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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從我
麥希真

有一個題目，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
當留心，也有興趣知道的，就是耶
穌基督說：「來跟從我！」
˙「來 跟從我」絕對不只是抽象空
空的喊聲。
˙「來 跟從我」不只是屬靈上、道
德上或宗教上重要的口號。
˙「來 跟從我」在《馬可福音》是
十分具體和實際的呼召。
「…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
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耶穌順著
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
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
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
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耶
穌稍往前走，又見西庇太的兒子雅
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在船上補網。
耶穌隨即招呼他們，他們就把父親
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
穌去了。」（可1：14 - 20）

耶穌今天不單呼召彼得、安德烈、
雅各、約翰，也呼召所有基督徒「來跟
從我」。親愛的基督工人，我們要知
恩、感恩、報恩跟從主，也要奉耶穌基
督的名，呼召所有基督徒也要跟從主。

第一，來 跟從我
一同傳揚神的福音
福音在希臘文原是「好消息」的意
思，《聖經》是神的福音，是神聖、崇
高、榮耀、永遠的福音和好消息。保羅
說：「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
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
三天復活了。」（林前15：3）神 的 福
音就是耶穌基督替我們死了、埋葬了，
又從死裡復活了。
耶穌在祂傳道後期，已開始對門徒
說明福音的意義。第一次是在該撒利亞
腓立比境內的村莊，祂說自己必須上耶
路撒冷去，受祭司長文士的逼害，甚至
要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從死裡
復活（太16）。在山上時又告訴門徒，
祂要到耶路撒冷，受祭司長的逼害，被
釘十字架，但是第三天復活。在下山

時，耶穌再對門徒這樣說。最後在加利
利，祂仍再三對門徒說相同的說話。
耶穌基督救贖的福音不是偶然發生
的事，祂來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代替你、
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付清世人罪的
贖價，叫凡相信祂的人不致滅亡，反得
永生，這就是福音。從起初耶穌就吩咐
門徒，跟從主一同傳揚神的福音。

第二，來 跟從我
一同傳揚神 的 國
《馬太福音》稱為「天國」，在
《馬可》、《路加》、《約翰》三卷福
音書卻稱為「神國」。「天國」跟「神
國」有不同嗎？我仔細研究，也細心查
看《聖經》，找到一個清楚的結論，
「天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是
「天國」，那為甚麼有兩個名稱呢？
《馬可》、《路加》、《約翰》三
卷書是寫給羅馬人、希臘人和各地的人
看，便簡單直接說明這是「神國」；但
是《馬太福音》是特別寫給猶太人。猶
太人跟我們華人一樣，不喜歡直稱人名
字，例如不會叫我：麥希真，卻會說麥

牧師，或者在新加坡稱我麥院長。馬太
可能覺得稱呼「神國」不太有禮貌，便
將「神國」稱為「天國」。
耶穌剛出來傳福音時說：天國近
了，你們要悔改！意思說天國還沒有來
臨。當耶穌在世上傳道一半時，外面的
人問祂：「天國在哪裡呢？我們看不
見。」主耶穌回答說：「天國在門徒的
心中。」也有其他人問耶穌天國在哪
裡？主耶穌有另外相似的答案：「天國
是在門徒中間。」（路17:21）所以天
國在耶穌傳道一半時已經來臨，是在門
徒心中，在門徒中間。到了使徒時代，
天國當然來臨了。保羅跟其他門徒廣傳
福音，常常提到天國就在門徒心中，在
門徒中間。
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說：「我們
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
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樣…」那 又 好 像 天 國
還沒有來臨。我們若研究《哥林多前
書》15章和《啟示錄》，清楚說明有
一天主耶穌要再來，祂再來時，天國就
完全實現在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在天上一樣。」所以「神國」
「天國」分為三個階段：耶穌剛出來傳
道時，天國近了，還沒有來臨。耶穌傳
道一半，天國已經來臨，住在門徒心
中，住在門徒中間。直到現在，天國還
是在門徒心中，在門徒中間。
有人問：「天國」跟「教會」關
係如何呢？「天國」跟「教會」關係相
當複雜，不容易說得清楚；但是簡單而
言，天國就是看不見的教會，教會就是
看得見的天國。
耶穌給尼哥底母說得很清楚，凡
是相信祂、接受祂做救主的人，就可以
看見天國、明白和瞭解天國；不但如
此，這樣的人還能夠進到天國的恩典
中，享受一切的福氣，是重生的人（約
3）。肉身的父親、母親生他，聖靈則
在他裡面再次重生。這樣的人應當接受
水禮，與耶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
活，在天國裡得到上帝一切的恩典。

第三，來
 跟從我
跟 從 主 呼召人悔改
悔改是轉變方向的意思。世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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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道德卑下的人，有些道德高尚的人。
無論道德很卑鄙、卑下，或者道德很高
超、高尚；假如人背向上帝、反對上
帝，不單說：沒有神！並且他的思想、
情感、意志、行動、行為都反對上帝，
這樣的人無論道德非常高尚或非常卑
下，他都只是一個罪人，因為他與神為
敵。
世界上的道德標準雖然各有不
同，但是人人都與上帝為敵，都是罪
人。所以來跟從主是呼召世人悔改，轉
變方向，面對親愛的天父，敬祂、愛
祂，並且天天與祂接近，敬拜祂、榮耀
祂、尊敬祂、順服祂。

第四，來 跟從我
有兩個特徵
當主耶穌呼召彼得、安德烈、雅
各、約翰跟從祂，這四個兄弟跟從主有
兩種特別的表現。第一，他們撇下家
庭；第二，他們撇下專業。今天我們也
要像他們一樣撇下家庭、撇下專業來跟
從主嗎？我研究《聖經》很久，有一個
清楚的答案。跟從主放下家庭、放下專
業，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是絕對
的放下，第二，是相對的放下。
耶穌基督留下很好的榜樣，祂絕
對的放下母親，也絕對的放下專業。祂
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知道自己不能再服
侍母親，便說：「母親，看你的兒子。
」然後轉過來對門徒約翰說：「看你的
母親。」祂是把母親交給約翰，是絕對
的放下母親。當然，祂也絕對的放下木
匠專業。祂四處奔走，傳揚天國的福
音，呼召人悔改，最後在各各他被釘十
字架，祂是絕對的放下家庭和專業。

金鑰匙丟在海裡，他說回中國不需要博
士銜頭和獎品。他願意放下家庭、專
業，專心愛神愛人。宋博士回中國後，
一生努力傳揚福音。各地還有很多牧
師、傳道人、海外宣教士，他們都絕對
的放下家庭、放下專業，為主工作。
《聖經》又清楚告訴我們，另外
有些基督工人是相對的放下家庭、放下
專業。他們要照顧家庭，專心發展專
業，但是同樣是跟隨主，甚至連性命都
不顧。《聖經》裡有一對夫婦，丈夫名
叫亞居拉，太太是百基拉，這對恩愛夫
婦到處奔跑，常常在一起為主工作。他
們發展專業，在當時羅馬帝國的義大利
城開了織帳篷的工廠，生意做得很好。
後來政府逼害猶太人，他們把工廠從羅
馬城搬到土耳其，就是小亞細亞的哥林
多。他們繼續做生意，甚至保羅牧師有
一段時間也與他們一起工作。以後他們
好像得到羅馬政府的准許，又把工廠搬
回羅馬城。但是保羅有一句描寫的話：
「亞居拉和百基拉…也為我的命，將自
己的頸項，置之度外…」（羅16：3 -4）
他們愛主愛人，為福音連自己的生命都
不顧，是相對的放下家庭、相對的放下
專業。
當上帝呼召你，要你絕對的放
下，你就要絕對放下；要是天父呼召你
相對的放下，你就要相對的放下。
我在香港堅道浸信會長大，那裡
有差不多100到300多年輕人都曾經得
到王文光夫婦帶領成長。他們沒有孩
子，感情非常好，好像亞居拉、百基拉
一樣，不顧自己的生命、事業和其他需
要，全心愛主愛人，愛我們300多位年
輕人。

