗大喜之日，爸媽要特別送你一本《聖

經》。」

浸禮後，手拿著爸媽送的新《聖

經》回家，關上房門，細讀爸媽抄寫的

金句，再把我在夏令營學到的經文，用

紅筆一一劃上線。這本《聖經》見證著我

新生命的開始，也滿載著父母的祝福和

叮嚀，是一定要保留下來的《聖經》。

第三本：
�陪伴我在北美生活四十年

這是一本英漢雙語《聖經》，每頁

有兩欄，一欄是中文（和合本），另一

欄是英文（King James Version），陪

伴我在北美生活40年。

七零年代初期，我得到父母支持，

到美國南部一所女子大學升學。出國

前，我特別選購這本英漢雙語《聖經》

，因為當年美國南部不是華人聚居的地

方，我想既然來到西方學習，理應加上

生活與文化體驗，熟悉英語《聖經》，

能幫助我適應當地語言。

大學校園有不少以本地人為主導的

基督徒學生團契，如學園傳道會、導航

會等，我經常參加查經班，研讀聖經，

結交許多至今仍有聯繫的摯友。校園裡

也有不少華裔學生，有些早年隨父母移

民，不懂漢語，或者只聽得明白，能簡

單對話，卻不懂漢字；也有些是留學

生。我參加華人基督徒查經班時，必須

中英雙語，或國粵英三語。如此一來，

從香港帶來的英漢雙語《聖經》便大派

用場。

回頭看，北美華人基督徒熟習英文

《聖經》是很好的裝備。後來我在北美

定居，縱然參加華人教會，由於熟習英

語《聖經》，為我帶來許多事奉機會。

每逢教會舉行雙語聚會，需要即時傳譯

或教導下一代，我都有服侍的機會。

40年來，這本身經百戰的《聖

經》是我事奉不可或缺的工具，更成為

我與主耶穌親密相會的平臺。在多處

經文旁，我記錄了神垂聽禱告的證據；

也是這本《聖經》，伴我走過許多人生

低谷，歷盡無數風風雨雨：有些頁數泛

皺，留下我淚痕的印記；有些常用章

節，長期翻閱呈現磨損，猶如飽受風

霜；有某處提醒我父母離世時，如何從

哀痛中走出來；那處記錄丈夫失業，我

們如何從徬徨變為有指望；還有一些地

方見證我患癌接受化療時難熬的日子。

若沒有上帝的話，我怎能跨過許多人生

低谷呢？

奈何近年視力退化，這本《聖經》

的細小字體，不再是我疲弱的眼睛所能

閱讀。去年，我和丈夫各自選購了大字

版《聖經》，看來，這應該是陪伴我返

回天家前，最後一本《聖經》了！

《聖經》和合本知多少？

《聖經》和合本是今日華人最普

遍使用的《聖經》譯本。在和合

本問世前，各國宣教士翻譯了不

同版本的部分《聖經》，使用的

詞語概念不一，結果不同地方

的基督徒講解都不一樣。1890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

決定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 

《聖經》。當時中國政局動蕩，

經歷甲午戰爭、義和團混亂、辛

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和合本《聖

經》最後完成翻譯，1919年面

世。

1919年和合本《聖經》出版意

味深長，正好趕上五四運動和新

文化運動的開展，不少學者認定

這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似乎上

帝看不見的手也開啟中國歷史新

一頁。新文化運動以語言革命為

先導，白話文是當時新舊文化論

戰的焦點。魯迅的《狂人日記》

是白話文作品的代表，而和合本

《聖經》早在這小說發表前20多

年，已經用白話文進行翻譯。那

時官方語言是文言文，白話文被

罵作下等語言，皇帝大臣絕對不

用，就連窮酸文人都不屑使用。

然而，至高的上帝卻選擇視為下

等人的語言，讓「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福音真理就用了人

能明白、能懂的語言傳遍大地。

和合本《聖經》對白話文普及發

展有相當大的積極影響，許多文

詞更成為常用語，例如「以眼還

眼」、「以牙還牙」、「代罪羔

羊」等。還有漢語新式標點符號

的形成，也直接受益於和合本翻

譯。今天普世華人使用白話文閱

讀、寫作和交流，與和合本《聖

經》面世有莫大關連。上帝的話

進入漢語世界，也改變著這個古

舊語言成為聖言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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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的耶和華，祢是

