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靈相通
以愛相連
以誠建造
以文載道

傅再恩
有不少的教會開始回頭，重視挽回曾在教會
裡長大的下一代。因此，教會上下齊心努力，安
排針對性的聚會，甚至在禱告會中，不斷地為這
失落的一代懇切禱告，呼求天父。結果，我們能
明確地看見，年輕人開始願意固定地回到教會，
再次在主裡生根成長。在這“尋回年輕一代”的
教會潮流中，時至今日，福音真正「被忽略的一
群」，可能並不單單是年青的一代，而是與我們
有親密關係，卻又可能早已經被我們遺忘──還
沒有信主的父母。

被忽略遺忘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可能的因素，造成我們忽略了這個
群體呢？

1）信主兒女沒有傳福音的緊迫感。 父母雖然年
長，身體還算健康，天天過著快樂寫意的金齡
歲月，看來並不需要福音。因此，兒女可能心
裡說：「再等一下，看看情況發展再說吧！」
如果加上兒女們各有家庭，工作都繁忙，就很
可能把傳福音給父母的事一拖再拖了。

2）信主兒女向父母傳福音有些心灰意冷。這是因
為兒女當初一開始，經過一段熱心期，努力向
父母傳福音；但是時間久了，卻沒有看到一點
的果效，心裡就有無名的失望，覺得他們傳福
音的功夫都白費了。
3）信主兒女對父母心存恨意或輕視等罪。有些情
況，信了主的兒女甚至也不能擺脫兒童或者年
輕時期，父母對他們的負面影響。或許父母對
他們太強權操控，或許父母長期處於貧窮艱難
等問題，結果生長在這樣家庭中的兒女，常常
感到自我形象低落，因此把問題根源歸咎於父
母，於是他們表面上可能只有責任，心裡卻是
對父母很冷漠。
4）又或許，我們今天過於注重“投資”在年輕人
的群體中，希望他們將來成為接棒人，便間接
地忽略了相對年長的福音群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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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被遺忘的一群
. . . 父母親

父母急迫需要福音
實際上，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父母去想，我們便應該
早早把福音傳給他們。父母年紀老大，如果加上沒有信
仰，他們大多數都不會向前看；因為沒有永恆或者沒有永
恆的把握在心中。既然前面的日子對未信的父母只有愈來
愈少，因此，這些年老父母們的內心，比我們能看到他們
似乎平靜的外表，可能更加來得焦急無奈。
英文有一句諺語說：”There are no atheists in foxholes. ”
（戰壕裡是沒有無神論者）。相應在科學的研究中，劍橋

2）恆久迫切的禱告，向神禱告，是使未信父母的心轉向
神的惟一途徑。因為這是神的工作，人不能做的。《路加
福音》11章8節提到那位情詞迫切，半夜求餅的朋友，正
是提醒我們，在每次為未信父母禱告時應有的迫切態度。
況且，從另一個角度瞭解，《聖經》提到的地獄是個真實
的地方，在裡面的人會帶著自己的罪，和撒旦魔鬼一同受
永遠的苦。如果全家人能早早確定因信基督而得到救恩，
明確地能永遠在天家居住，這才是送給家人最好的禮物。
如果你我都相信，「信主永遠都不會嫌太早」這句

大學和康乃爾大學曾經做過的研究表示，當人（甚至職業

話，

軍人）面對巨大壓力或死亡威脅的時候，這些人對信仰的

付上迫切的禱告呢？為了達到最佳效果，就是能多找幾位

需要會明顯的提高。

有共同需要和有禱告負擔的人，定期齊心有禱告聚會，就

當我們讀到這裡，但願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工
作；在向父母傳福音的本份上，我們應有怎樣的感動和行
動呢？

如何有效的傳福音給未信父母？
在聖靈感動的背後，讓我們從《聖經》的真理中，得
到向父母傳福音的智慧，以至自己成為有效傳福音的人。

1）先要求自己生命的改變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4:1）在許多向未信父母傳福音
失敗的例子中，大概比較明顯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
從兒女身上，看到信仰帶來正面的變化。這不是因為這
些信主的兒女沒有積極的去教會，或者也有邀請父母去教
會，或者也向父母傳福音等等；而是他們對未信父母一貫
的“態度”（如：不尊敬，冷漠，輕視等），從來未改變
過。

那更何況為了我們年事已高的父母，能早日信主而

能彼此鼓勵。畢竟父母信主，必定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同時也需要等候神自己設定的時間，不是一兩天就能見果
效。最後，筆者建議從最初就讓你教會的牧者知道這個構
想，好讓牧者為群羊需要守望。

3）推心置腹地分享福音 ，當一方面求主改變自己的生
命，和父母不斷建立良好的關係；再加上建立恆切的禱告
同伴。最後一步，就是求主給自己有機會，與未信的父母
能推心置腹，進入深層和有意義的心靈對話。記得不是爭
論、不是較量，而是心靈與心靈的對話。讓在我們裡面寶
貝的生命，基督耶穌十字架上的愛，與未信父母的心靈相
遇。在坦誠寬廣的對話中，別忘了一邊禱告，求聖靈在父
母心靈裡有感動光照的工作，也求聖靈引導自己內心每一
份真摯的反應。或聆聽、或回答（彼前3:15）、或點頭、
或流淚、或帶出福音內容，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父母信主的那一刻

如果我們一旦被聖靈光照，發現對父母的態度沒有與

我相信，你我剛剛已經好像“看見”了自己父母親信

基督徒所蒙的恩相稱，就應該 立刻謙卑，向天父認罪悔

主的那一刻。讓這感動的場景，成為推動我們引領父母信

改，並且求天父憐憫幫助，加給我們屬靈的力量，使我們

主的異象。讓我們上下齊心，彼此常常鼓勵，迫切為未信

行出基督徒應有的樣式。另外，在適當的時間，也要真誠

主的父母禱告。在此求主讓我們從此更愛自己的父母；並

地向父母認錯，修復兩代之間的關係。在積極方面，對父

且在不久的將來，得著這被遺忘的一群！

母作出愛心的行動，最好以穩定的、專注的、不放棄的，
多花時間以聆聽、陪伴父母；以耶穌基督的愛服侍他們，
以生命影響生命。《加拉太書》也勉勵我們：「我們行
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6:9）
因此，先要求自己對父母的態度有所改變，這是我們
需要做的，而且是兒女才能做的，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人
能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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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城北國語堂堂主任）

即或不然的信心
陳盧道賢
在小組或祈禱會的代禱事項中，有許多弟兄姊妹都為親人的得救懇切代求；特別是至親如父母、配
偶和子女，大家都慨歎向親人傳福音要比陌生人困難。《聖經》記載主耶穌受到本家本族人厭棄，《馬
太福音》曾提到人要為主的名，與父母、子女、兄弟彼此為敵，受眾人恨惡（10:21-22），因為世人都
不接受福音。但是《聖經》明明又寫著：「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徒16:31）我們
如何抓著這奇妙有福的應許呢？以下是幾位信徒的真實經歷，願與大家分享互勉。