各地有好多神的僕人使女，有絕
對放下的見證。戴德生牧師絕對放下父
母親，離開英國去中國，一生在中國四
處奔走，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直到
80多歲本應在英國退休，他還是再去
中國，死在長沙，埋葬在開封；今天他
的墓碑設在開封一個小禮拜堂內。

王先生是一家銀行的總經理，業
務蒸蒸日上，但是他相對的放下家庭、
放下事業，全心愛護、管理、帶領、幫
助、安慰、鼓勵年青人；帶領他們查
經、信耶穌、做一個好基督徒，甚至連
生命都不顧。我是他們栽培的一個青年
人，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除了英國的戴德生牧師，絕對的
放下還有中國的宋尚節博士。他從福建
到美國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不單得著文
憑，並且成績很好，得到金鑰匙。但是
坐船回國時，在太平洋上把博士文憑和

王先生40多歲患上肝癌，曾經離
開香港到美國醫病，後來又回香港。因
為愛教會的年輕人，不願意再離開，
趁著還有生命，全力栽培、帶領、安
慰、鼓勵，一直到他病危躺在床上，還

永不言悔的追隨
我曾閱讀

一本好書，
談及主內的
團契生活，書名是”Life Together”，作
者是潘霍華 ( D. Bonhoeffer)。書中有一
段文字介紹作者：「潘霍華生於1906
年，1945年4月9日遇害，他是一位聲
名顯赫的神學家，德國更正教的領袖。
他以反對納粹為基督徒應有的責任，同
時又是反抗運動中的重要一員。他臨刑
前對朋友說的最後一句話：『這是盡頭
了吧？對於我，卻是生命的開端。』」
這句話深深感動我，提醒我要不斷察看
他的生命怎樣為主擺上，他對主的委
身；甚至在離世後，仍然深深影響後世
的基督徒。
作為屬神的兒女，我們能否活出
一個永不言悔的生命嗎？我相信要真正
活現基督的生命，主要不是單靠頭腦上
的知識，而是生命的實踐。我們看見潘
霍華的人生見證，他先是領受了從神而
來的使命，這個使命帶動他一生朝著目
標不斷向前，甚至為主有所犧性也在所
不計。這個態度就正如使徒保羅所說，
他自己：「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4）保羅信主後，他很清楚自
己有一個召命，是主耶穌差遣他作外邦
人的使徒，他一生致力將福音傳到外
邦，這個救贖的福音不單傳到羅馬，甚
至去到西班牙及其他地方。
我們安靜思想，問問自己：從主
那裡領受了甚麼個人的召命？只要我們

有了神的召命，才能在任何環境，或順
或逆，都堅定追隨主而永不言悔。保羅
這樣說：「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
的，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我們軟
弱，你們倒強壯，你們有榮耀，我們倒
被藐視。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
渴、又赤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
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作工；被人咒
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
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
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
物中的渣滓。」（林前4：10-11）保羅在
分享中的積極態度，就成為我們今天追
隨主的好榜樣。

竭力追求
再者，保羅對主的追隨，在《腓
立比書》3章12至14節說得更清楚，他
除了有從神而來的召命，他還說明能完
成召命的重要秘訣，「這不是說，我已
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
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
的。」在事奉主的道路上不言悔，不
是單靠將來有天上獎賞的信念來維持，
卻是每天都要釘死舊我，為主而活。保
羅說他是「竭力追求」，意思是不斷要
放下老我，要完全被主得著。我們的老
亞當是破壞神工作的罪魁，必須要時刻
警醒放下，還要向著主的目標努力奔
跑。我們剛剛看過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世界杯，球場上每一個運動員都在球賽
上竭力奔跑，他們的奔跑不是無定向，
卻是守著自己的崗位而努力奔跑。當我

為年輕人禱告。王先生離世時只有45歲。王夫人很年輕美
麗、很能幹；中英文都很好，她可以再結婚，做個生活富
裕的夫人；但是她進神學院受造就，畢業後回到教會做女
傳道，一直工作到86歲。他們夫婦一生在教會愛顧造就
年輕人，甚至連生命都不顧。
教會需要有人絕對的放下，也需要有人相對
的放下，跟從主一同傳揚福音，一同傳揚天國，
一同呼召人悔改。願主帶領我們絕對的放下，
相對的放下，滿足耶穌基督的心。阿們。

黃祖然

們向著前面的目標努力時，必定會遇到
障礙；保羅有獨特的突破方法，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腓 3：13）。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今屆世界盃足球賽，巴西隊以七
比一的大比數輸給德國隊，成為球壇歷
史的的話題。據球評家分析，巴西隊之
所以大敗，是他們不能即時忘記輸球，
陣腳大亂。事奉者的成功，就是將我們
過去的成功和失敗都要忘記，因為失敗
的事會令我們氣緩，成功的事有時比失
敗的事更可怕，因為我們容易沉醉於過
去的成功和榮耀，而不能接受當下的失
敗；無怪乎有時我們也在事奉主的歷程
中發出怨言。所以，保羅勸導我們要忘
記過去，並且還要不斷望著目標直跑
（腓3：13）。直跑的意思是不要被週
圍的事使自己分心，乃是專心一意完成
神的託付，若是這樣，我們才能活出永
不言悔的恆久追隨。
願主賜福華基教會的弟兄姊妹，
找到神給每個人的
不同召命，無論
外在環境多麼惡
劣，都能活出
美好見證。
（作者為愛正
粵語堂牧師）

《末了的話》
系列DVD
附送《末了的話》
培訓手冊（一套八本）
優惠價：每套 $ 25

（作者為城北堂榮譽顧問牧師）
華基教會8月底優先發售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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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背後的 祝福
自小患「肌張力障礙症（Dystonia）
」的人生體會
李許靜娟

感謝主，

祂在我生命中
行了奇妙作
為，有極大的恩典和神蹟與我同在。

一 次 意 外 的 後 遺症
在40年前，父母帶我和姊弟妹、
外公外婆移民到加拿大，定居在多倫
多，在一個充滿愛的基督徒家庭長大。
我從小去教會，在兒童主日學中學會禱
告，唱詩讚美神，其後決志跟隨主，受
浸歸入主名。
就讀初中那一年，在學校旅行時
不小心從高處跌下，當時只是皮外傷，
並不覺得那麼嚴重；沒想到傷了腦部神
經組織，後來得了一個病叫Dystonia，
中文稱為「肌張力障礙症」。由於腦
神經在控制頸部肌肉的訊號傳達出了故
障，我的頭和頸開始非常疼痛，甚至接
連頸部和頭部的肌肉拉得太緊，連轉動
都有問題；有時頸部又不自主地又痛又
繃緊地作出抽動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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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時，我要抄寫黑板上的字變
得很困難。從前喜歡彈琴，一直努力應
付完九級考試，但是後來連彈琴或看琴
譜都成問題，便只好停下來。有一段日
子，吃飯時用筷子挾菜也很艱難，不受
控制。身邊的人都不明白自己的苦楚，
又找不到根治的方法，我只好孤單一人
繼續面對惡疾。
我緊緊倚靠神，向祂禱告，將感
謝都歸於祂；因為我回想在意外中，
祂沒有取去我的性命，仍有使者托住保
守，深信一定有祂美好的旨意。「耶和
華說，我知道我向你所懷的意念，是賜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
你們末後有指望，你們要呼求我，禱告
我，我就應允你們。」（耶29：11）
不過我也求問神：為甚麼容讓我
有這個病，究竟是否有祂特別的意思？
我深知道神的應許，祂愛我、沒有撇下
我，雖然這根刺一直沒有離開我，痛楚
依然伴隨，但是神仍保守我沒有失去信