至高無上，萬軍之主、萬

王之王。從日出之地，到

日落之處，祢的名在外邦

中必被高舉，尊為至大至聖。整個宇宙，整個世界，天上地

下穹蒼中一切萬物，都要向祢俯伏敬拜。

阿爸天父，我們今天看見在這個世代的兒童青少年中，

已經牽起一場浩大的屬靈爭戰。求祢開啟我們心靈的眼睛，

洞察這場爭戰的真確性；更清楚看見世界許多角落，有無數

的兒童和青少年正受到欺凌、強暴、飢餓、被剝奪一切的權

利，不能上學，甚至被販賣。噢，主啊！願祢的恩典憐憫臨

到這些孩子身上，願祢拯救的真光，祢的公義與盼望圍繞他

們，就好像眾山圍繞耶路撒冷一樣。

阿爸天父，我們看見年青一代正受到許許多多的引誘和

捆綁，他們受到惡魔的捆綁，黑暗勢力的操控。他們沉淪色

情的誘惑，毒品的禍害，電腦網絡虛幻的世界；小小年紀，

內裡卻滿是污穢與黑暗。求真理的靈和十架的救恩親自臨

格，保護他們的身心靈，賜下祢的挽回、恩典和憐憫。

阿爸天父，我們又看見年青人被這個邪惡世代的歪理深

深吸引，無數青年人被謊話欺騙，走向敗壞滅亡的道路。主

啊，願祢粉碎撒但那惡者一切的虛謊，除去所有騙取生命的

事，親自介入青年人的生命中；我們深信惟有在創天造地真

神的愛裡，他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價值和肯定。

阿爸天父，我們看見許多年青人的夢想被摧毀，他們

的生命被搶奪，前途被破壞，前景灰暗洶湧。縱然看似絕望

難堪，但我們仍然深信祢的旨意高於一切，祢定意要在這場

屬靈爭戰中，興起大衛的一代，興起一隊又一隊屬靈的青年

軍隊。你要逐一的挽回，讓他們看見人生真正的盼望是來自

阿爸天父。願阿爸天父的愛除去他們心中的黑暗、憤恨和沮

喪，願祢的愛賜給他們最大的醫治。我們看見這些屬靈的青

年軍隊有盼望、有理想、有承擔，心中常常有主，不單顧自

己的事，更關心社會，憐憫窮人，顧念孤兒寡婦，他們渴慕
祢的話，有更新禱告的靈。

阿爸天父，當祢興起大衛的一代，興起這些兒童青少

年的軍隊時，但願華基聯會每間堂會的每一個兒童和青少年

人都在其中。當祢的呼召大大臨到他們身上，願他們都能細

心聆聽，有敞開的心靈作出回應。求祢幫助他們認識祢時，

不單是頭腦上的認知，在心靈和生命中都能親身經歷祢的同

在，有在地如同在天一樣的體會。當新一代兒童和青少年得

著復興，他們就能改變世界，向全地宣告祢的名。

阿爸天父，我們又為到

不再年青的弟兄姊妹禱

告。願祢的靈火今天大

大挑旺，對他們說話。

願祢醫治的靈在眾弟兄姊妹身上顯現，潔淨撫摸各人的身心

靈，教導他們如何做個屬靈的父親、屬靈的母親，好好牧養

下一代。因為祢曾說：在這末世的一代，為父的心要轉向兒

女，叫叛逆的人轉從智慧的人，預備合用的百姓。

阿爸天父，求祢祝福加拿大，幫助我們繼續祝福以色

列，祝福祢的選民。幫助我們在世界的黑暗不斷擴張時，仍

然靠著主的恩典站立得穩。當我們看到邪惡的新勢力不斷擴

大時，我們知道這不是單憑軍事策略、科技、教育便可以解

決；惟有耶穌基督的寶血，十架的大能，才可以戰勝一切的

罪惡。願祢的福音傳遍大地，願祢打擊惡人的膀臂，願祢追

究壞人直到淨盡。因為耶和華祢永遠為王，祢側耳聽人民向
祢的祈求，祢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強頑的人不再威

嚇他們，因為祢是大能的神，祢要保護屬祢的子民。

主耶穌，莊稼已熟，禾場已經發白，祢在教會燃點了

普世和平福音之火。求祢繼續燒旺，直至教會每個人都被祢
烈火燒旺為止。我們為華基聯會每間堂會禱告：愛正堂、城

北堂、美堅堂、麥城堂、北約堂、國語堂、西區堂、瀑布

堂、百里堂、奧城堂、旺巿堂、Oasis、Cornerstone。噢，

主啊！求祢使我們成為團結合一的教會，賜我們更新的異

象，讓祢的靈充滿，有最大的甦醒，勇敢站在破口中。求祢
叫我們不要失落祢自己的呼召，我們深深相信，華基聯會眾

堂會就是祢定意的宣教基地。我們莊稼的主，求祢打開大大

的門，差遣我們去世界每個角落，收取祢的莊稼，去教導、

去牧養萬國萬族。願祢在華基聯會及眾堂會的旨意完全被彰

顯，願祢的復興再次臨到我們當中。

主耶穌，願華基聯會及眾堂會被祢興起。願香港的教

會被祢興起，在這個撕裂的時代站立得穩，指向耶穌基督的

盼望。願歐洲的教會被祢興起，特別在回教勢力不斷擴展的

時候，祢的教會要被興起。願非洲的教會被祢興起，特別在

這危急關頭，願教會帶領子民謙卑、禱告、尋求神的面，好

讓醫治遍佈大地。噢，主啊！願澳洲、紐西蘭的教會被祢興

起。願中東的教會被祢興起，願北美的教會被祢興起，願亞

洲的教會被祢興起：中國、印度、印尼，甚至絲綢之路沿途

的教會都要被祢興起。因為祢自己要興起－Arise O Lord!!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

上，如同在天上！哈利路亞！得勝的主！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求。阿們。

劉袁 萓Arise O LOrd !
差傳主曰禱文

第36屆差傳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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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又名「專題研討」，