有福的媽媽願意信主 • 百祥
愁苦的母親仍在救恩門外 • 冬青
我讀大學時信主、受洗、歸入基督，母親知道後十分震
怒。不過我當時遠在海外，她無可奈何。畢業後回家侍奉父
母三年，又遠嫁他方。回想那幾年在家中面對拜祖先的家族
信仰，自己要持守基督徒的立場很不容易，更遑論勸導父母
放棄偶像，接受耶穌的救恩。我雖然內心焦急，卻無計可
施，只有不斷祈求神施恩惠，並期望自己的基督樣式能感動
父母。
轉眼時光飛逝，父親去世後，母親迅速衰老。她雖然兒
孫滿堂，不愁衣食，子女卻各有家室或因工作關係而無法同
住，只剩下她孤獨一人和老僕人守著祖屋，守著先人的靈牌
和一堆偶像。82歲的母親是個可憐人，她原是一名孤女，沒
接受過教育，也從未享受過父母親的天倫樂，沒法明白世上
有無條件的愛。婚後誕下六名子女，卻因妾侍身份，地位低
微，生活在憂慮與惶恐中。如今母親白髮蒼蒼，身體軟弱，
家族傳統每年參拜祖先，她仍然戰兢地跟從，不敢怠慢。
我每年抽空回東南亞探望母親，住上一段日子，但是每
次向她提及福音都被拒絕，她時常說：「你信你的，我信我
的。」雖然偶然也跟隨我參加教會主日崇拜，都像應酬難得
回家的女兒。母親多愁善感，凡事從負面看，內心沒有喜
樂，只有擔憂。她心願有長壽、享晚福，可惜我只看到她滿
是勞苦愁煩，天天歎息，沒法得到真正的福氣。
「媽媽啊！我已得到真正的福氣，願你也早日得著，就
是主耶穌的大愛和永恆的救恩！天上地下，除祂以外，別無
拯救。你拜偶像、燒香燭都是徒然，因為那些都是泥雕木塑
的偶像。惟有救恩使人罪得赦免，有自由釋放、盼望和喜
樂。30多年來我每天懇切為你禱告，求主使你早日接受救
恩，有永恆的平安。每次聽到你的歎息，我都心如刀割。媽
媽，接受主吧！這是垂手可得的福氣。天父啊！我仍在等候
你的恩典臨到母親身上，求你垂憐。阿們。」

母親孀居異埠，有我兄長照料；我雖然
工作繁忙，但時常抽空探望。每當看見她日
漸老去的臉容，不其然顧念她靈魂得救的
事。從前父母與我同住，偶然也有跟我到教
會聚會聆聽福音，可惜搬到外埠與哥哥同住
後，因為當地華人不多，便沒有機會了。我
內心很是焦慮，怎能把年老的媽媽帶到主前
呢？特別是她現在視力欠佳，閱讀困難，連
看大字《聖經》也感吃力。
最近與太太一起探望媽媽，只有兩天逗
留時間。我們陪她辦事、逛公司、看電視、
烹調美食，閒話家常。太太忽然有感動，催
促我要向媽媽傳福音，她說閒時與媽媽通電
話問候，總會提及神的恩典，並為她祝福禱
告，媽媽心中對神應該不算陌生。我卻不知
為甚麼，莫明其妙地緊張起來，怕她拒絕？
抑或怕她責罵？太太卻充滿感動，我倆便懇
切在神面前同心禱告，求主施恩憐憫。
翌日，我跑到媽媽前，大膽向她說：
「媽，神眷顧我們的家，你是親身經歷的，
請你細聽這福音，認識這位神。」接著太太
一口氣地把世人犯罪，神的大愛和主耶穌的
十字架救贖，清清楚楚地陳述；然後快快
問：「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你個人的救主
嗎？」母親毫不猶疑，微笑點頭說：「我早
就相信了。」在決志禱告後，我和太太滿心
歡喜地趕赴機場，返回多倫多。哈利路亞，
感謝神！現在太太每週透過長途電話和媽媽
讀經祈禱。願神祝福母親的身、心、靈同樣
健壯快樂。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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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憐憫迷失的丈夫 • 燕齡
丈夫染上賭癮，父母向住在隔壁的牧師求助，
懇請帶他去教會，更期望他能脫離惡習。我便這樣
成了「跟得夫人」，與丈夫一同去教會約有一年，
卻沒有認真尋求神。丈夫的賭癮陋習沒有改，教會
也就沒再去了；不久還出現第三者，婚姻亮起紅
燈。以往沉醉於「愛」是來自親愛的人，如今才明
白最親的人才是傷害最深的人。
在那段茫然無助的日子，神呼喚我重回祂懷
抱，祂是安慰主、是眷顧人的神。我獨自帶著三個
孩子再踏進教會，弟兄姊妹的熱心關懷和愛護，使
我重拾新生，這時我才清楚明白神愛世人的偉大道
理。對離開了的丈夫，起初的怨恨和忿怒漸漸平
伏，因為神的愛包圍我。我在婦女小組研讀《聖
經》，學習寬恕的道理，開始找到內心的平安；雖
然失去世上的依靠，卻得著神的保護與同在。我不
再惱恨丈夫的無情，反而關心他的得救，藉著孩子
參與教會的活動，我時常邀請他列席參加，希望將
來他能回轉，頓覺昔非。我積極學習事奉、學習禱
告，為迷途的丈夫求主恩待憐憫。

自我尋找信仰的兒子 • 逸詩
婚後十年才誕下第一個孩子，我滿心感謝神的
恩典，定意要好好教導他成為榮神益人的基督徒。
小時候，睡前向他細讀《聖經》故事，每週帶他去
教會，參加兒童崇拜和主日學，我與丈夫也忠心在
教會事奉，給孩子作個好榜樣。兒子升上中學時，
更送到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讓他全然在一個基督
教的環境中學習。我從沒料到一個自小乖巧順命，
稱為OK Boy的兒子，有一天竟然對我說：「媽媽，
我甚麼事情都可以依從你，只有信仰，請你不要過
問。」我愕然地問：「你對神有甚麼疑惑？我可以
和你傾談嗎？」「不必啦，我自己會尋找答案。」
我發覺他開始在互聯網上追求各種知識和資
訊，漸漸《聖經》科比其他科目成績遜色得多。我
無法探索他的內心世界，因為他已是名典型的反叛
青少年。他有好成績，處事有條理，也很孝順，只
有談及信仰問題，他總是充滿挑戰。我無法以數據
推算或方程式來證明神的存在和救恩的真實。那段
日子我內心滿是愁煩，有時自責，有時氣忿，我還
追問神：到底是那個惡者搶走了我的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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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平安的妹妹快走歪了 • 曉月
多年來向妹妺傳福音，總是不成功。我倆感情要
好，只是談到信仰就無法有共識；加上大家婚後相隔
甚遠，交談多靠長途電話。每次有機會回娘家省親，
我總會抓緊時機向她傳道。快20年已有點轉機，誰料
有基督徒親友有不好的見證，使她十分生反感；加上
近年香港不少名人、明星都聲稱自己重生得救，當中
不乏藉此宣傳，嘩眾取寵，不久就原形畢露，生活醜
陋失敗。至此我深深體會，主為何說「那絆倒人的有
禍了，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裡，還
強如他把這小子裡的一個絆倒了。」（路17:1-2）
妹妺無論在家庭或職場都工作繁重，加上步入中
年，不再年輕，每天的精神體力都疲憊不堪，很渴望
得到內心的寧靜安息，更渴望見到人間公義。一日赫
然發現她跟隨中學同學參加一個佛教千人聚會，她說
學佛並非迷信參拜，只因那場面令她感到既寧靜又震
憾。立時我內心有如墮下萬丈深淵，耳邊像聽到撒但
陣陣猙獰笑聲：你疼愛的妺妹快被惡者蒙蔽了！
「主啊！我深信你是信實的神，你必然得勝！求你
賜下憐憫，救妹妹的靈魂！」我加緊禱告，更著緊邀
請妹妹參加教會聚會，惟有主耶穌基督才是救世主，
只有祂才能賜下平安、憐憫和公義。我會為妹妹的靈
魂得救努力， 永不言倦！

神給我回應：孩子是祂賜的產業，我只是暫時管理。祂
早有計劃和安排孩子的一生，我只當做好父母的職份，以神
的話語教導他就是了。我開始明白這是神要我學習的信心功
課。午夜夢迴，內心也會隱隱作痛，只有恆切為兒子祈求。
特別當他離家上大學後，我知道更是學習放心放手的時候。
我恭敬地把他交在父神的手裡，向孩子說：「我和爸爸都愛
你，神更愛你。有困難別忘記告訴我們，並且要祈禱，天父
有大能，更是你隨時的幫助。
入學後，兒子果然碰到大小各樣不同的難處，他開始明
白人的緲小，人生原來有許多的無奈或意料不到的事情。他
開始向我傾訴，我也嘗試開解他，教導他學習禱告交托，漸
漸經歷神的真實。三年下來，他終於認定神是他個人救主。
一日，我等候多時的一句話終於在耳邊響起：「媽，我決定
受洗作公開見證，我會認真學習跟隨主耶穌的榜樣。」感謝
主！我再次看到神所賜的乖孩子回來了！