心。我深信祂揀選我這個軟弱的人，祂
就必然陪伴我經歷一生的磨練，要我練
成不朽壞的金子榮耀祂。

漫長的艱苦治療
我靠著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每天
接受磨練，戰勝病魔，無論在身體或
心靈上，都要隨時學習依靠、信心、順
服、忍耐，等候祂的醫治。我每次用頸
轉動頭部的動作，都要靠賴極大的信心
和勇氣，雖然難處重重，但是每天都經
歷神蹟。在病患中我仍得到神的祝福，
祂帶領我完成學業，引領我在安省政府
機構任行政職務，工作幾十年直到提早
退休。祂又賜我好丈夫，一對乖巧的子
女，一個美滿的家庭。我要向祂感恩：
「…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
害，因為主與我同在，主的杖，主的竿
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祂為我擺設
筵席，祂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
滿溢…」（詩 23）

我一直接受多名醫生的診治，卻
沒有一個能有把握醫好這個病。奇妙地
神有祂美好的時間，在一次車禍後，我
遇到一位出名的腦科專家，1997年起
我開始了十多年的特別治療。其後我辭
退工作，全心治病，同時專心照顧家庭
和參與教會事奉。治療期間要接受藥物
注射，每次都在頸部注射共13針，一
針一針圍住頸部和耳朵旁邊的肌肉，非
常痛楚，也有副作用。我每逢想到：耶
和華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力量，我心依
靠祂就必得幫助…便大得安慰。

安慰Dys tonia病患者

約在三年前，神將一個意念放在
我心裡：就是以基督的愛幫助那些同樣
患上Dystonia的病人，也開始探索神讓
我身患這病的原因。以往我間中參加醫
學研究院給病人舉辦的支援小組，和
同病相憐的人相聚一起，互相分享。
後來我選擇參加教會的查經小組，有
《聖經》指引，有禱告能力，覺得幫助
更大。不過那時我想到支援小組中的那
些病人，有人肌肉障礙影響眼睛而緊緊
閉上，如盲了一樣；有人面部震
顫，有人手隻肌肉抖震不能發揮
作用；甚至有人不便行走要坐輪
椅…他們的情況都比我嚴重，我
怎能不理會他們呢？我應該用基
督的愛安慰和鼓勵他們，讓他們
像我一樣得著從神而來的力量、
安慰和豐盛的生命；不過，福音
的工作應該怎樣開始呢？DMRF
醫學研究院每年都有一次慈善步
行日，我就帶著丈夫、兒女、母
親和朋友開始一起當義工的工
神讓我學習關懷病患者
作，三年來也一直將向病人傳福
音的事放在禱告中，耐心等待神
最好的時間，順從祂的引領。
我雖然為了醫病而被迫辭退工

作，但是神有更好的美旨，祂安排我在
祂的聖殿中專心事奉，這是賺取天上的
財寶啊！我想到神既然在兩次意外中仍
然保留我的性命，賜下許多恩典，我為
何不感恩奉獻呢？從那時開始，我立志
委身事奉祂，更求神給我機會將神的大
愛向別人分享，藉著我過往的困境和磨
練，我願成為貴重的器皿為祂所用。
神呼召我這十幾年在北約華基教
會參與事奉，開始是服侍青少年，後來
在兒童主日學作導師、帶領小組及當司
琴。近這幾年，神在兒童事工裡裝備
我，讓我擔任更重大的使命，學習更深
的功課，同時在彼此服侍中經歷到神的
愛，而付出的愛更要帶著忍耐、包容與
寬恕。雖然有時經歷高山底谷，但是同
工們的甜美分享，和睦相處都是神的恩
典祝福。主耶穌知道我是一個軟弱的肢
體，每當我遇到困難，祂便差派使者在
我身邊幫助扶持，讓我有力量完成祂自
己的事工。感恩地說，北約華基是一個
充滿愛和勉勵的教會，是一間屬靈的醫
院，在此，神的靈與人同在，心靈得醫
冶，信心被建立，造就出仁義和美德。

去年6月有一年一度的步行日，我
和全家依然當義工協助。意料之外的是
醫學院主任與我談起支援小組的事，以
往大多市只有一個小組，現在卻計劃在
每個社區都增設小組，可以讓更多病人
得到幫助。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帶領一個
小組。你可知道我當時的感受嗎？我
簡直覺得這是神引領的福音事工，這就
好像神給了我禱告的回
應。我當然立即應允了。
過了一天，我參加
教會的早禱會，立刻與
牧師和弟兄姊妹為這事
禱告，接著再與教會執
事開會，得到他們同心
合意的支持，支援小組
可以借用教會作開始；
我實在看見神自己明顯
的印證。由於北約堂位
於 Don Mills Rd. 和 York
Mill Ave. 附近，也算是在
市中心，交通方便，殘
障人士的專車也比較容
易出入。

支援小組扶助的地區包括多倫多
和萬錦市，也有些病人來自其他地區。
從去年8月到現在，已有十次支援小組
聚會，有些病人與配偶家人一同參加。
我和丈夫都見證神如何藉著這個小組幫
助病患者，讓他們對生命有新的希望。
有一對夫婦是猶太人，丈夫行動
不便，太太要照顧長期病患的丈夫很不
容易，當初看見她總是滿臉愁容，後來
她將內心的擔憂與我傾訴，接著又讓我
為他們禱告，甚至要求為家中的子女問
題禱告。有一位男士多年前腦部曾動手
術，在意外中得了Dystonia，起初是頸
後伸展到全身都不停抽動，他曾尋死以
為這樣能解決問題，當我和他分享自己
的見證後，他重新有了盼望。還有一對
夫婦願意開放自己，體會神對他們的看
顧、愛和恩典，叫他們在苦難中得了安
慰，在絕望中得見光明。這對夫婦現已
決志信主且要求牧師將他們家中的偶像
都除去，哈利路亞，讚美主！
我內心仍不住為這些病人祈求：
「求天父保守醫治，使他們痛苦的心靈
得到安慰，在困境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釋放；在黑暗裡得見光明，對人生有盼
望、有平安。願他們能得著救恩，有豐
盛的生命。阿們。」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
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
福了！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
義人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 ...」
（路 14：12-14）

教會弟兄姊妹恆常支持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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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育自閉兒
Fiona & Henry Goy

我們

是兩名男孩的父母：10歲
的Elijah和9歲的Ezekiel。
二兒子有自閉障礙症。
Ezekiel在18個月大時，他沒有像
同期的嬰孩般吵鬧。我們讓他做成長評
估，被診斷有約兩歲的自閉。我們被這
個診斷都嚇傻了，也十分難過。兒子沒
有正常寶寶的哭號，他寧可獨自玩耍，
不要和哥哥或我們在一起。孩子目光表
現呆滯，並且整天對著自己胡言亂語。
在確診後最初幾年，我們都非常
沮喪。經過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後，每日
回到家裡還要面對一個愛挑食的孩子。
他無法睡得好，對家裡其他人或任何事
都不感興趣，完全沒有互動。每當我們
把他帶出街，都必須隨時隨刻好好看著
他，因為他會為了那些吸引視線的東西
而跑掉；又將不能食進肚的東西，如地
上的污垢、頭髮或橡皮筋都放進嘴吧，
有一次還差點兒把一根釘書針吃了。我
們在體力和精神上都感到筋疲力竭。在
絕望中，我們緊緊倚靠神，呼求祂賜下
能力和忍耐，特別在面對艱鉅的撫養挑
戰時，更要尋求神親自的安慰。
回想我們為兒子取名字時，刻意
選擇了《聖經》中兩位先知命名，希望
他們長大後，是傳揚神信息的福音使
者。不過從一開始，孩子連最基本的需
求都無法與父母溝通，我就知道這是多
麼大的諷刺，不難想像，這也是何等殘
酷的玩笑。我們雖然無法明白，為甚麼
神對我們的計劃是包括有自閉兒。然而
回想過來，我們卻看見神藉著這些事讓
我們更親近祂，並裝備我們在孩子或其
他事情上，有更大程度的謙卑、忍耐和
同情。沒有自閉兒，我們就不會堅強成
長為今日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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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閉兒，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優先次序和方式。太太Fiona憑信心放
棄事業，全心照料和教導孩子。我們向
上帝承諾：我們餘下的一生，將盡己所
能做到最好，並信靠神必完成祂的聖
工。因為我們經常需要主的指引，不得
不「忙」於向神禱告。我們將兩個孩子
的事都向主傾訴，從重要的事，例如學
校的路線方向；到細微的事，好像要孩
子嘗試一些新食品，我們都放在禱告
裡。我們也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和
代禱。
神對我們一直有無限的恩典，祂
應允我們很多的禱告，又大大祝福：
˙Ezekiel約4歲時，讓媽媽進入他的世
界。當他拉著媽媽的手，要她和自己
一起玩耍，這對我們來說是何等重大
的意義。
˙他 剛過5歲，不再把不能食的東西放
進嘴吧。
˙他大概6歲時已完成如廁訓練。
˙7歲時可以自己去公眾洗手間。我們
給他載上耳機，減少他對身邊嘈吵或
乾衣機聲音而產生的焦慮。
˙差 不多8歲，他終於學會自己獨睡，
不用媽媽陪伴，而且一覺到天明。
這只是一些主要的里程碑，神還
給我們許多的祝福，我無法在這裡一一
細說出來。
有人問我們：「怎麼知道這都是
神的作為？你們也勞心勞力做了很多事
啊！」我們深知道這完全是神的作為，
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無法控
制或能力範圍之外的事，但是神顧念每