集培訓、研討、交流、攝取資訊，擴建

人際網絡等多功能的交往平臺，是現今

在職人士經常參與的活動。不斷學習和

受訓，成為不少職場男女進取的工作態

度。華基聯會同樣注重裝備信徒，今屆

差傳年會安排多個「工作坊」，從不同

層面、角度、地域、文化等，讓參加者

親身感受、深入探討。每個講座由來自

工場的宣教士帶來第一身資料和經驗分

享，與互聯網的資訊相比，顯得更親切

真實，又有互動。兩個晚上共八個「工

作坊」，筆者參加了其中三場： 

˙阿拉伯與華裔文化－橋樑與機遇：國

際形勢急劇轉變，國家、民族、文化、

宗教關係緊張，互不相讓，沒有信任，

衝突不斷加劇。極端主義興起，讓寧靜

的家園不再安居。建立和諧平安的橋樑

來得更迫切，適此時，適此地。

與異國、異族、不同文化和宗教

背景建立關係，搭建橋樑，文化可以是

一個切入點。中國文化與阿拉伯有異，

但也有不少相同和近似之處。我們的成

長背景和文化薰陶，正正帶來機遇。約

十年前我在中東認識潘姊妹，那時她已

在當地生活多年，與人群直接交往，建

立關係，用生命展示一個美好的信息。

潘姊妹用精心製作的文字、圖表，畫像

等介紹阿拉伯文化，簡潔扼要地指出彼

此共通的地方，讓我們今天處身多元文

化的城市，嘗試瞭解對方，學習溝通，

並包容異俗，讓愛的生命在異文化中作

見證，生命影響生命。

˙歐洲學生事工的呼聲：曾是宗教改革

的歐洲大地，現今不少國家已經背離「

因信稱義」的真理，邁向世俗化。歐洲

是個大宣教工場啊！中國逐漸開放，經

濟起飛，大批中國留學生去到德國求

學，與北美情況不同，85%以上德國

留學生學成後都回國，他們是中國的精

英，未來的社會棟樑。這又是一扇特別

的窗戶，福音的契機。陳欣懿牧師多用

講故事的方法，帶大家來到德國小鎮，

認識中國留學生的日常生活，進入他們

的內心世界。同時有策略、有方向、有

步驟向他們傳講福音。在幾年的求學期

間，有得嘗救恩，被栽培造就的信徒。

參加工作坊的兄姊們也很投入，不斷發

問，與陳牧師互動交流。連在小休茶點

時段也抓緊機會，交換訊息，查詢資

料。這是我第一次與陳牧師交談，相信

以後還有更多機會交往。

˙得人漁夫：巴西地大物博，有漫長

的海岸線，加上亞馬遜河流域，以捕

魚維生的漁民和村落社區遍佈各地。 

Garcia夫婦在1984年搬上小艇居住，

沿岸向漁民家庭傳福音，30年來不間

斷。華基聯會約20年前開始接觸和認

識Garcia，他們的名子也歷年在《差傳

代禱手冊》內。Garcia更多次被邀，成

為差傳年會的講員。

最後一個晚上，黃何少瑩師母

帶著喜悅期盼的心情，留心聆聽；當

Garcia分享完畢，師母第一時間走到他

們夫婦面前，大家緊握雙手，熱情擁

抱。透過多年來不間斷的代禱，彼此早

就相識了，是主內同工的情誼啊！記得

我初次與Garcia見面，交談要透過葡文

翻譯。十幾年過去，Garcia已能講流利

英文，大家能直接交流。最後Garcia太
太用葡文禱告，雖然我不明白禱告內

容，內心卻不住湧現：哈利路亞，阿

們！彷彿聽到天國的聲音，再沒有地上

疆土、異族、語言的隔閡。那刻再次被

提醒，縱然我們在地上要擔當不同的角

色，卻不要忘記我們的職份─做個得人

漁夫。

˙差傳年會的高潮，可說是10月25日
晚的差傳旅程（Missional Journey）
，這是今年特別由籌備小組的精心策

劃，集合靈命反思、擴闊視野、宣教

訓練、立志委身四個獨特的體驗式學

習，以嘉年華會的形式進行；有安靜、

反省、禱告、委身的時間，也有輕鬆、

分享、遊戲的片段。最開心興奮的，莫

過於孩子們。剛走進會場，就看見有孩

子一手拖著父母，另一手指著天花板的

飛機，眼晴又被週圍十多個宣教攤位吸

引，滿面興奮不已，喊著要到這、要去

那。我想，當晚許多家庭一定由子女作

主導，因為父母都把孩子帶來，一家大

小齊參與，按著開心盡責的工作人員清

楚指示，踏上旅程，由首站主禮堂到體

育館，然後去地庫每個房間的遊戲攤

位，尾站是副禮堂，內容精彩豐富，兩

個小時很快過去，留下約六百多人的足

跡。若是沒有前來參加，真是損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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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年會除了舉辦不同主題的聚

會外，還邀請多位宣教士主持工作坊，

讓弟兄姊妹藉著他們的事奉經歷，燃動

內心宣教的熱忱。

善米高牧師與葉雯師母在差傳工

作坊中，道出阿爾伯達省北部原住民青

年事工的奇妙呼召。他們本是城北堂會

友，到阿爾伯達省短宣時，遇見一位從

美國來的老牧者，慨歎年事已高，仍找

不到接棒人繼續未完成的工作；就是這

樣，夫婦二人就接下福音棒子，學效道

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住在當地原住民中

間，承擔牧養的工作。

原住民自治區一直存在種種社會

問題，年青一代缺乏出路與人生盼望。

白人牧師帶著黃皮膚的太太和兩個小

孩，牧養紅皮膚的土著，真是奇異有

趣的事。善牧師與師母在事工初期，

每次探訪總要開車幾小時，才能到達

目的地，這樣並不是幫助原住民建立信

仰的長久辦法。他們只有不住禱告，仰

望上主指引。某天老牧者提議營辦福音

電臺，使用大氣電波牧養附近省份的原

住民，他們排除萬難，成立了福音廣播

(www.ciamradio.com)，用愛造福當地

青年人的心靈。他們在阿爾伯達省北部

十多年竭誠服侍，上主的真道已經植根

於不同原住民族群裡。

我們讚歎上主使用善牧師一家的

奇妙作為，影響被人遺忘的群體；然

而神奇妙的呼召並非單單臨到善牧師

一家，祂更召喚普世的信徒，在各地

建立神的國度。John Maxwell博士曾

提及一項重要發現，稱為"Defining 
Moments"*：「在面對訴求的情況

下，我們的抉擇顯明我們是一個怎樣的

人。」善牧師與師母在面對主的召喚

時，作出他們真誠而勇敢的回應，顯明

他們是主的忠誠兒女。那麼，我們又如

何？

註：Leadership Gold p21, John C. Maxwell

城北堂10月19日的差傳主日「回應神的呼召，做個堵
塞破口的人」，溫偉耀博士用了《以賽亞書》58章9至12節
開始開差傳年會的信息。這是一個充滿鼓勵和感動人的宣教

信息，藉著信息教導，知道上帝子民應該如何回應耶穌基督

十架救贖的大愛，就是要行信心的道路，有勇氣依靠神的大

能，以實際行動將宣教使命落實在生命中。

這信息給我很大感動，世界確實有太多的破口，從近在

咫尺到世界大版圖，都有數不盡的破口、數不盡的傷口，我

們是否看見就走開呢？求主給我們有好撒瑪利亞人的敏銳觸

覺，願意付出實踐的行動：「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
困苦的人得滿足。」（10a）宣教不是人前往異地時才會發

生，宣教從自己的家庭與鄰舍開始。神透過我們接觸的世界

向我們發出呼召，做堵塞破口的人，這是宣教，這是差傳。

世上愈黑暗的地方，若有人願意發光，光芒就愈顯得明亮和

珍貴。

他又提醒世上已有太多破口，我們先不要成為一個破

口，要有自潔的生命。「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
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9b）我們常要設身處地，進入

