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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明
「做到老，學到老」，這是大家耳
熟能詳的諺語。在基督徒的靈命成
長中，真正認識自我與個人恩賜
需要通過一個長期的過程及操
練，不斷進修、殷勤學習，
還要邊做邊學，才會有所進
展，這都是今日信徒基本
需要持守的態度。

一生學習的重要
《聖經》一再宣告努力學習的重要，在《箴言》
書中指明知識、智慧與聰明有莫大緊密的關係：「人
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16:22）「聰明人的心獲
得知識，智慧人的耳朵尋求知識。」（18:5）「人必
按自己的智慧被稱讚。」（12:8）「計劃要有籌算才
能確立，作戰也要倚靠智謀。」（20:18）由此可見一
斑。
在新約四福音中，主耶穌多次鼓勵那些願意學
習、努力求問的人。使徒彼得在捕魚專業上極富經
驗，不能接受木匠耶穌教他如何打魚，但是彼得卻願
意接受祂的提議，結果得到意想不到的豐富魚獲（路
5:1-11）。在另一個場合，彼得對耶穌講述的道理不
明白，他就坦白向主問個原由，耶穌就用譬喻耐心解
釋（太15:1-20，可7:1-23）。

作者（左）與老師合照，黑板寫上他口語考試的時間。

當教導者與學習者有美好的配搭互動，雙方就能透過不
斷進修而提升屬靈的深度和事奉的果效；然而，學習的人若
欠缺積極上進的心態，怠惰鬆散，就算有最優秀的老師或絕
妙的課程，都是徒然。當年跟隨耶穌的群眾，不少人就是因
為學習不易，就都退去了（約6:66）。
在迦拿婚宴上，酒已用盡，馬利亞雖然有母親的輩份，
她卻學習以信心等候，並跟從主自己的指示（約2:1-12）。
尼哥底母是尊貴的領袖、學者，他卻好學不倦，撇下身份，
竟於晚上向木匠耶穌求教，新約《聖經》花了不少篇幅記載
耶穌向他講解重生的真理（約3:1-21），其中「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約3:16）更成為千古傳誦神的應許！
學無止境，人生的挑戰
隨著信主年日漸長，在進修和學習過程中，我們需要
多方嘗試，更加擴闊學習的領域，不要消極地規範自己的恩
賜，要尋求突破與限制，或者可以發現意料之外的恩賜。
曾經有人說：「信徒在家庭、工作、教會等範疇裡，已經肩
負重要的責任，非常忙碌了，為甚麼還不停地鼓勵我們要進
修？」又有人對我說：「華基教會一直鼓勵普世差傳，長宣
短宣，我放假就馬上去，為甚麼又要有『和平福音學院』，
接受三年的訓練課程呢？」
城北華基的和平福音計劃（P.E.A.C.E. Plan）* 是一個突
破性的概念，在面對今日普世五個大難題中，均勻地作出適
切的回應和行動，帶領參與的學員時常保持平衡整全的視
野，配合自己團隊已有的恩賜才幹和資源，到普世各國服
侍，也按照當地社區人群需要，熱心公益。因此，不只是將
宣教差傳改名，也不是將差傳的認識與行為搬過來，而是需
要重新再學習、再裝備。現時就讀的同學都是成年人，有些
很年青，他們不甘於人生只是爬事業的階梯、結婚生子、買
屋買車、一年一小假，兩年一大假、今年旅遊北美、明年去
歐洲的人生；還有些同學是已過了半生歲月，但仍有人生
下半場啊！在探索如何走一條討神喜悅的路時，便立志必須
有所學習，有新領域的探求，更要對自已和對神有深刻的
認識。「和平福音學院」便是秉承這個方向而作出的培育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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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一直鼓勵及資助弟兄姊妹進修神學，接受正規
的神學訓練，重新計劃生活，實踐使命。除了一年或長期的
訓練外，密集式的研經培靈會或晚間課程，一直都受到在職
人士歡迎。華基教會有好幾間堂會每年定期有進深的晚間神
學講座，以專題或書卷式講解；視像越洋即時傳送的「生命
之道」，更是有系統、有守則的查經聚會，在城北堂和仕嘉
堡浸信會同時舉行。這些聚會全都對外公開，歡迎各堂會友
及華基教會以外的弟兄姊妹參加。學習的機會，比比皆是，
我們是否把握每個學習的機會，並在每天生活中反思教訓，
多所學習，追求豐盛的人生。