一件事。有時神向我們顯明祂在背後工
作，甚至給我們看見出乎意料美好的
成果。舉例來說，當年Fiona辭去工作
後，我們經濟能力有限，卻適時得到約
克大學研究項目中，有一年免費的物理
治療。單是這件事就令人不可思議，但
更奇妙的是，Ezekiel對這些免費治療有
更多明顯的反應，比我們先前繳費的治
療更好。這就正如我所說，那全是奇妙
神的作為。在神，凡事都能！
有個自閉兒的生活雖然非常繁
忙，但是我們仍有時間和精力在城北
教會做義工，我們知道那仍是神的恩
典和作為。我們在神家事奉，教主日
學，在特別需要事工（Special Needs
Ministry）中服侍其他同樣有自閉或殘
障孩童的家庭。
我們今天仍有許多挑戰，例如
Ezekiel還在學習怎樣與朋友交往，新的
難題和行為也不時出現。然而我們相信
天父清楚知道這些挑戰，我們務要繼續
依靠祂，靠祂得安息並渡過難關。《腓
立比書》4章6-7節這樣說：「應當一無
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
我們相信神是全能
神，祂掌管萬事；祂
讓鳥兒歌唱，有一
天也必用祂獨特
的方式，讓我
們的兒子見
證祂奇妙的
作為。
Ezekiel今年夏天
學會騎單車

牧職事奉是

蒙恩的路
作者（右一）與家人

祖

母是虔誠的基督徒，父母卻沒有
去教會。記憶中，父親只在重要
的日子帶領家人禱告。我小學就讀基督
教學校，自小接觸《聖經》故事，相信
世上有一位神。升讀中學後面對少年成
長的掙扎，覺得被罪捆綁，不能自拔。
透過基督徒同學接觸福音性書籍，體會
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的犧牲，是為了拯救
像我這樣的罪人；於是在一次學校的團
契佈道會中悔改，決志信主。
信主後，學長們把我帶到宣道會
北角堂接受栽培，少年時代就在這裡的
中學生團契度過。期間雖然父母相繼離
世而大受衝擊，但是每週在團契聽道堅
固信心。神對孤兒寡婦奇妙的保守和供
應，令我深深體會祂的信實。
北角堂有紮實的《聖經》教導，
我也在教會學習事奉和接受栽培，其
中影響我最大是參與主日學教導。自
1974年開始，我從未間斷教主日學，
是我最享受的事奉；也印證主要我一生
發展的恩賜。神也讓我參與教會執事和
植堂事奉，使我對教會運作和成長有更
深入了解；這都對我日後投身全時間牧
養有很大幫助。
大學時期正值文革後期及四人幫
倒台，大學團契的基督徒對中國的福
音使命有很大負擔。當我考慮人生方向
時，夢想透過中國研究服事中國教會。
大學畢業後便繼續進修，也為此學習普
通話及多種外語。不過神的意念高過人
的意念，客觀環境令我不能走上學術的
路，卻以行政管理為職場。那些年的學
習，訓練我邏輯思考、分析和表達能
力，對我發揮教導恩賜有很大幫助。十

多年的香港政府行政經驗和所學語言，
對後來投身牧養職事也大派用場。這一
切都是恩典，也是神奇妙的預備。
1994年移民加拿大，是準備提早
退休，也再追尋中國研究的夢想，報讀
多倫多大學博士課程，卻在最後階段因
學額資源不足未被接納。當時想到將來
服事中國教會，在神學方面要有裝備，
於是到當時的安省神學院部分時間進
修。這些學習開啟我的眼光，畢業後到
多倫多大學神學院繼續進修教會歷史。
我在2001參與華基聯會在密西沙
加市西區堂的植堂事工，奇妙地成為我
踏上牧職的台階。過去我沒有想過會成
為全職教牧，因為我喜歡處理文字和資
料多於與人接觸。信主後30多年，參
與教會事奉都集中主日學教導和執事。
對於教會運作，都是從平信徒領袖的角
度去理解。我對牧養的體會，主要在西
區堂有教牧離職，教會長期沒有傳道人
開始。作為平信徒領袖，看見弟兄姐妹
因疾病或生命危機而徬徨無助，如同羊
沒有牧人痛苦流離，心裡覺得難過，也
很是無助。那些時候開始，我心裡對牧
者職事有莫名的羨慕，但是覺得做教牧
要求很高，自己未必能勝任。
我認真考慮成為傳道人另一個動
力，是看見神在西區堂的奇妙工作。從
人的角度看，西區堂面對不少挑戰。參
與植堂的兄姐都有豐富事奉經驗，但是
由於沒有穩定的牧養和缺乏發展方向，
很多方面都停滯不前。神在人的軟弱中
仍有祂奇妙的作為，興起了外展傳福音
運動，令多人生命改變，我很想成為神
工作的一分子，投身教會服侍。

盧佳定

2008年當教會牧師離任後，我再
次肩負許多牧養的工作。有些弟兄姐
妹鼓勵我考慮成為教會傳道人。執事會
也向高雲漢牧師建議，委任我為義務代
理傳道。我只想暫時協助教會，直至有
全時間牧者到任。在義務代理牧職過程
中，神讓我看見祂對我的呼召，執事會
也請我考慮正式成為全時間傳道人。高
牧師更多次鼓勵我學習謙卑，接受教會
供養，成為全職同工。我當時仍有掙
扎，因為這個決定會改變一家人在教會
的身份，也影響我們與弟兄姐妹的關
係。除了禱告外，我和太太回到香港，
與在北角堂一同長大並牧職多年的弟兄
姐妹分享，尋求印證。結果我和太太都
放下恐懼，心裡得著平安，欣然接受挑
戰。
過去三年多的牧職事奉中，我經
歷神的恩典和力量，完成自己從未想
過可以達成的工作。師母更積極與我配
搭，在探訪和關顧姐妹事工上有所補
足。更感恩的是，神為西區堂在華人商
場中預備一個堂址，能實現進到社區見
證神愛的夢想。現在我們面對的挑戰，
是向一群很少人關心、工作時間冗長的
餐飲業員工見證神的愛。此外也有不少
中國移民經常出入這個商場，他們有些
更主動進入教會，了解我們的情況。
回顧成為傳道人整個個過程，深
深覺得能夠領受牧人職分是莫大恩典。
但願這個瓦器能合乎主用，彰顯基督寶
貝的生命和大能。阿們。
（作者為西區堂堂主任，9月6日接受按立
為牧師）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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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樣做才是

一個好基督徒？
問：

 信主接受救恩後，心靈釋
我
放，不過周圍的環境、處境
仍然沒有改變，內心仍有不
良的思想。我要怎樣做才是
主喜愛的好基督徒？

答：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
「
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
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
求祂的人。」（來 11：6）