別人的心靈裡，為他們獻上禱告，卻不是用指摘人的指頭。

上帝有豐豐滿滿的慈愛和信實，祂沒有說事奉是容易，

沒有說使命是輕省；但是主卻應許與我們同行。當我們迷

惘、孤單時，神「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
足」；當我們失望時，神給我們勇氣「骨頭強壯」；當我們

枯乾時，神給我們滋潤「澆灌的園子」（10b-11）。這一切

是上帝給我們最大的安慰和鼓勵。

許多時候，我們看不見事奉的果效，神卻保證使命會

傳遞和開展，祂會預備後繼者，建立累代的根基。（12）祂

呼召我們開始事工，不一定由我們完成，將來要發生的事都

在神的手中；但是祂不會忘記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要有信

心，有勇氣，盡所能事奉神，祂會興起那些出於我們的人，

繼續祂的聖工。我們在神國度的勞苦，一切都不是徒然，在

永恆裡的努力也不是白費。我的禱告是：

能被神稱為曾經補破口的人，被神稱為曾令人重新過

真正生活的人；更有來自神的敏悅觸覺，當祂向我發出呼召

時，我也能向神呼求「我可以做怎麼？」讓我們每個人都聽

到上帝說：「我在這裡（9），你儘管去吧！向饑餓的人發
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

陳鈞陶

林麗燕

天國子民的呼聲

神的呼召，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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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詩歌
祈妙旅程

 曲/詞：Sandra Wu/ Billy Lau 
 演唱：Sandra Wu 

贏得這獎項很欣喜。

憑歌寄意，歌詞是實實在在

的"祈"妙旅程。祈禱讓我從

神得著安慰和力量，經歷神

是愛我的天父，是督責我的

良師益友和一生的良伴，是

我不用扮乖、不用擦鞋的傾

訴對象。神也是大能主、我

的救主，我一生跟從服侍的

主。人雖然微不足道，神卻

期望我明白祂的話，作祂的

兒女。祈禱是我聆聽神，在

生活裡遵主而行，關心祂所

關心的溝通方法。願主

繼續用這首詩歌，

用我，用 Sandra
和祂一切僕人。

讓我們更深而

廣地敬拜主！

（Billy Lau）

最佳創意
一家敬拜祂

 曲/詞：Nigel Wong/ Eric Chan 
 演唱：Nigel Wong 

我 的 創 作 靈 感 來 自 

《約書亞記》24章15節，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
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
事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在現

今黑暗的世代裡，希望看見

主的亮光，帶領一家敬拜耶

和華，是詩歌的重點，也是

信徒努力的方向，願彼此互

勉。(Nigel Wong)

最佳信息
邁向成熟的步伐

 曲/詞：Joseph Wong 
 演唱： Teresa, Maggie,  

Chia Mei & June

日前在工作及事奉上，

經歷一些抉擇和挑戰，在求

問神的歷程中，腦海再次泛

起自己多年前信主至今的三

個階段：從疑惑到尋索、從

尋索到接受、從接受到委

身。這是我生命的臨界點，

成為這首創作詩歌的信息。

在一次練琴期間，神把歌的

旋律放在我心中；願以對音

樂的熱誠，繼續作為服侍神

的動力，並傳遞神拯救的信

息。是次比賽我感到極欣慰

的，是邀請到四位首次在公

開場合唱歌的少年人演

譯，她們的表現十分出

色，充滿對神單純的

敬愛。祝願每位聆

聽或唱頌這首歌的

人，都以信心打開

心扉，緊隨主耶

穌，不斷成長。 

（Joseph Wong）

最佳信息
作我的眼

 曲/詞：Johnny Yu 
 演唱： Johnny, Charmaine, 

Candy & 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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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短片
PEACE Conference 2014
 制作：Pottery Chan, Syros Chan

這是多媒體視象的年

代，意念能通過有趣的影

像傳遞萬里。女兒和我製

作的短片是宣傳城北堂與

和平福音學院舉辦的"Peace 
conference"「祂的召喚，

你的角色」。主題以簡單的

卡通角色，邀請弟兄姊妹參

與工作坊，藉著別人的服侍

經驗，啟發每個人尋找自

己在天父國度裡的角色。這

個短片也要精準明確帶出一

個信息：「不要小看自己的

微小，我們在天父的國度裡

都有獨特的使命。」感謝女

兒Syros的動畫技巧，學以

致用；傅師母、靜華姊妹和

Alan Ko 弟兄在製作上的配

合，各盡其職，各人同心同

行，顯現建立基督身體的美

好果效。（Pottery Chan）

最佳信息
Credo (我信)

 制作：Ron Ngan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比

賽，很高興今年能得獎。感

謝主悅納我的創作，也多謝

大家對我創作的支持和欣

賞。Credo以使徒信經為藍

本，所以只說拉丁文，再加

上攝影、片段制作和電腦剪

接加工而成。我只是攝影愛

好者，作品能順利完成，有

賴上主給我靈感啟發和兩個

弟兄有意無意間的支持。這

個短片好像給主的獻禮，工

作繁多，過程卻愉快，我也

希望把信經以藝術的方法表

達。得獎不是個人創作的終

結，我想把更多信仰信息用

更生動和藝術的手法表達，

我也打算下屆再度參加。短

片創作比賽是ACEM近年的

新項目，大家都有進步空

間，期望日後能與其他參賽

者有更多交流，有異象和熱

忱地互相學習，推動更多媒

體創作。（Ron Ngan）

最佳創意
以西結團家庭同樂日

 制作：Ocean Zhai, Michael Lai

神的家總是充滿喜樂和

歡笑，這裡有查經學習，也

有彼此禱告；這裡有互相關

心，也有共同成長的片段；

這裡有靈裡交通，也有健康

運動。感謝華基聯會的多媒

體創作比賽，讓我們可以用

短片的方式展現團契生活的

豐富，給更多朋友作美好的

福音見證。沒有拿到最佳短

片，好不甘心啊！（也恭喜

得到最佳短片的弟兄姐妹）

。我們會再接再厲的，明年

再見。(Oce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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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歌曲
沿途有你