永不放棄

盛群

「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

了。我簡直不敢相信，再三問她相信甚麼，怎麼就突然信

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了？她講得清楚又確切。隨後的日子，還很喜歡我給她查

9:2-3）

經，時常說有從來沒有過的一種喜樂。我完全確定她是真

保羅對於以色列同胞親人未歸信基督，未能得救的焦

正歸信了。我心裡充滿了感恩，覺得神真是愛我們。

慮心痛之情躍然紙上，表達得淋漓盡致。我剛信主時，不

在這之後，我也有為父母和妹夫的信主得救禱告，但

理解保羅為何如此決絕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

不是很迫切恆常。三年後，妹妹有次對我說，她覺得丈夫

離，我也願意」？慢慢地才明白，這是保羅非常清楚福音

這段時間變化很大，對信仰的問題不再劇烈地掙扎起伏，

是甚麼，帶給人的是甚麼，以及他對同胞親人有至深無私

她感覺他很快會信主，要我為他禱告。我就認真地為妹

的愛，才讓他有這種豐富的情感。

夫禱告，不久後妹夫也信了；不單信了，還很追求真道，

福音到底是甚麼呢？《聖經》清楚告訴我們：「世人
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榮耀」（羅3:23），「罪的工價乃
是死」（羅6:23），「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
有審判。」（來9:27），「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我實實

飢渴慕義，幾乎每天都認真渴慕地讀《聖經》，早晨上班
前，還聽網上《聖經》課程。我不單感恩，覺得自己又一
次經歷了神！大大地激勵我繼續向未信的親友傳福音和懇
切禱告。

父母仍是懷疑論者

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約6:47）「到我這

但是父母就是不同的情況。從2009年妹夫信主後，我

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6:44）「福音本是

開始恆常為父母的得救禱告，針對他們的狀況，購買不同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的書籍給他們看；針對他們的狀況講福音、講見證，甚至

（羅1:16）。

幽他們一默，開玩笑說：「你們不覺得我變化太大了嗎？

相信耶穌基督是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必得救，就

我現在是不是可愛得像天使？你們看到信仰在我身上的劇

有永生的盼望；身體雖然會死亡，末後必復活得救。在信

變，怎麼還不信呢？」他們從徹底的無神論者，變成了不

徒的生命中，我們有重生的經歷，得到奇妙的救恩，對未

知論和懷疑論者，但是始終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獄。有時我

來有盼望，對死亡不再懼怕。我們敬拜神，學習《聖經》

會灰心洩氣，但是想到經文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

，學習與弟兄姐妹彼此相愛；生活中經歷神，與主的關係

得時」（提後4:2），「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

一天天建立和親近，滿有平安喜樂，對神和祂的話語認識

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雅5:7）我就從新得力，

愈來愈多，更多體會神的愛，也在神的愛中也漸漸更有愛

繼續為父母禱告，我怎知道他們日後不會信主得救呢！

人的能力。我們也學習面對患難與困境時仰望神的幫助，

我們有時傳講福音，對方很快就相信接受；有時在漫

在信主親友離世時，雖然悲傷不捨，但是不會絕望，因為

長時間後，親人仍不相信接受，都有不同情況。無論如

不是永訣，還有再見的一天。這種種一切讓我明白救恩何

何，我們都不能輕言放棄，因為仍有愛靈魂的心；愛是我

等寶貴，神是又真又活，是我們天上的父親。我們也體會

們傳福音的動力，禱告是我們傳福音的基礎。

天父的愛，祂愛世人如同我們愛自己親友，這種愛在心裡
愈是強烈，便更迫切想將這至好的福分告訴我們摯愛的親
朋好友，堅持不懈地想把這種愛傳達給不認識的人，更多
的人。這就是傳福音。

妹妹、妹夫信主了！
我還清晰記得自己剛信主那年就想像：如果有一天要
與我深愛的妹妹永訣，那是多麼痛苦和恐怖的事情！我開
始向妹妹講福音，她不抗拒也不相信，沒有熱情。我想我
講沒有用，只有神能改變她，便開始迫切為妹妹的歸信
得救禱告。奇妙的是，她很快就在我受洗的那年底便信主

* 作者 (中) 與父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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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個胸懷普世的母親
陳梁燕芬
* 一家四口在日本宣教。

夫婦照顧和敬虔的老師教導下，他們的身、心、靈都蒙
保守，健康快樂地成長。今天他們已是成人，仍常感謝天
父，讓他們在全世界兩間最好的學校中成長，學到很多屬
靈的功課。他們自小在學校大家庭中成長，有熱鬧的宿舍
生活，仍要學習個人安靜獨處。長大了在忙碌的生活裡，
亦爭取個人獨處和安靜的時間空間。
我們今日生活在加拿大，屬於少數民族。在多文化、
多宗教、多民族中生活，能否像約基別一樣，教導孩子堅
守真理勝於物質和權力呢？

禱告的母親，哈拿（撒上1:9-11）：
我與丈夫陳榮基牧師同心同行，年青已奉獻作主僕；
早年攜同兒子：七歲的天健和三歲的天信，踏上日本宣
教路。我們在日本作跨文化的開荒植堂事奉，屢經挑戰，
經歷主深恩；造就日本信徒，建立神家，是深蒙我們夫婦
倆的母親在背後默默支持，恆切祈禱，讓我們遵行主命，
到遠方傳福音，為要救那些失落的人。她們讓我們在事奉
上無後顧之憂！
當我自己成為宣教士和傳道人的媽媽時，曾面對許多
不一樣的考驗，但是每次都從《聖經》的母親們作榜樣，
給我激勵；更教我放心仰望神，放手交給神（Let go and
let God）。現在試從《聖經》認識三位偉大的母親，讓我
們在這世代再思母親的角色任重道遠，致力培育下一代。

信心的母親，約基別（出2:1-10）：
敬畏上主，違抗王命；堅守主道，信仰傳承。
摩西的母親約基別本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希伯來女子，
因著信心和機智，在歷史上成就了一件大事。當時法老王
頒下殘酷的命令，要把希伯來人的男嬰滅絕。約基別冒死
把摩西收藏三個月，後來用信心將愛子放進蒲草箱裡。神
讓法老女兒收養摩西，又讓約基別乳養摩西至斷奶。 在
這段日子，她把希伯來人的語言、傳統、文化、敬拜獨一
真神的信仰，培育在摩西幼小的心靈中。
在日本宣教事奉時，我們要把兩個六，七歲的兒子送
到宣教士子女學校寄宿讀書，每年只在三個長假期回家。
作為父母，實在不願意與他們分隔兩地，但是在充斥偶像
敬拜和物質主義的日本社會，我們深信基督信仰對他們
的培育最重要。在資深的宣教士指導和代禱下，我們學習
如何與遠方的兒子們保持親子關係；並在一對愛主的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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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 家 訊