首先我為你感謝神，因為你信有
神，又想做一個主喜愛的好基督徒，你
要相信並知道神已悅納你，賞賜你心靈
的釋放（主所賜的平安和喜樂）。我們
也要明白，成為一個好基督徒是一個過
程，是我們一生努力的目標。這個過程
從信開始，靠主的恩典和人的努力（人
的努力也是主的恩典）完成，你正在這
個成為好基督徒的過程中。
《 聖 經 》 說 ： 「我的弟兄們，你
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
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
備，毫無缺欠。」（雅1：2-4）。我們
生活的周圍環境和處境，都可能成為百
般試煉和信心考驗的場景；再者，《聖
經》告訴我們，信主後心裡仍有盈餘的
罪惡，犯罪的律，不良的思想行為和習
慣 ，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
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
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西 3 : 5）
。所以，你所面對的情況是常見的。我
們雖然未必能改變周圍環境和處境，但
絕對可以靠主改變自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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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樣做才是主喜愛的好基督徒？
《聖經》有很多地方都回答這個問題，
教導我們做個神喜悅的好兒女。首先你
必須好好讀《聖經》，明白神的話並遵
守而行；你多認識神，真知道祂，便能
結出更多神喜悅的果子。其次必須培養
良好的思想、言行和生活習慣：以下我
略略提出一些好基督徒的要素：
˙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人一
生的果效由心而發，我們要從建立良
好的思想習慣開始，多思想天上的
事，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	效法基督的言行：《以弗所書》教導
在言行上要效法基督的榜樣，棄絕謊
言，污穢的言語，相反多說造就人
的話（4:17-32）；又不積怨、不偷
懶，學習饒恕，努力工作，與人分享
等等。
˙	盡 自 己 的 責 任 和 本 分 ： 《 以 弗 所
書》5章22節至6章9節教導我們要盡
自己的責任和本分，不論你是丈夫、
妻子、父親、母親、兒女、僱主或僱
員，都有各自的責任和本分，靠主恩
典努力做好。
˙	穿上神所賜全副軍裝：我們要透過不
斷讀經祈禱，好好裝備自己和建立互
相守望的信徒屬靈群體，就能抵擋魔
鬼，並且有能力過神所喜悅的生活
（弗6:10-20）。
希望你繼續努力，靠主克服自己不
能改變的環境，靠主改變自己的心境，
培養良好的思想、言行和生活習慣，必
能靠主成為主喜愛的基督徒。

黃維信

問：

 的性格本來就多愁善感，
我
不是樂觀的人，沒法常常喜
樂，是否就不配做基督徒？

答：

人有不同的性格，沒有完全
好或完全壞，只要我們努力
認識自己，瞭解自己性格形
成的原因和過程，接受別人提出的意
見，努力修補缺點；更重要是效法主，
讓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結出屬靈好品
格：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你雖然性格多愁善感，但並非全
是與生俱來，不能改變。各人都有負面
情緒和不樂觀的一面，只是各人多寡不
同而已。負面情緒和不樂觀的思維多由
負面的經歷和不適當處理有關。若你能
正視自己的過去，不讓那些不能改變的
負面經歷繼續影響現在的情緒和思維，
便能展現你真正的一面。正如我上文提
及，性格沒有絕對，多愁善感和不樂觀
也有其獨特處，能被主使用。《聖經》
中也有不少人物有這種性格，如先知以
利亞。
再者，常常喜樂也不是必然的事。
保羅提出基督徒要常常喜樂，能夠做得
到主要是倚靠主，不是靠自己和外在環
境。所以不論你性格是樂觀或悲觀，積
極或消極，仍要每時每刻學習靠主常常
喜樂。每個基督徒學習出來的結果都有
所不同，無需比較，也不會因此而令你
不配做基督徒，你認為不配做基督徒，
可能只是多愁善感和悲觀性格而產生。
不論性格如何，只要真心信主，努
力靠主做個好基督徒，時刻學習愛神愛
人，主是知道的。要避免自己陷入極端
的性格和思維，好好遵主旨意而行，常
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回答者為麥城堂堂主任）

豐盛的人生

懷念霍應昌弟兄 (1949-2014)

黃少明 |華基聯會會牧

陳琛儀 |城北堂主任牧師

霍應昌弟兄早年攻讀碩
士課程時，曾在本會姊妹教會
夏城（Halifax）華基聚會和事
奉，所以一家移民加拿大時，
便加入了華基樂倫堂，即後來
的城北堂。

行政事務，對差傳負擔沒有減
輕，還身體力行，實踐本地植
堂，帶領家人參與西區堂及瀑
布堂的植堂小組，領人認識耶
穌，還建立和栽培了不少新領
袖。

他於1991年被城北堂推
舉，開始參與華基聯會執委會
的事奉；往後有十多年，更專
注普世差傳的事奉。後來他協
助宣教機構「華傳」在加拿大
組織、運作並差派宣教士，都
是他對差傳負擔的延伸。

弟兄的生命表彰著知
足、勤儉、節約、分享、慷慨
等個性。他有保險專業，在生
意上大有作為，但他不以此為
滿足，分配時間在不同崗位事
奉神。他知道神的召命，雖然
有神學訓練，深厚資歷，卻甘
願接受微薄薪酬，讓華基聯會
減低經濟壓力。

從2000年開始，他以部
份時間擔任華基聯會行政及事
工主任，協助高雲漢牧師。高
牧師推動華福運動，組織華
人神學院期間，弟兄處理各項

應昌弟兄，我們過去與
你同工，何等喜樂歡欣！你悴
然而去，我們難捨啊！

霍應昌弟兄一家於1983年移民加拿大，
定居多倫多，便開始參加華基樂倫堂的聚
會。霍弟兄愛神愛人，有豐富的教會生活經
驗，與傳道人和執委們同心努力，建立了城
北華基教會。他歷任團契導師、成人主日學
老師、堂委和執事等。我多年來與他緊密事
奉，深感上帝賜下這位好弟兄，與信徒配搭
服侍，成就神給城北堂的異象和心意。
霍弟兄為人慷慨幽默，能吃苦、講話
風趣；卻同時有嚴謹、堅守原則的一面。他
做事有計劃、有重點，凡事按步就班。他曾
說：「神給我的抱負，不是做傳道人，是要
支持教牧，做教會的行政助手。」
當城北堂穩定成長，他再多次協助華基
聯會的植堂事工，委身普世差傳，是事奉人
生更深、更廣的工作。霍弟兄一生跟從主，
不單專心擴展神家，也為主擺上生命。我們
以他為榮為樂，願主在他身上得著榮耀。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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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佳定 |西區堂堂主任
霍弟兄是西區堂創會成員，是我們
心中永遠的一份子，我們深切懷念他。
我用三幅圖畫表達他和我們的關係：
1. 媒人：我們通過Sam認識華基聯會，
也透過他才落實在密西沙加市的植
堂計劃。可以說沒有Sam，就不會
有西區堂的建立。第一次和Sam見面
是在央街一間中國餐館，他態度熱
誠，有遠大眼光和胸襟。我們很感
激高雲漢牧師和他一手促成西區堂
植堂，也感受到華基聯會不只是一
個機構，而是一個溫暖大家庭。
2.	
橋樑：他的一家從開始就遠道從北
約克開車到密西沙加參與我們的事
奉，從植堂祈禱會、堂委會、教會
祈禱會、各項會議，他都參與和帶
領。他是我們與華基聯會的溝通橋
樑，經常向我們講解華基的五個異
象和華基精神；他常教導會員班，
清楚介紹華基的歷史和特色。西區
堂對華基聯會很有歸屬感，願意支
持聯會的活動。因為Sam的參與，幫
助我們建立這份深厚的華基情。
3.	大俠：我們稱呼Sam為「霍大俠」，
因為他很有大俠風範，能為別人兩
脅插刀。他個性熱情，做事盡責，
從不斤斤計較，很有犧牲精神。我
們同甘共苦，經歷不同的挑戰和困
難；每一步他都提供正面和建設性
的意見。在事工穩定或開展另一階
段，他又像大俠般功成身退，瀟灑
地將工作交棒；然後再到其他地方
幫助有需要的教會或植堂。
梁平 |瀑布堂堂委
我謹代表瀑布堂眾弟兄姐妹，分
享對Sam的一些美好回憶，並慶賀他一
生是虔誠、卑微和神所愛的僕人。瀑布
堂的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度過地上最後一
個主日敬拜，當天下午，我們也一起有
堂委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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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八年，我有機會跟隨Sam學習
事奉，一起經歷教會的高高低低，見證
神的作為和祝福。無論在教會或我個人
來說，Sam都像長兄為父的角色。
瀑布堂建立後，Sam和太太在瀑布
區買了一間平房，那裡是溫馨舒服的
家，也是無數牧者同工自由使用和短暫
停留的地方。瀑布堂自2006年5月7日
開始第一個主日崇拜起，他就帶著家人
每週長途跋涉在多倫多和尼亞加拉之間
往來，帶領崇拜和查經班，並協助各項
大小事務：到銀行開設教會賬戶、草擬
教會憲章、向華基聯會申請資助、主持
堂委會會議、開車接載弟兄姊妹或講員
來回尼亞加拉和多倫多；有時還會為全
會眾烹調美味午餐，他拿手的蘿蔔牛
腩，更是我們的最愛。
Sam是神委身的僕人，基督的精
兵，他還是眾人的模範丈夫：他上得廳
堂，下得廚房，對太太溫柔體貼。他常
分享自己的兩個家規：第一，太太永遠
是對的。第二，如果太太有錯，請回到
第一條。
Sam弟兄，我多麼渴望有更多時間
詳談你的人生點滴。我代表瀑布堂所有
弟兄姐妹要對你說：我們感謝上帝，你
是我們的主內弟兄，我們尊重你、愛
你、想念你，為你所作的一切感謝你！
楊伯駒 |Camping family
我認識Sam有30多年，他是坦蕩
蕩、謙厚的君子；如果要用一個更貼切
和準確的詞語來形容這位好兄弟，他可
說是愛神、愛人、忠心、儆醒的好僕
人。Sam為人落落大方，氣量宏大，不
拘小節，寬厚待人。多年來我親眼目睹
他開放家庭，經常接待海外神學生、宣
教士和教牧同工。他還積極參與教會和
差傳機構的服侍，他不遺餘力推動教會
的外展事工、植堂和宣教的工作。
他行事為人很有原則，是非分
明，擇善而從，有所為而亦有所不為。