 曲/詞：Tweety Lai, Nick Poon 
 演唱：Tweety Lai, Nick Poon 

Being first timers of this 
competition,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have entered the 
finals. After the first rehearsal, 
we became a little shaky but 
we reminded ourselves that 
we didn't enter the contest to 
compete. We wanted to use the 
musical gifts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to praise Him by writing this 
song. As two fresh graduates, 
future seemed to be very 
unclear. However, throughout 
the summer, God allowed us to 
experience His love and grace 
in various ways. Starting from 
scratch, it was not easy to write 
a Chinese worship song with 
very limited knowledge in song 
writing. Nevertheless, God has 
guided us through this journey 
and reminded us that He is in 
control of our future and we 
can walk through it with faith 
and hope. We are very thankful 
and blessed with this new and 
precious experience. And lastly, 
huge shout out to brothers/
sisters at Nexis Community for 
their warm support! (Nick Poon)

現場投票

我最喜愛短片
The Fruit of Spirit

 制作：Michael, Joseph & Jacob 

Thank you all who attended 
the ACEM multi-media contest. 
I had a wonderful time, and I 
hope all who attended did too. I 
remember the moment I was up 
on the stag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wow,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 enjoyed all singings 
and video presentations, and I 
was amazed that we actually got 
an award!! I would recommend 
everyone, no matter how young 
or old to attend next time, the 
contest is really fun and you'll 
enjoy it.  (Joseph)

I am happy to win, I have to 
thank my parents, Joseph, Jacob 
and their parents. I am very 
surprised to win!   (Michael)

現場投票

現場投票

最佳教會啦啦隊
美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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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十月，教會到處張貼著「希望之窗414」的宣傳海報。

每個主日崇拜，大家不斷高唱差傳年會主題曲《就是這個

時刻》「…就是在這一刻，抓著神愛，進到世上萬民…」我們知道

又是華基聯會的差傳年會了。

差傳年會期間，我沒有出席全部的活動，除了差傳主日，

也參加了兩個聚會。有一個差傳工作坊於美堅堂舉行，那天晚上

風雨交加，但是沒有攔阻一班有心要認識普世差傳的弟兄姊妹。

約150人次分別參與六個不同講座，有張寶華牧師主講的「福

育事工」、潘敏儀姊妹的「阿拉伯與華裔文化」、Pastor Wu的 

「創啟事工」、陳欣懿牧師的「歐洲學生事工」、善米高牧師及

葉雯師母的「原住民青年事工」、黃修健牧師的「埋身吾事工」

。這些講座都有其獨突之處，可惜只有兩個時段，每人祇能參與

兩個講座。因為年初我在華基聯會的「和平差傳學堂」中，做了

有關加拿大北部努那烏地區（Nunavut）差傳項目的功課，所以

首先出席善米高牧師的講座，從分享的事工資料中，很能體會原

著民的工作殊不容易。原來神讓我們中華民族的信徒在外貌上與

原住民相似，較容易與他們建立關係，是將福音傳給他們的有利

因素。另一個講座是在創啟地方的差傳工作，宣教士去到那些地

區，以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向人分享主耶穌救恩的故事，他們必

須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實在令我佩服，也提醒自己在現有工作

崗位上為主作見證，讓人遇見主。

另一個聚會是於愛正堂舉行的英文差傳之夜“All in, for Him”
我與小兒子一齊參加，講員是Terry Bridle。他從個人成長，以致

神如何帶領他到羅馬尼亞，向吉卜賽人傳道事奉的故事與我們分

享，從而帶出主題信息：完全投入，是為了祂。聚會後，我也花

些時間與兒子一起討論，有關向邊緣化群體的差傳事奉。當天會

場也有差傳機構的攤位，它們都是服侍這些被忽略的群體，我拿

了些單張，盼望更能瞭解這些事工。這次差傳年會提醒我：就在

這個時刻，莫再遲疑；就在這個時刻，同心立志！要履行主的大

使命，不論是兒童、年青人的照顧及教育事工，或被邊緣化的群

體福音關顧，都要花時間多明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參與的行

動。

屈網堅

就在這個時刻，
莫再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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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董幼明