經歷試煉， 堅信不移； 奉獻愛子， 全然交托！
哈拿不育，向神痛哭傾訴苦情，切切求子，並承諾會
奉獻孩子終生事奉神。後來哈拿生下兒子撒母耳，待兒子
斷奶後，便把他送交祭司，讓他一生事奉神；神悅納哈拿
的奉獻，再賜她更多兒女。日後撒母耳也蒙主大大祝福使
用。
我們夫婦倆常教導信徒，要作一個胸懷普世的基督
徒。原來這教導也深植兩個兒子心中，他們自幼跟隨我們
四處佈道探訪、到醫院、老人院、殯儀館，都是他們學習
關懷的地方。他們尋求神的引導，前往不同的地方生活。
大兒子17歲時回香港做暑期工，有一次在嚴熱夏日，買了
一杯奶茶給一位汗流滿面的乞丐老婦喝，並蹲下來與她交
談兩個多小時。這經歷讓他對貧窮人更多認識，後來他學
了亞拉伯語，走進非洲的窮鄉僻壤與當地人做朋友。
小兒子大學畢業後，找到在家工作（home office）的
電腦專業，就走到中南美洲四個國家，邊工作、邊學習
西班牙語，在貧窮人中生活一年，體驗他們的困苦無助，
並思想怎樣幫助他們。後來到溫哥華進修如何支援第三世
界，並走進黑暗犯罪率極高的社會邊緣人中作義工。孩子
們都不在父母身旁，我雖然有擔憂；卻恆切為他們代禱，
繼續學習Let go and let God的功課！感恩孩子們長大獨立
生活，待人接物有禮，體恤老弱貧苦；又洞悉世情，憐憫
軟弱人。
今天的世代險途處處，如何確保兒女走在正路上？是
在父母溫室中養育成人、供應完成高等教育？兒女長大是
依靠父母還是靠神？父母若相信兒女是神所賜的產業，就
要向神求智慧，與神同工，讓神在他們身上擁有主權，讓
神差遣他們成就神國大業。

順命的母親，馬利亞（路1:54-55）：
深明神旨，尊主為大；承擔使命，完成應許！
馬利亞是最有福氣的母親，天使報信救主
基督由她而生；可是她心裡有個不解之結，就
是兒子會走一條怎樣的人生路呢？祂有人生召
命要成全，馬利亞要給兒子一個敬畏上帝的環
境長大，她盡力做到了！

災民祈禱；他是被戰爭慘情觸動，要前往戰地
支援保護他們。後來我接受輔導，知道自己小
信，明白這是神的「召命」；我要信靠神，交
託主，在神手中，他必平安，便一直支持他。
兒子很感激父母給他的支持和代禱，多次死亡
擦身而過，親歷主恩浩瀚。那驚心動魄，在戰
火中搏擊的幾年，我們一家人緊密相依相連，
共嘗基督大愛。

在東京寄宿讀書的大兒子，祈望高中畢業
後，休學一年前往柬埔寨做清除地雷的工作，
他已蒐集大堆資料給我們閱讀，盼得父母支
持；但那實在太危險、太駭人了！幾經輔導，
他明白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待他較成長才去
保護那些飽受戰火蹂躪的受害者。後來他夢境
成真，數年後考進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接受
艱苦訓練後，兩度被派往戰場服役。那時我有
點後悔，因為我自幼讓孩子看國際新聞，並為

現代父母有幫助兒女回應神在他們人生中
的召命嗎？望子成龍，出人頭地的壓力下，淡
忘上帝給孩子託付的使命。每個孩子都有上帝
所賜的能力、天資、智慧和恩賜。父母願意順
從主命，與神同工嗎？是否放心仰望神，放手
交給神？讓孩子自由地在神的保護引導中接受
挑戰，經歷考驗，讓他學習緊隨主的腳蹤行，
活出豐盛的人生嗎？
昔日，有出埃及的領袖摩西，最後的士師
撒母耳，以及普世的救主耶穌基督；他們在母
親的敬虔愛主的培育薰陶下，成就了那時代的
使命。
今日，我們仍需要有胸懷普世的母親，與
神同工，培育孩子為主所用，成為神國的勇
將； 在這時代作鹽作光，榮神益人！
（作者為愛正堂傳道）

* 大兒子（中）夢想成真，被派往戰場服役。

ACEM CHURCHES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 吳克定牧師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L3R 5A2
Tel: 905-477-7533 www.tccc.ca Email: admin@tccc.ca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299-3399 www.tmccc.ca Email: mandarin@tm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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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 盧佳定傳道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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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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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ke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X3
Unionville Oasis (UCCC) – Rev. Kai Mark
Tel: 416-498-3399 www.mccc.on.ca Email: mccc@mccc.on.ca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 黃維信牧師
Tel: 905-415-2747 www.uoasis.ca Email: admin@uoasis.ca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L3R 0V5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 黃少明牧師
Tel: 905-479-3322 www.markhamchurch.com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mail: mccc@markhamchurch.com
Worship: Glengate Alliance Church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L2E 1X9
North York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Tel: 905-650-5899 www.nrccc.ca Email: admin@nrccc.ca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441-2232 www.nyccc.ca Email: info@nyccc.ca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L4G 7A4
TTel: 905-727-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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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905-294-3554 www.cornerstonechurch.ca
Email: pastors@cornerstonechurch.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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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借錢給別人嗎？
黃纘舜

問： 團契、小組生活鼓勵分享交心，我在教會曾向信徒借錢，很怕這事會傳開讓人知道，
影響別人對我的觀感，如何是好？
答： 我們必須常存感恩的心，牢記是神的恩典將信徒

連結一起。《聖經》鼓勵我們說：「又要彼此相
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
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來10:24-25）
我們要珍惜從神而來這美好的禮物，透過團契相交
的生活，要保護顧惜彼此建立愛的情誼關係。因此，我
們在主裡應該養成良好的品格，做人要正直、誠懇、恩
慈、坦誠而尊重私隱。在團契小組裡，組員能夠彼此交
心分享、關顧、支持和代禱，都是令人鼓舞和祝福的
事。不過，我們切忌濫用這個愛的團體和關係，將別人
的隱私洩露。《聖經》警誡不要說閒話：「乖僻人播散
分爭，傳舌的離間密友。」（箴16:28）最小的舌頭能說
大話，污穢全身（雅3:5）。
如果我們自己有任何過錯或罪，先要向神認罪求原
諒，然後再請成熟信靠的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如果難
於在團契小組中真誠地分享，禱告求神給你智慧，在其
他適合的時間才私下與人分享。這都是教會團契生活的
基本原則和態度，我們應學習建立彼此信任、彼此分享
的關係。

關於曾經向教友或外面的人借錢的事，我們不喜歡讓
別人知道，這都是自然的本性。另一方面，我們從《聖
經》學習，神要我們彼此忠誠，互相幫助；任何人有難
處，我們都應盡力提供協助。不同形式的幫助（物質、
金錢、感情等），無論施予或接受，在愛裡和榮耀神的
原則下，都是《聖經》鼓勵要做的事（申15:7-8,林後
9:8-9）。當得到別人的幫助，我們必須感謝神，也可以
與可信靠的兄姊分享，一同讚美上主。如果有人知道這
事後而看不起你，或者傳播閒言，在神的國度中都是不
對、不應該做的事。簡而言之，在分享敏感的話題時，
我們要求神賜智慧，在可信任的人和合適的環境中進
行。更重要的是，我們所作的凡事都要榮耀神，任何人
要在其中佔便宜都是不對，更傷害我們因主耶穌基督的
血而建立合一的珍貴關係。
萬一遇上困難真的需要借錢，《聖經》教導我們要
做個好管家，要儘快償還，凡事不可虧欠人（羅13:8）
。勤讀聖經，時常向上帝祈禱，聆聽聖靈教導，好好管
理財務，找出借錢最核心的原因，避免再次發生同樣的
事。求神幫助，管理我們的人生，行走祂喜悅的路。如
果其中涉及罪的理由，一定要堅決離開那罪惡，並祈求
上帝寬恕，千萬不要以為拿到錢就是一個快速解決問題
的方法。

問： 教會肢體相交，有多年好友，也有交情略淺的教友。他們向我借錢，我要愛心幫助、審慎婉拒，
還是以金錢多寡作原則？應該抱著甚麼心態呢？
答： 當教會或團契內有人遇到難處，將這件事或處境
帶到神面前，是首先和必須要做的事。弟兄姊妹
要彼此提醒，神必定看顧（腓4:19），並加上個人的支
持，知識上的協助，物質上的援手等。不管怎樣幫助，
都要做在愛和恩典中，凡事榮耀神；切勿以此自傲或獲
取利益（約壹1:7, 4:11）。
如果有弟兄姊妹確實在金錢上需要援助，我建議他們
先諮詢自己的教會。有些華基教會設有慈惠基金，在特
定的範疇內，可以幫助會友渡過緊急的金錢難關。如果
信徒願意彼此幫助，施恩借貸也可接受：「施恩的人，
借貸與人的，這人事情順利，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明