教牧學習．我的體驗
人一生有學不完的功課，窮一生的精力也追求不盡。麥
希真牧師時常勸勉教牧：「要一生不斷地追求，有了基礎，
還要達到高峰！⋯常常保持與基督有面對面的關係（林後
3:18），這是最佳的教牧生命（內在本質）啊！」
作為僕人領袖，我身體力行，努力學習，用半年的安
息年假到北京學習普通話，誰不知不單正規學習挑戰滿途，
非正規的考驗也是不容怠慢。年初剛到土步，凡事重新開始和
適應。學校早上八時上課，我要走路往車站、乘公車，全程
需時40分鐘，本以為七時後出門大概可以，誰料七時後交通
擠塞，乘客大增，既費時、又擁擠，非常辛苦。我痛定思量
後，重新更改生活起居習慣，五時起床，六時出門上學，到
學校後還未到七點。吃過早餐，還有時間在校園讀經思考，
這是一個改變生活態度的學習機緣。
人生許多學習其實都在我們週圍發生，與每天的生活
息息相關。我在北京生活這半年間，對北京的灰塵暴感受良
多。這裡的道路與環境都積聚不少塵土，當大風吹起，無處
不在的塵埃大大影響個人的呼吸系統；加上本地人喜吃較鹹
的食物，喉嚨常像哽著點東西，總要一吐才快；但是醫療界
卻時常警惕，吐痰是傳播病菌的重要途徑。我曾面對誘惑，
不吐不快，但都忍下去，找個正當解決方法，更學習戴口
罩，吃清淡食物，對一吐而快的需要竟然大減。為持守一些
人生原則，學習改變生活習慣，就是我們要學習的事。
今次來北京學習，也有點像古時上京考試的味道。課堂
上，同學輪流用普通話誦讀課文後，老師就講授生字含義、

神學進修與

生命成長
解釋課文意思和背景文化，時有涉及價值
取向及文化哲理。當一起討論時，同學都
以個人立埸表達自己取捨的價值觀，這豈
不正是校園福音見證的機會？我發覺自己
活像名宣教士，雖然沒有這個身份，卻透
過學習普通話，可以有一些機會表達基督
徒的價值見解。
四個半月的語言學習，也是難得的
退修，除了有時間思索未來的人生服事方
向和策略外，還前瞻繼續要學習甚麼，才
能更有效地開展計劃。這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極為興奮的事，但是超過四個月遠離
主內肢體，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猶如宣
教士面對孤單、冷清，有特別節日時特別
難耐。蒙主恩待，我在北京認識了幾位兄
姊，他們誠心接納和接待，實踐信望愛，
是我熬過來的原因，這些學習，畢生難
忘。
是次遠離常務，再次讀到耶穌面對試
探的經文，魔鬼以神的話語、身體物質的
需要、地位名望、甚至人生成就的捷徑作
引誘來試探主，祂均能以神的話語還擊，
實在點出孜孜不倦地勤讀《聖經》、反覆
推敲、機警回應、智慧還招的典範。