英國讀經營短宣

這 是 我 第 二 次 去 英 國 M i l t o n 
Keynes，參與基督教華僑佈道

會（COCM）舉辦的營會。

我第一次去是2012年12月，參加

年終家庭營和學生營，當時對COCM 

的營會籌劃和組織非常佩服。從分組編

排、節目細節、餐飲住宿，以至每晚的

檢討報告都非常周全。節目既輕鬆愉

快，有熱鬧開懷的一面，又有真誠探

討、追尋生命的時刻。COCM不僅在一

整年中籌劃舉辦幾次營會，宣教同工更

在平日常到各大學校園中工作，投資很

多時間和精力從事撒種、鬆土、灌溉和

施肥。因此當這些朋友參加營會時，禾

場已經預備好，才能有效達到成果，順

利收割。更重要的是在營會結束後，參

與營會的朋友回到學校或工作崗位時，

同工們仍有效跟進，以致已決志的信徒

不會流失，繼續幫助他們有生命成長。

有些時候，在營會的氣氛中，有些年輕

人因著一時的激動，或朋友的慫恿而決

志，心中仍有許多尚未解決的疑惑，同

工在這時候的跟進便顯得更為重要。他

們幫助初信者堅固信心，清楚明白真

理，讓聖靈進入他們的心中。

愛正堂短宣隊夏天到訪有異於年

終的營會。一來這是讀經營，二來他

們也邀請我們探訪在Canterbury的教

會。COCM有位宣教士每月有兩次去 

Canterbury，協助那裡的華人教會。他

們借用當地一間英國教會做會址，組織

青年學生團契，婦女查經禱告會和主日

崇拜。我們前去探望，他們非常熱誠地

接待我們在幾個家庭居住，又聚餐款

待。吳克定牧師講了一篇家庭關係的講

章「愛筵，愛言，愛延」後，姐妹們就

漸漸放開心懷，分享她們的心事，例

如：離鄉背井的苦楚，夫妻家庭隔離的

煩惱，兩代間的隔膜和溝通困難等。雖

然有很多難題，我們也不能具體給他們

甚麼實質幫助，但是藉著經文的啟示，

同心的禱告，求聖靈成為他們隨時的幫

助和安慰。我們也參加他們的青年團

契，學生們剛考完試，有幾位畢業，正

準備離開。雖然人數不多，大家卻是非

常投契，都是可愛的一群，他們來自中

國、香港及東南亞地區。主日崇拜是國

粵雙語，有老華僑，也有新移民及學

生，一同事奉，一起敬拜。

這次讀經營研讀《以弗所書》，

吳牧師用了九堂講章，將這書的精粹闡

述清楚。每堂課講完後立刻有小組討

論，讓大家有機會思考討論，在神的話

語上紮根。每

天小組的晨更

靈修，也深入

研習《以弗所書》的教導，特別是關乎

年輕人的問題。此外，陳靜文牧師也帶

領與主題有關連的遊戲，在輕鬆的心情

裡加深經文認識。幾天下來，參加者對 

《以弗所書》的內容重點非常清楚。

我們的小組有十個人，除了組長和

我，有一位比較年長，他是幾年前由兒

子帶領信主，這次專程從國內來，參加

兒子博士班畢業典禮。知道今次營會要

查考《以弗所書》，他未來之前已閱讀

了三本解經書。事前的預備功夫當然令

他受益更多，他也分享了個人的人生經

歷，給小組的年輕人帶來祝福。小組只

有一位尚未受洗的年輕人，原來他在教

會已有一段日子，已決志和準備受洗，

卻在教會中遇見一些不愉快的事，受了

傷害而離開。她這次參加營會，很認真

的寫筆記、提問，相信聖靈已在她心中

動工，盼望她能找到一個屬靈的家，好

讓她繼續追求。在離開前，我的小組已

組成一個微信群，希望繼續彼此鼓勵，

走屬天的道路。

我感到非常感慨的是，那裡有太多

的中國教會（包括Canterbury在內），

都沒有固定的專職牧者。幸好COCM差

派宣教士在各地巡迴牧養，但是畢竟人

力有限，很多事工都不能兼顧，很多羊

群仍然迷失。這片大好的禾場，有誰願

意去收莊稼，去作主工呢？



2014年 11月 17

信主後，我們積極參與

教會事奉，宣

教和傳福音對一家並不陌生，1999年
開始加入教會探訪隊。神一直裝備我

們，在2003年至今，先後多次到南美

及東亞參與短宣事奉，Daisy在2003年
起更承擔探訪隊長一職，在這崗位十多

年間，天父栽培她建立一套事奉模式，

亦加強我們對傳福音的熱誠。

使命與裝備

母會城北堂是一所使命導引、實

踐神五個重要使命的教會：敬拜、相

交、培育、事奉、傳福音。這些理念早

已植根基督徒群體心中，女兒和女婿成

為宣教士；然而，神沒有放鬆對我們夫

婦倆的裝備。神帶領我們在神學知識上

有更深領會，2008年報讀「和平福音

學院」，成為首屆畢業生。兩年課程學

習中，不單培育我們的心志，也是神呼

召和裝備的引證。三位神學院院長、兩

位博士、一位牧師，加上六位導師諄諄

教導，讓我們受益良多。

和平福音學院的裝備令人懷念、

令人響往，也是神差派我們走上宣教路

的一個平台；儘管課程不能完全與正統

神學院教導相比較，重要的是聖靈果子

慢慢生長成熟，背負著一個重要的使

命。我們不能忘記……

˙  陳琛儀牧師說：「我們的使命目

的：使命教會、使命人生、使命差

傳。」「我們的使命途徑：領他

們、得建立、蒙裝備、差出去，從

本地本堂到本國普世」。

˙  黃少明牧師說：「和平福音計劃是

平信徒總動員的宣教策略，與當地

信徒共同對抗五個大敵，宣揚全人

福音，給世界帶來不平凡的改變。

」這些理念在我們心中，不是只供

少數專家參與的教會項目，卻是平

信徒運動，神使用我們祝福屬祂的

世界。

˙  區應毓牧師說：「和平福音學院的

重點不在於認知的學習，而在乎行

動的參與。我們在真道上接受裝

備，並要在事奉上實踐出來。」作

為首屆畢業生，如何將理念實踐，

一直是我們的夢想，也一直耐心等

待神的呼召。

˙  溫偉耀博士說：「我好大膽向你們

說，我已當你們是宣教士，作為宣

教士的要求看待畢業的同學！」這

是多麼令人興奮和感動！他亦提到

靈修學者盧雲說宣教是兩種呼召：

一是神呼召你去那個地方，一是當

地人不斷召喚你；好像馬其頓的異

象說，請過來幫我們。

˙  麥希真牧師教導我們成為「工人的

典範」，專職基督工人與帶職基督

工人如何互相配合、互補不足。。

˙  李思敬博士語重心長對畢業生說：

「導師們已竭盡所能，傾情相授，

惟願聖靈親自挑旺你們生命中所蒙

受的恩典。」是的，我們是神福杯

滿溢的一群，六位牧者對我們諄諄

教誨，記憶猶新。

我們的呼召就像《聖經》記載馬

其頓的異象一樣，當地牧者及宣教士隊

長先後多次向Daisy 提出，請她前往加

入教會福音事工行列。那是神的應允和

呼召，令我們既高興，又興奮。兩年所

學與裝備，終於有機會一展所長，回應

神的呼召。

信心功課：籌款與呼召

我們深信在這路上並不孤單，在

東亞宣教工場，差會 (TEAM) 早有多

個據點，是多名宣教士的團隊。前方有

團隊直接支援及管轄，後方亦得到母會

支持；更重要的是，我們極祈望與弟兄

姊妹連成「同工、同心、同行」，為主

奔波的忠僕，不僅僅參與事工，更參與

神的呼召，讓我們在這事上都成為基督

工人。

我們深信，籌款是讓神交託祂子

民的資源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是神呼

召祂子民參與聖工，籌集的不僅是資

金，還包括信心和團隊精神。籌款是給

予別人機會，同來分享我們的異象和使

命，信心是籌款的堅實基礎，並透過團

隊精神在禱告中表達出來。神的應許永

不落空，因我們仰望那位「厚賜百物給

我們享受的神」。當眾兄姊一起經歷 

「同工、同心、同行」，信心功課必然

增長，神的信實和恩典使更多人愈發感

謝、讚美父上帝！

神給我們信心的功課，不要注視

差會的預算金額，不是怎樣籌集款項；

而是在前往工場前，我們藉著籌款與弟

兄姊妹同心同行，建立更深的關係，接

觸更多神僕人一起同工，提升更高的宣

教理念。

宣教前輩分享說宣教路並不易

走，屬靈爭戰無時無刻地上演，他們依

賴的，惟有主耶穌引領：「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事。」（亞4：6） 

走上這條路，不是要誇耀做了甚

麼，建立多少成就，重要的是能為主撒

了多少種子、結了多少果子，能否為主

的榮耀高舉；更要緊是，在這路上能跟

主的關係更進深親密。

楊明森、楊葉芷伶

「宣教」與「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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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 CHURCHES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 吳克定牧師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L3R 5A2 