自己的冤。」（詩112:5）但在面對金錢借貸的事上，我
們必須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要清楚知道借錢人的真實
需要，借錢的金額，一次過的數目或一段期間的款項；
在有需要的情況和嚴格保密下，可徵詢教會牧者以便更
多理解。《聖經》提醒我們，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箴
22:7），借錢的事若處理不當，有時會破壞弟兄姊妹間
的主內關係。
面對財務困難時，我鼓勵相關的兄弟姊妹要一起禱
告，共同親身經歷神的恩典和作為，同心解決困難，避
免濫用主內的愛心而惹起不必要的爭議。相愛合一能推
動我們正視人生逆境，而不只是金錢的數額問題。
（回答者為北約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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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與大能

余錫康
* 作者（站右七）與旺巿堂部份同工。

旺市華基（Vaughan CCC）是華基聯會的第十三間堂
會，也是城北堂在旺市新植堂的教會。蒙神引領和恩典，
去年10月13日舉行了第一次崇拜，有國語崇拜、粵語崇
拜、成人主日學和英語兒童主日學。我是旺市堂的傳道
人，教會是新的，傳道也是新的。我藉著這個小園地介紹
自己，讓各堂眾教牧和弟兄姊妹認識，彼此配搭，互相支
持和代禱。

感謝神，祂為我們打開傳福音的門，藉著個人和集體
佈道，信主人數增加，教會增長。從開始植堂到現今，已
有7人信主。旺市堂的聚會點位於一個社區中心，隔著一
整排的透明玻璃，可以看見人們在外廊遊蕩，甚至駐足觀
看我們的崇拜，像站在天國門外觀看的人一樣。此情此
景，加深了弟兄姊妹要快快傳福音的心志。若主願意，盼
望在2014年底前有20人信主。  

我非常感恩，神讓我過去參與城北堂在奧城和旺市的
兩個植堂事工。更蒙華基聯會和城北堂教牧、長執支持，
現於旺巿堂事奉。

光是努力傳福音是不夠，更需要禱告倚靠神：「我栽
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
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林前3:6-7）麥希真牧師也曾這樣教導說：「心中常常
堅定地百分之一百倚靠神，沒有祂一切都成不了。心中常
常儆醒地百分之一百盡己力，不努力 一切都成不了！

我是一個蒙福的人，像神揀選的傳道人一樣，被主呼
召，祂救贖了我、裝備我、與我同行，我是屬祂的。主愛
我，給我一位好妻子；她是我最大的幫助和最忠誠的提示
評論者。每次我要講道前，她都是我第一位的預習聽眾；
又常常和我一起去探訪弟兄姊妹和朋友。我們家裡的三個
兒女和三個孫子/女都給我和妻子在生活上加添了喜樂和
色彩。
神給我一位資深的傳道人做我的屬靈導師，我常常向
他請益，包括：屬靈上、人際間、生活處事及事奉等問
題。主又給我一位禱告同伴，每週我與他分享和禱告。感
謝神，主又為旺巿堂預備30多位熱心事奉神的同工，以致
我在事奉的道路上，雖然有困難、挑戰和軟弱，但是也有
許多喜樂和祝福。尤有甚者，我們有100多位禱告勇士，
他們一直用禱告來支持和托住我們在旺市植堂的事工。
我和有心參與擴展神國的同伴們從2012年11月開始，
每月舉行旺市植堂禱告會。一年後，教會成立；兄弟姊妹
更熱心參與禱告會。《疾風烈火》的作者辛傑米說：「⋯
在《使徒行傳》頭兩章，神是在禱告會當中誕生教會。」
教會今年主題是「擴張神國，榮耀祂名」。「你們多
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15:8）旺市（Vaughan）約有一萬五千華人（包括
一、二代移民），另有許多講華語的越南人。我們都清楚
明白，大家不是從母會城北堂走出來，換個地方崇拜而
已；卻是任重道遠，有神清晰的異像和使命，要在旺市成
為一個金燈臺，將福音傳給這裡的同胞。

回顧過去一年，我最感恩是神與我們同在。祂賜給旺
市植堂的異象，又給我們愛神、愛人、愛傳和平福音的團
隊；他們有各種恩賜，又有同一心志，就是靠著恩主努力
擴張神國，榮耀主！  
展望將來，我想起神的僕人摩西在以色列人要過約但
河，進入應許地時的話：「你若心裡說：『這些國的民比
我更多，我怎能趕出他們呢？』你不要懼怕他們，要牢牢
記念耶和華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親眼
所看見的大試驗、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膀
臂，都是耶和華你神領你出來所用的。」（申7:17-19）
昔日神如何在埃及恩待祂的選民，同樣神在迦南地也
恩待祂的選民。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牢牢記念神的
恩典和能力面對不同的困難，有信心迎向明天的挑戰。同
樣地，神揀選了一批子民到旺市植堂，當我們面對各種
困難，得勝之道是牢牢記念神的揀選和恩典。神與我們同
在，靠著祂，就有能力面對今日的困難，有信心面對明天
的挑戰。願以下面四句話和諸位同工共勉：
  願神因我們努力地傳福音，       
  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願我們牢牢記念主的恩典，
  把榮耀歸與我們天上的父。
（作者為旺巿堂傳道）

2014 年 5 月

9

遲來的春天
隨著今年多倫多姍姍來遲的春天，我在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加神）的學習也終告一段落，遲來的春天，帶
給我許多聯想。

非學無以廣才
當年不知天高地厚，我踏上了柬埔寨宣教路，一鼓作
氣的開荒、植堂、建堂、門徒培訓。但是不知道從甚麼時
候開始，自己變得老氣橫秋，做事有點不近人情。感謝主
在這時給我一個大轉身，離開工場回到夢寐以求的校園生
活，再回到神學院進修。
宣教工場十年，早已感到江郎才盡，面對工場環境複
雜多變，事工多方需要，外界眾多期望，常使自己在無所
適從中有捉襟見肘之窘迫。事實上，治學與才幹是息息相
關，大有恩賜的使徒保羅在治學上仍諄諄不倦，不正是
我們需要效法的嗎？在加神的學習中，大大開闊了自己的
視野，在課堂上從不同科目的老師，來自不同宗派的同學
中領受不同的學習進路和思維方法，改變了自己過往單
一、無知固執的夜郎自大。從歷史、神學和《聖經》原文
學習中，也摸著一點點知其言、也之其所以言的門路。在
神浩瀚的救贖歷史裡，深感自己何等渺小，又有幸於神永
恆的恩典中賜給我學習機會，如何成為服事這世代無愧的
工人；在這當中理性與感性、現實與超越、靈性與人性、
個性與共性之關係與平衡，需要從不同角度深入探求與瞭
解，在加神的學習使我常有相逢恨晚之感。

非志無以成學
如何學以致用，立志是很重要的。所謂的立志，不是
將更多知識和能力握在自己手裡，以此作為江山穩坐或大
大被神使用的籌碼，確實要小心避免對知識和權力貪得無
厭的崇拜，因為人一旦陷在其中，就難以逃脫詭詐與偽善
的纏繞，到時只怕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正因為知道人的德
性，自己常立志以清潔為裝飾，學習以謙卑束腰，而在加
神的經歷，實實在在更新和擴張了自己的生命境界。
在一次加神聚會中，當時聖靈藉著麥希真牧師的講道
嚴嚴責備我，他特別提到傳道人與別人交往時要有的品
格，他說：「儘管你的內容是對的，如果你的方法和態度
是錯的話，你還是錯的！
這不正是我常犯的錯誤嗎？當時我很後悔為甚麼到今
天才得這教誨，以至過往對別人有太多的冒犯與虧欠，我
隨即馬上向主認罪悔改，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然而
神很幽默，祂往往通過別人給我的對付，以此看看我是否
真的願意被改變，因此我不得不從理直氣壯到理直氣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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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潔香
但是這還不夠，直到
誠心實意向對方道歉
或認錯心裡才得平
安，其實甚麼時候你
感覺到很痛快時，都
是血氣使然。沒有那一
種立志比謙卑更寶貴和重
要，這生命上的成長永遠不
會遲，因為屬靈品格的建立乃是
一生之久，知識是學來的，生命卻是磨出來的。