在一次的團契小組中，他突然站起來避
席，拒絕唱讚美詩歌，因為他知道我們
沒有詩歌的使用版權。
他為人通達好學，是個書痴。有
十多年的時間，他從不間斷地在多方面
進修、研究和學習；似乎考試、論文
功課都成為他的專業。他也是個風趣幽
默和健談的人，雅俗共全；他洪亮的
笑聲，偶然一句笑話或一個鬼臉，總帶
來滿屋歡笑。30多年我們亦師亦友，
我在他身上學會滿足，好好過每天神所
賜與的生命。Sam，再見！我們會想念
你，知道我們一定會在天家再相見。
劉劍賢 |Camping family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歲月將我
們幾家人一起見面、成長、共度難關，
向前推移了30多年。我們有一個共同
點，大家都是基督徒，是屬神的兒女，
在華基聯會和城北堂一起忠心事奉主。
縱觀這些年日，Sam在許多方面都
表現出個人的才華，豐盛的生命色彩。
他曾擔任教會執事會副主席，委身負
責，有強烈的正義感，又謹慎地容讓時
間作判斷。他時常引用神的話，堅持自
己認為正確的事。
Sam做人很有原則，常有策略性的
思維。面對職場的挑戰，從不妥協；他
也從不將工作與教會混為一談，在教會
內絕不講生意。
他有清晰的頭腦和眼光，能流暢
地背誦好多古舊的詩詞歌賦，他還時常
和我太太Amy講些輕鬆笑話，惹得哄堂
大笑。我可以想像：天上正嘈吵不堪，
那裡有你們無盡的笑聲和歡樂。
我們親愛的Sam弟兄，別了！讓我
們都抬起頭來，因為Sam已過了卓越完
美的一生，沒有遺憾。

女兒們
Alice 雅詩
聽過我爸爸講道的人都知道，他
喜歡用三個要點組織講章。對爸爸表示
敬意，我也用三點形容他：Consistent,
Caring,
Confident（一致、關懷、自
信）。
讓我先談談爸爸的一致性。小時
候因為媽媽要讀書進修，在夏天的每個
週末，爸爸會帶我到“我最喜愛的遊樂
場”。有一次我戲稱那是我最喜歡的遊
樂場，在爸爸心中，那就永遠是我的最
愛。自此以後，他帶我去的遊樂場，仍
然是那個地方。
爸爸很愛我們，常花心思牢記家
人的許多瑣事。記得當我約四、五歲
時，另一個我最喜歡的週末活動就是乘
坐地鐵。我們走到平台乘坐第一輛列
車，坐在第一個車箱，正好是車長房旁
邊。那個座位非常好，因為可以向迎面
而來的列車揮手，有時對方也會向我招
手。當我們到了總站，就跨越平台的另
一端，再坐列車回家。只要是家人喜歡
做的事，爸爸總會恆常耐心地參與我們
的活動。
爸爸也很有自信，他教我要維衛
自己相信的事，並要顧念別人的想法。
爸爸去了一趟墨西哥，就載著當地的巨
型寬邊帽上飛機，因為那不能托運行
李。在冬天天氣很冷時，他會載上毛茸
茸的帽，耳垂兩旁長長的，他不在乎別
人是否取笑，卻教我要對自己和自己的
決定有信心。
這都是我從爸爸那裡學曉的人生
道理。他雖然肉身上不再與我們一起，
這些教導卻能一生伴隨。我記得的爸爸
常穿著夏威夷襯衫，聲音響亮，載著闊
邊帽的男人，他寫意地帶著腰包，不畏
懼地持守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標準。

Joyce頌詩

Nancy 詠詩

有聰明的長輩告訴我，對爸爸的
回憶要選擇那些整體性，並引伸影響自
己將來的事。爸爸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對
女兒的愛，他時常在我們不為意時，掃
掃我們的頭。每次他這樣做，我就覺得
自己是他“最愛”的女兒，不過我知道
他對我們一視同仁。

如果我必須用一個詞語形容爸
爸，那就是“保持不變”，最好的例子
就是他自年青時就保持的髮型。有次我
問他：有否想過改變自己的髮型？他眨
眨眼回答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一
點。這很好啊，為甚麼要改變呢？」這
就是我敬佩的父親，他不看重物質的事
物，卻看重與妻子、家人和朋友建立緊
密關係。他有既定的日常生活習慣，對
家人和對神有貫徹如一的愛和委身。

有一次只有爸爸和我兩個人在多
倫多過生日，他帶我去灣景村一間昂貴
的意大利餐廳進餐。晚膳快結束時，一
行侍應捧著美味的榛子蛋糕走過來，原
來是爸爸靜靜地安排一切。這是爸爸第
一次給我的驚喜，自此以後，我開始留
意到，爸爸總愛給我一些小驚喜，因為
他知道我喜歡這樣的事。當我還小時，
我很喜歡爸爸煮的雞翅膀，可以一次過
吃15隻；於是他在晚餐時煮一大鍋，
預備足夠的份量；這都是他疼愛我的方
式。爸爸很珍惜與家人、同事和教會的
關係。
我最近發現爸爸的書桌有張紙條
寫著：「我就是我，請接受我這個樣
子。善待自己，神愛我的本相。」他明
白愛的本質就是容納各人的本相，不
管他們的身體或心思有甚麼限制。同
樣地，爸爸愛我，因為我就是我，他
愛我性格的軟弱，獨立的個性和生活選
擇；他從不猶豫表達對我的愛。與此同
時，爸爸鼓勵我們在學業和工作上做到
最好，也要有進深的屬靈生活，他時常
說：「盡力做到最好，讓上帝做餘下的
事。」