Tel: 905-477-7533    www.tccc.ca   Email: admin@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 陳琛儀牧師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Tel: 905-884-3399    www.rhccc.ca   Email: mailbox@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X3 
Tel: 416-498-3399    www.mccc.on.ca   Email: mccc@mccc.on.ca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 黃維信牧師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L3R 0V5 
Tel: 905-479-3322    www.markhamchurch.com
Email: mccc@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441-2232    www.nyccc.ca   Email: info@ny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299-3399    www.tmccc.ca   Email: mandarin@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 盧佳定牧師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Unit 78-80 - 1177 Central Parkway West, 
Mississauga, ON L5C 4P3 
Tel: 905-896-9822    www.wtccc.ca    Email: info@wtccc.ca

Unionville Oasis (UCCC) – Rev. Kai Mark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L6C 2E6 
Tel: 905-415-2747    www.uoasis.ca    Email: admin@uoasis.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黃少明牧師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Glengate Alliance Church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L2E 1X9
Tel: 905-650-5899    www.nrccc.ca   Email: admin@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L4N 4E2
Tel: 705-726-7295    www.barrieccc.ca   Email: barriechinese@gmail.com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L4G 7A4
Tel: 905-727-1345  www.auroraccc.ca  Email:info@auroraccc.ca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岑甘葳玲牧師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L4H 2Z7
Tel: 905-884-3399 x357    www.vaughanccc.ca 
Email: vaughanccc@gmail.com    

Cornerstone CCC – Rev. Andrew Lau
Worship: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1000 Carlton Rd, Markham, ON L3P 7P5 
Tel: 905-294-3554    www.cornerstonechurch.ca   
Email: pastors@cornerstonechurch.ca

堂會
祈禱認獻卡 志願卡

願卡
信心 
認獻

職場/校園
見證

本地福音
外展

參與短宣 參與植堂 進神學院 全時間事奉 參與長宣

數目 為宣教士 數目 $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首次 再次

愛正堂 粵 58 451 103  85,736  5  25  3  18  4  20  1 2 6 1 3

國 40 436 46  30,140  7  25  4  21  1  18  1  3 4 2 2

英 62 234 43  21,906  10  18  2  12  2  10 2 2 4

城北堂 粵 324 3,355 437  411,064  40  145  20  89  18  62  3  7 13 10 4 12 3 6

國 151 773 113  128,210  26  28  18  30  11  21  4 7 11 2 7 1 3

英 7 117 11  17,700  8  6  5  2 6 4 2

英少 132 328 126  3,300  36  40  29  20  19  9  18  2 13 3 16 5 12 2

美堅堂 粵 32 357 36  29,116  7  3  9  4  2 1 1 1

國 63 323 46  22,955  2  14  2  13  1  9  1  3 1 4 1 2 2

英 7 176 7  4,620  1  5  5  3  1 

麥城堂 22 96 25  10,010  2  7  2  7  1  2 1 2

北約堂 粵 18 193 22  6,520  6  2  8  5  2  1 1 3 2

國 21 126 23  20,740  2  4  3  5  3 2 2 1

英 1 21 3  1,700  3  3  3  1  3 2 2 2

國語堂 國 73 421 98  52,630  10  30  7  26  7  15  4 3 2 1 4 1 3

英 1 94 1

西區堂 粵 41 227 28  31,810  10  1  7  1  3 1

英 9 24 10  1,730  2  6  2  4  1  1 1 2 1

UCCC 13 34 8  8,100  1  6  1  1  1  1  1 1 1

瀑布 18 85 15  4,150  6  8  2  3  1  1 2 2 1

百里市 20 66 22  7,920  1  6  1  6  2  1 

奧城 20 83 12  9,500  7  1  4  1  2  4 2 1 2 2

旺市 26 162 18  11,468  1  5  4  10  2  7 2 2

總計 1,159 8,182 1,253 921,025 146 411 105 312 70 201 29 47 39 58 27 63 18 35

華基聯會第三十六屆差傳年會各堂統計結果 (截至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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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  黃少明會牧於10月29日至11月1日
出席由世界華福在韓國首爾舉行之
「異象2020全球論壇：教會建立門
徒、差傳及萬民」，重點是如何建
立教會成為差傳的教會。以六間教
會為個案研討和計劃制訂，有全球
來自22個地區的140多名教會領袖
出席。

 2.  第36屆差傳年會圓滿結束，感謝主
帶領差傳籌委會、華基教牧及各堂
義工積極參與及代禱。有關聚會報
導及各堂信心認獻統計，請參閱本
期《家訊》各頁。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讚美之泉：9月26至28日在本堂舉行不
同聚會，共49人決志信主。

2.  105 Gibson社區中心：10月4日周年感
恩晚宴見證上帝作為，600多人出席，
籌得$13,200。

3.  巴拿馬短宣隊：黃世澤傳道帶隊於10月
31至11月10日為貝諾諾美教會舉行家庭
營，隊員 : 馮俊賢、雷儉秋、David & 
Stella Lee，Gary & Rita Cheng。