非從師無以解惑
在加神我得遇眾多良師，高雲漢牧師是其中一位。大
家有目共睹，高牧師如何為著培訓神國人才而盡心盡力，
哪怕是在他晚年身體不適，仍然坐著輪椅、拄著拐杖給我
們上課，親自講解示範講道要訣，其為師為父之心實在使
人動容。高牧師以僕人領袖的生命告訴我，神的道不僅是
傳出來，更是活出來。
我有幸多次拜訪高牧師，得到他親自的指導和祝福，
記得我與夫婿到他府上向他請教有關宣教服事的重點，他
反復對我們說：「你們以後不要重複做以前做過的事情，
應該鼓勵帶動更多人投入宣教，培養更多宣教士起來，
像戴德生一樣，他最偉大之處不僅在中國宣教了多少年，
更重要是帶動了更多人投入宣教，這應該是你們以後宣教
服事的方向。正因著高牧師的教導，我們開始調整服事方
向。」
2012年底，高牧師的身體愈漸虛弱，我們啟程前往工
場服事前到醫院探訪，當時我有一預感，這也許與老師最
後一次的見面與道別。半年不到，我在中國得知高牧師被
主接走，良師音容猶在：潔香同學努力啊！今年我在加神
畢業，也代表了他對宣教士的關懷與扶持，雖然他缺席畢
業典禮，但他對主至死忠心的竭力追求，將成為我一生的
激勵和榜樣。
在此，我同時非常感謝華基聯會多年來給我的禱告與
關心，特別我在加神學習期間給予的助學金支持，使我能
順利完成所有學業，實在是主豐盛的恩典。走出校園，我
將帶著使命與託付，隨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春天，踏上新
的征途。
（作者為華基聯會差傳部多年來支持的宣教士。）

進修去！和平福音差傳學堂(PMI)
屈網堅

步入華基聯會的辨事處，過往都是為了參加不
同的部門會議；但是自從今年1月7日起，我踏進這
裡的會議室就多了一個目的，就是我報讀了「和平
福音差傳學堂」（P.E.A.C.E. Missions Institute-PMI）
的進修課程。課堂教授普世差傳事工各方面的有關
知識，大概每六個星期就是一個課程單元。轉眼眼
已上了兩個單元，很希望與大家分享我在學堂裡的
學習。

溫故知新的「和平福音」
「和平福音」本是一套可動員整個教會一起參
與的宣教策略計劃，從課堂上黃少明牧師的講解
中，我知道此計劃包括五個方向，是因應著現今社
會所面對的困難，進而採取的回應行動。
第一方面，因著世人的心靈空虛，所以要建立
基督的教會，讓人有機會接觸與神和好的福音。第
二方面，因著國家或地區上以自我為中心的領導問
題，所以要裝備有僕人態度的領袖，優化領導質
素。第三方面，世界各地貧窮蔓延化，所以要協
助窮苦的人民脫離赤貧的困難。第四方面，各種疾
病蔓延及傳播，所以要關顧病患者，這裡也包括
尋求治療和預防的方案。第五方面，就是文盲及失
學率持續風焱升，所以需要建立及改善下一代的教育
質素。除了研討這五方面的議題外，我們還要閱讀
Christopher Wright的著作《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深切反省信徒的宣教使命，也要包括保養及維護
神所創造的自然生態環境。
對我而言，這些都是我略有所聞，不太陌生的
策略方向，不過將每個論題放在一起，就好像是一
個完整的工具箱，內裡有完備的工具，當教會構思
和準備差傳事工計劃時，便提供了正確的方向及導
引。

學堂工作室
參加「和平福音差傳學堂」，每位學員都要做
家課，是採用以上提到五個策略方向，探討或構思
不同的差傳工作計劃。

我本人構思了一項模擬差傳工作，就是在本國
的努拿烏特地區（Nunavut）設立一間青少年及家
庭教育中心，目的是協助青少年原著民以正面積極
的方法認識自我，代替自我生命的消極途徑，帶領
青年人面對充滿挑戰的人生及空虛的心靈。努拿烏
特地區的青少年自殺率是全國之冠，數字驚人，是
當地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雖然這是不幸的悲劇，
但是透過「和平福音」提醒我，要將神的祝福帶到
這個絕望的社區中，設立青少年及家庭教育中心，
是我的模擬差傳工作的初步計劃，在其後接續的5
至10年間，期望能建立家庭教會，讓人有機會認識
福音，與神建立關係，得著喜樂的人生。
在整個模擬計劃中，我也使用從學堂學習得來
的SWOT方法作分析，從：優點（Strengths）、弱
點（Weaknesses）、可能的機會（Opportunities）
、面對的威脅（Threats）這四個角度作深入分析，
可以引發自己有更多思量，積極尋找可用的資源作
支援，使差傳工作在未來5至10年可持續地發展下
去。

我的展望
直至現時為止，第一班的「和平福音差傳學
堂」已經完成兩個單元，還有四個單元分別在餘下
這一年繼續進行。黃少明牧師已向各同學預告，未
來的師資陣容非常強勁，例如麥希真牧師包辦「師
徒訓練」這一單元的六節課程。
每一單元的學費只是$50 *，有超量級的導師授
課，真是非常超值。加上每節課題內容都很充實，
可以幫助我不斷思考準備中的堂會差傳事工，或個
人構思的宣教行程。我最期望從差傳學堂中的學習
所得，很快就可以運用在差傳事工上。自己有了更
充足的裝備，為了擴展神的國度而擺上，不致於讓
這些真知灼見流於紙上談兵。

*註: 現在每一單元學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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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隊。泰北行
姚董幼明
「那時我在他身邊作工匠，每天都充滿喜樂，時常在
他面前歡笑。」（箴8:30）  
主耶穌基督在創世時，就和父神一同工作。放眼四
顧，宇宙浩瀚雄偉，山水秀麗景緻；再看看鏡子裡的自
己，瞼上肌肉稍微扭曲，就能做出不同表情變化，實在驚
嘆這創世工匠手藝之巧妙。在摩西建聖所、造約櫃，挪亞
建方舟前，神都清楚給他們很明確的指示。因為天下沒有
一個工程師比神更清楚怎樣才是最好的結構，怎樣畫出更
美更實用的圖則。耶穌在世上還未開始傳道前原是個木
匠，相信他做的東西必也是盡善盡美。
我們自稱工匠隊，不敢與神相比，只是提醒大家，人
人都有恩賜，可以事奉祂。短宣隊除了醫療隊及少數隊伍
外，大多數都以教導為主，有佈道、輔導、培訓；在福音
封閉的國家，就以教英文為主。於是自認口舌笨拙、不善
言辭的人以為宣教不是他們能肩付的工作。在不准許公然
傳講福音的地方，要如何宣教呢？不就是用愛、個人或團
隊生活楷模來見證神嗎？
去年4月有機會遇見馬小芸老師，我們聆聽她和何牧
師在泰北的事工，很有興趣短宣探訪。她們正要準備建
堂，很希望有人幫忙看圖則，提供意見；那裡也有些地方
需要修復重建，於是在牧者和兄姊祝福下，9月組成短宣
隊，今年1月出發。
泰國是個佛教國家，在很大的屬靈爭戰，我們在那裡
期間就有學生受邪靈騷擾。永通教會在寺廟林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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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十字架高舉起來；晨光學校的大招牌也清楚寫著「基督
教晨光學校」。很多佛教徒家庭不願意把孩子送去鄰近的
公立佛教學校，卻要入讀晨光，因為晨光治學嚴謹，管理
嚴格有紀律。
我們一隊7人分別來自華基國語堂和愛正堂，我們雖
說是分配工作，實際上所有工作都分工合作，其中一大特
點是四位男士都是幹活能手（handyman），但是只有一
位是專業做裝修，其他各人只是愛在家中修破補壞，可說
是四個臭皮匠吧！雖說四人從未同工，兩周下來卻成了很
投契的弟兄。他們做木工時，我們三位女士就當教師，負
責教中一到中三中文科。我們來自中港台，卻合作無間，
早在多倫多籌劃課程到在泰北教學，都一起分工搭配。我
負責選輯課文，編寫習題。Elaine把課文改為簡體字，加
上拼音，並合作選擇教唱的歌曲。Anne則負責尋找教材
的手工和活動。上課時，三人不論台上台下都一起授課。
晨光學校的學生非常有禮貌，穿著整齊，頭髮也照規
定梳理。學校有營養午餐供應，飯後學生輪流洗碗。每天
早上升旗、唱國歌後，背誦主禱文，然後做體操。每堂上
課前，向老師行禮問安，也先禱告才上課。寄宿生生活更
有規律，早上五點半起床，運動完後六點早禱靈修，七點
早餐，然後早讀。晚上除了讀書外還有晚禱，每人都有職
份，建堂期間有更多工作，要經常清掃工地，然後九點半
熄燈就寢。