他一貫地愛媽媽：我會永遠記得
爸爸恆常地愛媽媽，很重視媽媽的意見
和喜好。有一個小插曲常在我腦海：
很久以前我們一家要去旅行，想買一部
對講機，售貨員試圖說服爸爸買某個
型號。爸爸說先要和太太商量。售貨員
聽後有點嘲笑他，說男人無需為這些事
也要徵詢太太同意；結果爸爸轉身就離
開店舖，可見他對媽媽的愛和尊重之份
量；事實上，這只是萬分之一爸爸給媽
媽做的事。爸爸是個安靜的人，但是他
對人細心的服侍卻道盡了一切。
他一貫地貢獻家庭：無論是做
飯、接送我們去補習數學，甚至當我打
擾他時，他都不會生氣。他不僅為這個
家庭供應一切，甚至當我們長大，他也
看重我們的意見。雖然我們的家庭經過
許多難關，爸爸（和媽媽）有上帝的信
心和平安一起同行。
他一貫地事奉神家：我知道上帝
使用爸爸的生命榮耀祂，天上的父親必
以我地上的爸爸為榮。
爸爸，謝謝你向我展示怎樣對神
一貫的忠誠，你塑造了今天的我，不僅
透過你的教導和傳授，更是藉著你的行
事為人。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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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妻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神
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當
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為
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
上所得的分。」（傳 9：9）

許多人一提到Sam，立即就
聯想起「誠信」。他有強烈的正
義感，從不畏懼表明自己的立
場，認為正直的事，他總是堅
定持守。Sam也是個有紀律、有
原則的人，為自己定下很高的標
準；曾經和他共事配搭的人，應
該都記得他耿直的品性。

Sam很喜歡《傳道書》這節
經文，詩人這些句子正好反映他
的一生。我們很享受夫妻間的
恩愛，Sam非常愛我，把我寵壞
了。他愛家庭、愛孩子，常藉著
實際的行動表達愛意，好像每天
早上按各人喜好煮早餐給家人享
用，抑或務要令家人生活安穩，
他都是十分盡責，全面照顧週到
的好爸爸、好丈夫。

我們一起的生活經歷過很
多艱難，包括移民、生意失敗，
我倆都曾患過重病；但是在35
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不單是夫
妻，也是知己，彼此心靈相通。
我們的愛不單建立在浪漫中，更
是彼此尊重，有共同的價值觀，
將神放在首位。直至生命最後一
刻，Sam仍是神委身的僕人。他
一生事主，竭盡所能。

霍黃綺兒

*霍應昌弟兄安息禮拜片段: www.acem.ca 
短片製作: Stephen G. Woo / 攝影: Osbert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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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謝謝您們對我丈夫的懷念。緬懷Sam的
生活點滴，為要見證神的榮美；我深信
他若列席安息禮拜，也會對自己的一生
感到沒有遺憾。我盼望主內弟兄姊妹能
在基督耶穌裡找到平安和安慰，那是信
仰生命的確據。
在Sam的安葬禮裡，我站在墓地上，看
著堆土機將泥巴倒進墳墓，我想到生
命若是這樣完結，那就毫無意義了。幸
好埋葬是在悼念的安息禮拜後進行，
我們已被提醒：生命的盡頭還有永恆的
盼望！那是多麼不一樣的生命終結和意
義。Sam在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或多或
少留下恩惠的烙印，讓我們以愛和禱告
彼此扶持，傳承Sam的典範，並祝福其
他的人。

Eliza

The Open Market

街坊遊園會後一星期
陳華恩

105 Gibson

社區中
心外，陽光還是一樣照得耀眼；跟上星
期相比，只欠點清涼。我心裡在數點街
坊遊園會的經驗與學習，更重要的是，
感謝聖靈動工而成就的種種，並學習與
上帝同行。心中經常響起一句話：當上
帝的靈充滿祂的教會，就甚麼都能作。
我們都知道，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教會在社區也是如此。
差不多每一個到過遊園會的人都
說：「明年要再搞啊！」我跟同工說，
要看上帝為我們今年的活動帶來了甚麼
才作打算。當然，一個小社區內，一所
華人教會搞的一次社區活動，在20小
時內能有接近五千人參與活動，也不算
是件小事。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感激和震
撼。試看看人數小統計：
˙	兒童天地700人
˙	舞動全城500人
˙	兒童詩班匯演590人
˙	歌唱比賽600人、歌者60人
˙	舞台表演170人
˙	排球比賽200人
˙	羽毛球比賽300人
˙	義工700人，25個小隊（「生之
盼」Festival of Hope 80人）
˙	幹細胞捐贈登記70人
˙	傳道部福音接觸200人
˙	參與商舖或攤檔：
87個多元文化食物及商品
˙	登記社區中心資訊300人
˙	接 觸人群類別：藝術表演者、美

術學校、食物攤檔、回教徒、舞
者、不同族裔、教育工作者、政府
官員、社會服務單位、基督教機
構、保險從業員、車行、市議員、
國會議員、不同媒體。
˙	總人次：約5000人
˙	收入$52,000，籌款$65,000，開
支$41,000。淨收入$76,000（不
計捐款），是次活動不賠錢。
這次活動最大的得著，有以下幾方面：
1.	教會三堂齊總動員。其中得到的經
驗，包括三種語言文化互相合作建
立，培育領袖才能，又共同經歷靈
性互動，神的教會在聖靈大能的感
動下，發揮了最大的力量。
2.	建 立基督徒正面形象。很多人都知
道 105 Gibson 籌辦街坊遊園會，是
為社區中心籌款，都樂意參與，表
現興奮，並表達一種佩服的敬意；
無形中展示信仰可親的一面。
3.	建立社區關係網絡。把社區中心放在
最市井的市集形式，在概念上是一種
突破和跳躍，但是當我們在社區不同
團體伸出友誼之手，也就真的交了朋
友，對於外面的關係連結，有助日後
進一步有的合作互動。
4.	為 天國做一場見證。耶穌說，上帝
叫日頭照好人也照壞人。信徒是山
上的城，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就把
榮耀歸給神。我們把自己放在公眾
的地方，就是在山上建城，近處遠
處都可以得見，榮歸上帝。

5.	學 習跟隨聖靈引導。在籌備遊園會
期間，有好多次都事與願違，我們
都是尋求聖靈指引的機遇。其中不
是單純人力所能及的理智分析，而
是聖靈引導的奇妙經歷。每位人物
出現與接觸，都是上帝放在我們中
間。如何跟進，如何再進一步有關
連，都要尋求聖靈的啟示與引導。
往前看，遊園會值得再辦，多方
面的事實如此告訴我們。然而，不單是
為社區中心而搞活動，我們是「辦」教
會，在活現基督，傳達天國的道理，要
搞動這個城市，是靠聖靈充滿。我們是
耶穌基督的身體，是基督的顯現，是天
國的能力臨在社區裡；這裡面跟單純的
市場學或營商學有很大差別。
首先，內部的定位是服侍而不是
賺取，是依靠祈禱而不是純商業利益計
算；接見社區人士是分享和好事結盟，
為社區弱勢人仕尋求福祉而不是一齊賺
錢；用異象感動人，用智慧和真心與人
結交，把所有專業智慧都投放與社區人
士有益的項目上。我們繼續祈求上帝的
國降臨在社區，學習的角度是從社區看
教會，在公眾的場所學習作福音的使
者。
教會上下要以喜樂、和睦、互相
尊重的態度辦好這件事，因為我們若有
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就認出我們是耶穌
的門徒，是活現基督了！
（作者為愛正堂傳道，105 Gibson Centre
General Director）