4.  成人基教部徵文比賽：冠軍－千頌伊。
亞軍－吳慧儀、蘇雅麗。季軍－梁楊露
茜。

5.  Wood for Sheep Hobbies Ltd. 於10月25
日在105 Gibson中心舉辦Extra Life board 
games，提供各種棋牌遊戲，為多倫多
病童醫院籌款。

6.  撒瑪利亞鞋盒捐贈運動：今年目標
1,000盒。

7.  聖誕音樂劇於12月24日晚演出，現招
募基督徒詩班員，由11月16日起逢主
日下午練習。詳情聯絡lakegor@gmail.
com。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11月和平福音短宣隊。東亞：譚紹基、
向陽華、楊方苑菁、麥崔小丹、陸唐碧
燕、麥子全、朱衛海、廖翠玲、潘馮
少英、練恩新、練陳玲冰。柬埔寨：
陳立生、莫鎮泰、梁偉賢、羅錦德、關
啟光、陸明潔。柬埔寨/緬北：湯邱佩
華。

2.  兒童部與David C. Cook於9月27日聯
合舉辦 “Family Ministry Conversation”
。主題：“Envision your Part in God’s 
Global Family Ministry Movement”。120
多人出席，85位來自六間華基教會。

3.  DNA Leaders’ Rally：11月2日舉行，主
題： Next Step。

4.  門徒生命進深的要素課程（Following 
Jesus－The Essentials）：教會經過近30
年宣教旅程，為了幫助會眾在基督裡扎

根和生命有突破改變，重溫福音真義及
作主門徒的重點。第一課題：聖經/神
學基礎，11月8日舉行。

5.  男人的天空：與甦靈男人事工合辦「真
男人」成長、成熟、成聖課程。11月1
日至2015年3月28日逢週六清早舉行。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10月19日柬埔寨/緬甸短宣隊籌款活
動，籌得 $3613.25。 

2.  柬埔寨/緬甸短宣隊：11月2至25日由
湯邱佩華傳道帶領，成員：謝飛鵬牧
師、李賴小蓉、趙永智、尹倩恩、尹楚
恩、魏家敏、陸家欣。事工包括教導兒
童、訓練青年信徒、探望宣教士、探會
及基督教機構。

3.  國/粵語堂11月9日舉行福音主日。

4.  國語堂11月15日晚舉行培靈會，16日
培靈主日，講員︰曾家彬牧師

5.  兒童部由10月19日至11月19日舉行聖
誕鞋盒活動。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第二次會員大會：10月12日舉行， 
90%通過2015年度財務預算，94.6%
通過馬毓輝弟兄為2015-2016年度教會
執事。

2.  教會獻堂聯合崇拜於11月2日舉行。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10月 31日舉行兒童秋季遊藝晚會 
Harvest Festival 14。

2.  謝安國牧師於10月帶領教會數位兄姊前
往牙買加短宣。

3.  兒童部舉辦聖誕鞋盒捐贈活動。

4.  國/粵語嘉年團聯合聯誼於11月1日在教
會舉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教會浸禮於12月21日舉行。

2.  第四季迎新會於11月30日舉行。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執事及傳道同工於11月28至29日舉行
退修會。

2.  會員大會於9月28日舉行，通過接納
2015-2016年度新執事：陳汝棟、周李
淑明、梁嘉恩、葉振明、龔志庭、梁嘉
恩、莫潤洪。

3.  關顧部於11月份舉行教會大探訪，希望
藉此鼓勵兄姊間彼此關懷及更多認識。

4.  教會浸禮將於11月23日舉行。

5.  教會參與兒童鞋盒活動，一連三個主日
收集禮物鞋盒。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10月18日晚通過網路即時傳播「國語差
傳之夜」，兄姊分別在教會和 Fort Erie 
兩地參與聚會。

2.  由於借不到場地，週三晚的家庭體育活
動需要暫停一段時間，於明年3月再重
開。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感恩節國語及粵語聯合主日崇拜，多人得
著神的祝福。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0月11日團契慶祝教會5週年感恩晚會，
有130位成人及兒童參加。

新會員

城北－ 方美妙、何景賢、郭吳燕雯、郭駿
彪、郭嘉熙、羅詠嫻、黃譚荔紅、
譚繼勝、鄧景康、區渭揚、Annie 
Chang、Steve Chang、Brendan 
Chong、李恩慈。

受洗

城北－ 陳鄧蘊玉、陳燕霞、朱鳳英、 
游黃麗娟、馮志強、林秋玲、 
林可兒、李約翰、梁兆勤、 
潘鳴、蘇潔瑩、岑穎怡、魏波、 
陳星宇、林林、路廣鋒、 
羅季義、王杰濤、魏翔、項東、 
陳善思、鄔承恩、Irina 
Emelianor、Mitchell Fong、Derek 
Tsui、Benson Yiu。

美堅－吳妽妽。

旺市－韓淑萍、洪郁盛、亓琳、張勇。

離世

愛正－ 招盧寶琼於10月7日、 
張恩明於10月23日安息。

城北－ 林洪蕙儀的母親洪梁秀蓮於 
9月28日、謝志華的岳父左少權於 
9月30日、冼黃雪珍的母親楊嬌於
10月8日安息。

美堅－劉肖娟於10月6日安息。

人事

城北－ 麥希真牧師、師母於11月底返回香
港定居，求主賜福。 
陳利瓊傳道經慎重禱告和多方印
證，回應天父感召，從2015年1月
起到華基瀑布堂作傳道牧養工作。
她於國語堂的職任於今年底結束。



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社區關懷

華基聯會記事簿

城北堂和平福音學院第五屆畢業禮於9月21日舉行，22位畢業生完成兩年的領袖訓練課程。

第36屆差傳
年會圓滿結
束，有關聚會
報導及各堂信
心認獻，請參
閱本期內容各
頁。

國際福音協傳會的印度同工（右二、三）日前來訪聯會辦事處，
與會牧黃少明牧師分享事工。

華基聯會已辦妥加拿大非牟利立案法團延續規管的立案法團。
聯會執委會與13間堂會代表商討新法案的行政事務。

金色年華繽紛夜由七間華基堂會的嘉年團合力主辦，9月28日下午在愛正堂舉行，晚上有聚餐。

相識62年老牧者張寶華牧師（左）和麥希真牧師10月
相聚，暢談伯特利神學院和新加坡神學院的逸事。

麥希真牧師與師母11月底回香港定居，
離別前麥牧師分享信息「把握今生， 
活出生命的潛能」。

城北英文堂Sarah Wong姊妹（左四）於10月1日前往東亞作長短事奉。
李書靈傳道在差遣禮上為她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