說實話，這兩周不是我們為宣教士做了些甚麼，而是
從宣教士身上有所學習，並從神那裡領悟功課。宣教士數
十年離鄉背井，在異地忠心事奉，為福音堅守崗位，為可
愛的孩童苦心經營，才有今天的成果；他們仍然持守起初
的愛心，高舉十架繼續往前邁進。只有那十架的道路才是
最完美的道路。

說來慚愧，我們這群城裡人都是夜貓子，加上短宣前
只開了四次會，所以每晚都要再商議工作細節，排演翌日
的節目，時常挑燈夜戰，排練詩歌，一星期後才慢慢調整
學習早睡早起。除了崇拜獻詩見證，帶領青年團契、青少
年崇拜外，因為一月第二周是兒童節，我們也籌辦兒童節
的活動，除了有福音魔術，還有多項遊藝活動，孩子們玩
得盡興，老師們都非常開心。
當然不要忘了工匠們為新堂做的講桌（或稱講台）。
馬老師給我們一張照片，第二天進城採購後就開工。四個
同工一起工作時七嘴八舌，各有長處，非常搭配；雖然有
時意見不同，都能欣賞眾人的見解。兩周下來，做成很起
眼的講桌和三個奉獻箱，連吳牧師看了照片後都大讚他們
是四大金剛，不是臭皮匠。

馬老師和我們分享她30多年的見證和夢想展望，她一
步步踏出去，神也一步步帶領、保守和開路。數不完的奇
妙轉機，神一一成全。他們憑信心繼續作夢、勤快作工，
把生命獻上。昌孔教育中心的信念是：「生活就是事奉，
事奉就是生活；生命影響生命，生命建立生命」。兩週的
生活讓我體會箇中意義。
有勇氣、敢於按神心意作夢的人，必是神喜愛的忠心
管家，神不要我們把祂給我們的恩賜埋在土裡。馬老師說
她堅信教育的重要，孩子最能被塑造，年輕時聽到福音是
有福的。她鼓勵華基教會更深入踏進兒童教育事工。今年
華基聯會的差傳年會正是向這個方向走，黃少明牧師去年
已簡略分享他對“4–14 之窗”的異象 就是4至14歲兒童
福音未得的群體。讓我們著眼下一代的福音工作，開拓神
國未來的工場。

時間飛逝，最後一晚檢討會時，大家都依依不捨。負
責我們住宿的老師說，我們這個短宣隊是平均年齡最高的
一隊，也是最開心、笑聲最多的一隊。馬老師說，也許很
多人認為我們花錢老遠跑來做講桌，好像不值得，但是她
不同意，因為每次當她見到講桌時，也看到我們每個人的
笑容、愛心和鼓勵。人總愛評論估價，我們教導幾課語文
也算不得甚麼。不過短宣的目的，既非知識傳授，亦非建
築傢俱，乃是藉此傳達對宣教士的支持及鼓勵，並在生活
中見證神，表揚祂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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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 I .
和平福音差傳學堂

P. E . A . C . E . M i s s i o n s I n s t i t u t e

目的

為教會裝備傳道人，培育信徒領袖、差傳部委員；在
堂會協助教牧推動宣教。

課程

差傳策略、差傳教育、群體認識。每年三個單元，每
單元六週，逢週一晚上課；另有短宣實踐。

證書

語言
資格

粵語

費用

每單元$30

華基教會會員一年或以上，最少融入一個群體：
團契、小組、主日學等；經常聚會及事奉。

學員修畢全課程六單元及實踐，成績合格獲頒證書。

課程

簡介

導師

1. 挑戰視野

基本差傳課程，明白神永恆心意，認清個人及群體在實踐大使命中肩負的角色。

2. 世界信仰

世界宗教大搜查，知己知彼，能助信徒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地傳揚基督。

3. 短期宣教

盡用短宣優勢，配合差傳年會宣教士工場報告、客觀分析，日後配搭學習機會。

4. 領軍出戰
5. 個人準備
6. 師徒訓練
7. 短宣實踐

聯合各堂會兄姊分享堂會差傳教育狀況，提供切磋及加強培育創意的機會。
靈命進深，體會神的心意；學習奉主名祈求，差傳禱告的實踐。
從資深教牧經驗和智慧中，學習全人發展成長，承擔和平福音計劃與使命。

黃少明牧師
何健華牧師
麥子全老師
霍應昌主任
黃少明牧師
黃少明牧師
劉袁 萓博士
麥希真牧師

學員自選參加華基聯會各堂短宣隊伍，費用自備。

2014年秋季課程
開課日期：9月8日（週一）
保 捷 編繪
上課地點：華基聯會辦事處(2750 14th Ave., Suite G-05, Markham )
報名查詢：www.acem.ca / pmi@acem.ca / 905-479-2236

保 捷 編繪

現已招生

—

主辦：

佈道訓練
大多巿Festival of Hope佈道會將於9月12至14日在Air
Canada Centre 舉行，由葛培理佈道團的主席葛福臨牧
師（Rev. Frank Graham）主領。為了裝備信徒參與，歡
迎有志佈道事工的弟兄姊妹參加以下培訓聚會（英語
講授）：
學生佈道 (FM 419) May 31, 9:30 a.m. - 5:30 p.m. 城北堂
成人佈道 (CLWC) May 13, 20 & 27, 7:00-9:30 p.m.
成人佈道 三次訓練分別在五個地點同時進行，請自行選擇：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The Peoples Church, Portico, 		
Global Kingdom Ministries, Ajax Alliance Church
*華人教牧若使用粵語或國語日後訓練自己堂會信徒，請務必
參加 The Peoples Church 的三次培訓，這是一個認證程序和標
準。更多詳情和資料，請登入：

www.FestivalofHope.c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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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基 聯 會 暨 各堂 報 告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差傳部資助各堂暑期實習神學生：愛正
堂 － Eleanor Kwan, 張 漢 平 ； 城 北 堂 － 莫家
承、吳老永萱；美堅堂－莊敬；北約堂－謝哲
昊；Oasis – Irene Moe。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105 Gibson 社區中心：為內部傢俬及器材籌
款，現籌得$557,674，達目標93%。
2.5月4日為國語堂六週年崇拜。
3.成人主日學5至8月課程：詩篇與禱告（青少年
班）、活在真理中、復興生命的工程、以弗所
書（年長班）、聖經中的移民故事、小組組
長訓練。另5月31日上午舉行「亞伯拉罕的家
鄉」講座，講員：陳燕薇老師，每位$5連午
膳。報名：terencetlui@hotmail.com
4.寮國訪宣：4月16日至5月1日。戴鳳王京、馬兢
慈與國語堂的陳鉅恆及羅川傳道同行。
5.巴拿馬短宣：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仍需本會
支持。羅燦銓傳道5月17日至6月3日與梁釗文
前往。
6.廣西九天村/安蘭村英語營：5月26日至6月
9日舉行，林梁淑美傳道帶領，隊員：崔容
美聲、鄧陳潔貞、孔葉淑貞、孔雪怡、陸辰
雲、Hallam Willis。
7.差傳部正籌劃暑期短宣隊，探訪秘魯亞馬遜流
域原住民，認識南美洲及其部落文化，並訪
問教會，參予建造工程，為期約兩週。參加
者行程前需完成一個差傳課程。查詢 Ken Ma:
ken_kc_ma@yahoo.com。