201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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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期：9月8日（週一）
報名查詢：www.acem.ca /
pmi@acem.ca / 905-479-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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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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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修畢全課程六單元及實踐，成績合格獲頒證書。 粵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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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C 2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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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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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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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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差傳部議決2014-2015年度資助神學生：
愛正堂－高鍾艷梅、Eleanor Kwan、楊
信行；城北堂－陳德志、劉珂、馬會
軍、唐瑋澤、王吉全；美堅堂－莊敬；
北約堂－謝哲昊；百里市堂－何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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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946，達目標98%。
2.	街 坊遊園會圓滿結束，到場達標五千人
次，參與節目三千人，其他入場人數二
千，籌款及收入目前為十一萬六千，扣
除開支共得七萬元。
3.	粵語青少年福音營8月29至9月1日舉行，
適合高中及大專學生參加。主題：350
完美傳遞。講員：鄧浩然傳道。報名查
詢：羅李艷霞傳道sylvial@tccc.ca。
4.	啟發課程：國語堂5月9日至7月26日週五
晚舉行，約50人參加，多人信主。粵語
堂9月16日週二晚開辦第二期。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8 月 份 和 平 福 音 短 宣 隊 ： 東 亞 ： 張 家
瑜、何勇傳道、劉兵、陳偉、胡曉嵐。
肯亞奈羅比：黃馮玉賢牧師、陳張
念溪、黃世彬、黃慶庭、馬李珮
婷、Brendan Chong、Cameron Li、David
Li、Jennifer Ip、Justin Li、Justine Lam、馬
佩琼、謝敏宜、李穎昇。印度/尼泊爾：
郭施彼牧師、崔皓明牧師、陳德志、
梁灼輝、梁黎雪聰、梁匡怡、李恩慈、
區渭揚、梁穎琛、何施聰。肯亞：
崔坤祥、崔潘怡清、張潘怡明。厄瓜多
爾 ： 何 健 華 牧 師 、 何 陳 美 儀 、 Connie
Kwan、林掌聲、林嚴雨琴、林麗燕、
姚玉心、Isabel Hung。尼加拉瓜：黃志文
牧師、黃盧子敏、侯凱雯、Felix Leung、
范曉芬、羅愷縈、石佩儀、梁偉權、
黃文軒、梁綺敏。巴西：盧惠華、郭永
發、郭梁若荍、黃文熙、黃李煥興。
2.	8 月 9、 10日 為 福 音 週 末 ， 主 題 ： 這 些
年，那一代，你我祂。有福音話劇和信
息，週六崇拜後有美食嘉年華。
3.	PET@Home 愛在吾家：鼓勵兄姊 7、8月
間邀請未信親友到家中小敘或用膳，藉
此傳福音。
4.	「 生命之道」查經課程由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主辦及城北堂協辦，9月11日至
10月30日逢週四晚舉行，研讀《馬可福
音》。
5.	本堂與家庭更新協會合辦國/粵語「恩愛
夫婦營」，粵語營9月19-21日，國語營
10月3 - 5日。
6.	男 人的天空舉辦「父子營」，9月5日黃
昏至7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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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6 月22日會員大會通過接納：1)特別決
議案，本堂在新的加拿大非牟利立案法
團法例(CNCA)下繼續運作；2)授權執
事會處理2006年芬蘭短宣剩餘的資金。
2.	禱 讀 《 馬 太 福 音 》 ︰ 教 會 以 這 卷 書 證
道，鼓勵兄姊每天讀此福音書。
3.	兒 童暑期日營：兩星期營會結束，50兒
童聽聞福音，23人決志；另20青少年及
10多位成人義工參與事奉。
4.	粵 語堂8月10日舉行主日學師資訓練，
8月16日關懷部舉行「如何探訪及電話關
顧訓練」。9月14日舉行清早/早及午堂
聯合崇拜。9月21日舉行清早堂十週年感
恩崇拜及慶祝活動。
5.	國語堂8月16日舉行同工退修會。
6.	英文堂9月7日舉行戶外讚美主日。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瀑 布 堂 短 宣 ： 8月 10-17日 舉 辦 兒 童 暑
期聖經班。隊長：黃維信牧師。隊員：
何肇興、張甲彤（和兩名女兒）、安淑
芷、John Wong、Stephanie Sin、Molly
Leung, Tim Leung、Douglas Chu、Darren
Chu、Samantha Ng、Lily Lau、Johnathan
Chu、Joseph Chu。

2.	英語堂郊遊：8月17日。
3.	成 人 英 語 班 ： 7-8月 暫 停 ， 9月 17日 開
課。
4.	擴堂感恩晚宴：9月7日晚舉行。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國 語堂委會7月19日舉行暑假燒烤同樂
日。
2.	國語堂崇拜部7月26日晚舉行敬拜讚美之
夜。
3.	粵語堂委會7月20日舉行迎新家議會，介
紹教會、粵語堂委會成員及事工。
4.	兒 童暑期聖經班7月14日至8月22日舉
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成 人主日學8月3及10日開辦新季合班課
程：從《約翰福音》探討耶穌的神人二
性，講員：方豪牧師。
2.	國語福音主日8月31日舉行，講員：徐武
豪博士。
3.	中 秋節晚會及迎新會9月6日晚舉行，有
聚餐及見證。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兒童暑期聖經日營7月21-25日舉行。
2.	聯合團契8月16日晚舉行。
3.	教會秋季旅行8月30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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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魁北克OJ原住民短宣：Winnie

Yang、
Jeffery Qi、Tommy Liang、Emma Liang 於

7月27日主日分享感想和收穫。
2.	教會野餐活動7月26日舉行。
3.	詩歌敬拜和聲樂培訓由北約堂 Raymond
和Rita Mok於7月12-13日前來主領。
4.	暑 期兒童聖經夏令營8月11日-15日舉
行。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家庭營7月18至20日舉行，共130多人參
加 ， 並 在 湖 邊 其 中 浸 禮 ， 有 14人 接 受 洗
禮，1人滴禮。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	7 月舉行家庭營，有53位成人及兒童參
加。
2.	兒童暑期日營8月18 - 22日舉行。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1.	神 把得救人數加給教會，6位兄姊於7月
接受基督為他們個人救主。
2.	在 天道神學院舉行的一日「退修會」，
有38位兄姊參加。
3.	旺市政府批准旺市堂 CSO (Community
Service Organizations) 的申請，方便教會
事工開展。
新會員
城北－Belinda Chan、張劻武、賴瑞萍、林
志傑、盧志宇、吳祖恩、吳恩敬、
吳林翠玲、吳俊傑、潘家瑜、岑穎
思、黃力為、張惠儀、黎海燕。
受洗
百里－趙慧芳、蘇暉、陳暉、程辰辰、
賀波、汪軼炯、王錚、陳朝暉、
陳靜、冼曉明、鄧菁華、經緯樂、
經緯康、余證美、Jingyi Tu、
趙慧芳。
離世
愛正－邱立基7月18日安息。
城北－
李彭佩華的父親彭成於7月5日。
林笑景的母親林袁欽於7月5日。
鍾健衡的父親鍾根有於7月21日。
人事
愛正－本 堂 差 派 的 伍 健 民 、 梅 永 艷
（Edmund & Cecilia）宣教士完成工
場事奉返回加拿大，本堂聘用伍健
民宣教士為一年合約同工，8月1日
起任差傳部及英文堂群體事工部教
牧。
城北－
國語部何勇傳道7月成為全職教牧同
工。李詩韻7月31日離任兒童部助理
一職，羅愷縈接任。
麥城－神學生田莉7至12月在國語堂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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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COCM 的呂子峰牧師（左一）日前路經多倫多，與
吳克定牧師來訪華基聯會，與黃少明會牧商談福音事工。

愛正堂 105 Gibson 社區中心於7月4-5日首次舉辦「街坊遊園會」
，幾名教牧與各區議員一同主持開幕禮。陳華恩傳道（右三）撰寫
文章「會後一星期」P.13。

北約堂黃纘舜牧師（後排右一）7月中帶領短宣隊前往O J 原住民區
主領兒童營及青年營。

愛正堂吳克定牧師與讚樂仕福音樂隊日前到東亞事奉。
好些人走到台前，對福音的呼召表示回應

愛正堂吳克定牧師（左一）、陳靜文牧師（左二）與短宣隊
6月中前往英國，參與呂子峰牧師（右一）在COCM 的事奉。

城北堂短宣隊於7月份在中國福清和煙台市主領暑期英語營，
接觸很多兒童和青年人。

愛正堂秘魯短宣隊7月中在 Iglesia有兒童事工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