1.3月30日會員大會：98.4%議決通過教會提交符
合聯邦政府，有關慈善機構的新法例申請內
容。
2.母親節家庭主日舉行兒童奉獻禮。
4.5月17至19日舉行教會夏令會。
5.成人主日學課程：粵語－信仰基要、以色列神應許之地、靈程步步昇-進居迦南2。國語－
信仰基要、彼得生平、約書亞記、聖經縱覽。
6.紐賓士域省短宣：孫嘉馨傳道4月25-29日到
Fredericton華人團契。
7.巴拿馬短宣：蕭展文、黃競武、陳偉盈、謝哲
昊5月23至6月6日參與暑期聖經班、查經和探
訪工作。
8.OJ原住民短宣隊：7月5至17日到魁省北部原住
民村Ouje-Bougoumou負責兒童及青年事工。
9.暑期聖經班7月14日至8月22日在Trent University
舉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清潔日5月23-25日舉行。
2.暑期聖經日營於7月7至18日舉行，歡迎Gr.1-8
兒童參加，每位收費 $200。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Gym Night 於5月10日下午7:00舉行，備有多
項球類活動、排舞及太極，除了讓我們舒展身
心，也接觸新朋友，建立傳福音的橋樑。
2.5月18日至19日舉行退修營，讓弟兄姊妹有機
會操練安靜及與神獨處。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Wellness Seminar "The Science and Faith of
Healthy Children"(英語)：4月26日晚上舉行。
2.Christian Life & Witness Course (英語) 於5月
13、20、27日舉行，這系列訓練是為了預備信
徒參予9月12-14日在加航中心舉行的大多市
Festival of Hope佈道會。
3.4月份和平福音隊：東亞－陸馬潔慈牧師。德
國：王仕強、歐碧娥。
4.5月份和平福音隊：東亞－何紹霆。
5.「男人的天空」週年退修會5月2-4日舉行。

1.每星期日晚增加一次體育外展活動，盼望接觸
更多社區朋友。
2.北約堂、「更美的家鄉」多倫多合唱敬拜團、
瀑布堂於5月3日晚聯合舉辦「神同在」音樂詩
歌佈道晚會。
3.暑期兒童夏令營於8月11日-8月15日舉行，5月
4日開始接受報名。

1.4月28日至6月7日舉行全教會「四十天經禱運
動」。
2.兒童暑期日營於7月14-18及21-25日舉行。
3.粵語堂5月17-19日舉行春令退修會。25日舉行
迎新午餐會。
4.英語堂6月8日舉行聖靈降臨節培靈主日。
5.燃動金齡「喜樂輕鬆健身操」4月22日至6月3
日逢週二下午舉行。
6.ESL英文班5月3日開課，每週六上午舉行。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Click入兒女心」專題講座5月24日舉行。講
員：鄭偉樑博士。
2.社區派單張行動 5月25日舉行。
3.6月8日全教會聯合交誼聚會「愛。脈承」。
4.兒童暑期聖經班7月14至25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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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崇拜有87成人及40兒童參加。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華基家訊》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5月3日舉行教會領袖一日退修營。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4月20日在旺市一間餐館舉行崇拜，慶祝主耶
穌復活兼外展活動，共有119人參加，3人決志
信主。
受浸
愛正－張茲馨、余玉清、熊溫鳳維、黃鴻、宋國松、
王福玉、常孝芝、袁麗萍、陸星、鄭珊珊、劉
淇銅、Samuel Fung, Andrew Lam, Esther
Leung, Bethany Tong, Blair Xu。
城北－趙宛梅、馮少薇、馮熾偉、馮錫泮、何蕙呈、
何 潔 玲、關文 峰、李 淑 芳、李國基、李 紀
澤、勞天穎、麥麗娟、吳文銳、蘇浩賢、譚
繼勝、曾嘉慧、Jonathan Chiu, William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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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na McLean, Giovanna Ngai, Lennex
Szeto, Amanda Chan, Samantha Lau,
Robert Lee, Jamie Leung, Tiffany Lo, Kristen
Ngai, Benedict Wong、馮青瑕、管玉敏、   
洪恆莉、史蓉德、蘇榮銘、唐莉莉、王芳、王
平、王元龍、鄔杏君、張服基、朱亞志。
美堅－梁仲強、徐國良、勞志永、趙婉貞、袁祖偉、
邵廣晉、張佳榮、張貴珊、張琰、李卓君、
齊媛、李峰、王俊植、謝嘉浚、李凱文、鄭德
瑜、王皓凱。
麥城－王宇熙、李浩賢、甘露凝、李汝庚。
北約－梁卓銘、梁劉佩芳、侯岐順、賀彩菊、張安
林、李枝、關欣。
國語－侯璧人、宋小唐、Jenna Lee Fye, Josephine
Hu。
西區－劉錦華、李陳淑霞、李文偉。
新會員
愛正－楊曹潔心、陳華恩傳道、陳蘇昕、陳梁燕芬
師母、陳榮基牧師、孔慶光傳道、孔葉淑
貞、蘇珮嫦、陸兆孚、Ariette Hung。
城北－陳海一、陳林建貞、張昌宏、張日燊、何佩
雯、劉婉萍、羅愷縈、梁綺敏、盧潔香、潘
豪乾、甄詠嫻、楊潔君、姚欣雨、應榕、楊雯
茵。Lorinne Ang, Jennifer Ip, Clarina Leung,
David Li, Andrew Tan。李宇凡、陸杭、馬潔
雅、王彤、王道賓、謝舒瑾、徐少英、張雅
軍。
美堅－張琰、黃陳麗妮、李立仁。
麥城－黃希源、張甲彤。
旺市－何芳。
離世
愛正－盧桐於4月2日。
城北－胡鳳儀於4月2日、洪濤的父親Tai Phan
Lam於4月19日、陳偉賢的母親陳余笑於4
月28日。
美堅－蘇鈞宇於3月29日安息主懷。
人事
愛正－羅燦銓實習傳道完成一年實習，5月1日起
轉為合約同工負責基教部。李德科為國語
堂一年實習傳道。
城北－林志輝牧師於6月1日至9月30日休假，致
力發展網上崇拜訓練。休假前4月14日起
放假，隨即到東亞作和平福音短宣工作。
張曉燕5月1日起為國語堂一年實習傳道。

旺巿－陳琦5月1日起為國語部一年實習傳道。
聘請

城北－ i)英語部關懷事工傳道/牧師， ii)和平
福音事工主任：有意者請將履歷電郵致
教會行政總監 Paul Ting: paul.ting@rhccc.
ca。詳情瀏覽 www.rh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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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顯華、鄧鍾慈芳、鄧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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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門徒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社區關懷

西區華基教會是首間設
在商場內的堂會，啟用
感恩崇拜於4月19日上午
舉行。

華基聯會於4月19日下午舉行按牧聖職典禮，按立城北堂
葉志強傳道（前排中）、何健華傳道（前右三）、黃志
文傳道（前右二）為牧師，會後與按牧團合照。

差傳部支持在非洲事奉的
麥漢賢、朱天樂宣教士夫
婦，4月15日帶同他們第三
個初生孩子在聯會差傳會議
中分享事奉的喜樂。

華基聯會教牧退修會於
3月27日舉行，講員曾
思瀚博士分享寶貴的信
息。

愛正堂于斌傳道於4月14日前
往英國短宣，在留學生復活節
營會中擔任講員。其後於4月
24日前往德國與短宣隊會合，
服侍當地中國留學生。

湯邱佩華傳道（最後排中）3月底於緬甸
仰光培訓眾教會兒童教牧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