學習是不停斷的，路是漫長的，我們
反覆思量不應停頓，就能增強生命活力和
革刃力，甚至點亮人生下半場，充滿意義與
驚喜的快樂。

蔣文忠
還記得最初在香港進入神學院修讀道學碩士課程時，發現原來
這是神一直在我生命中所預留的計劃，讓我在過程中明白自己的召
命，並經歷與主更深的關係，認識神更多，也認識自己更多。
認識神，認識自己
我深深體會讀神學是對神呼召的回應，那時候已經很想再繼續
讀下去，並開始留意外國神學院的「口碑」，可是神卻帶領我畢業
後牧養教會。接續這三年的牧養經驗，神使我明白到，事奉神的人
不能抽離於教會，神學研究以教會為起點，並且要體現於教會中，
以及整個世界。感謝神帶領我進入牧養教會的真實場景，使我不住
的問：「甚麼是教會？甚麼是牧者？甚麼是牧養？」每一次的事奉
體驗都成為我重要的反思要素，更迫使我不住地求問神，求祂幫助
我更明白自己所持守的是甚麼，求祂潔淨我的心思意念，使我學習
更能對準祂的心意服事神。
三年後，我們一家便往北美開展新的進修旅程。很多人都會
問：「讀了三年，不是已經足夠嗎？為甚麼還要再讀呢？」我只能
說，這次裝備同樣是對神的回應，與剛從「中國神學研究院」畢業
出來時的體會不同，應該說是神帶領我進入更深、更準確的召命
中。從前只為著真理的追尋，今天神使我明白真理不能抽離於信仰
生活，更不能不結連信仰群體──教會。真理的教導與教義的建
構，確實是教會每一天活生生牧養行動的重要基建，根本不可能將
之摒棄於教會門外。感謝神，讓我看到教義與實踐的整合性，也使
我朝著成為一個有學術深度的牧者與召命進發，經歷神不住的塑造
和磨練。神學裝備，委實是一生的事。

（作者為華基聯會執委會主席，
城北堂副主任牧師。）

（接後頁）

註. 和平福音計劃主要是建立教會、裝備僕人領袖、
幫助窮人脫離赤貧、關懷病者及教育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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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不足，被人服侍
這幾年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學習，除了知識增進外，最寶
貴的，原來是生命成長的學習。因為這是我們一家第一次離
開香港到外地居住，生活上已有很多適應，學習上的要求也
提高不少。在一個「滿有挫敗」的環境裡所經歷到的事物，
卻使我更清楚認識自己，認識神並完全投靠祂，使我真實體
會到，不是自己的才能可以成就甚麼，乃是神全然的恩典和
供應。當發現自己的限制和無能時，原來這是神為我所定的
分，叫我專注於神要我去學習和服侍的地方。對自己的接納
和對神的信靠，都是成長的重要一步，這也是在熟悉的生活
環境裡很難體會到的。
在欣然接受神豐盛恩典之際，同時也是接受別人的幫助
和服侍。滿以為再進深裝備，只為作更大的服侍，原來首先
要學習的功課，就是承認自己的無助，謙卑接受神為我們一
家預備的天使所送來不同的祝福。神要我們看到一個懂得服
侍的人，首先要虛己放下自己，讓人服侍。老實說，沒有神
按時為我一家預備的屬靈群體，我們根本無法在這四年過著
充實的學習生活。

若要總結這幾年的體驗，以下三點是我最深的體會：
一．過一個真正的信心生活：以前只「講」信心，今日才真
正「活出」信心。信心生活不是一件苦事，要走出自己
的安全地帶，無疑是帶有冒險成分，卻發現自己更真實
地經歷神，與祂建立更深入的關係，體會到祂所賜的恩
典多麼令人意想不到。
二．過一個尋找召命的人生：神對每一個人的呼召都是獨特
的，但這不單是為服侍、付出；更重要是重建我們的本
體和本相。在神裡重尋真正的自己，是生命中最大的滿
足和成就，也是生命最寶貴的價值和目標。
三．過一個與群體同行的人生：在活出信心和尋找召命的歷
程中，我發現到這不是個人的事，乃是群體同行的重要
和必要性。屬靈群體補足自己的不足，在其中學習分
享、被服侍、被接待，並且在群體中被肯定，認識自己
的召命。
這樣的屬靈體驗對我的「神學」學習有極大的幫助，
當明白和經驗到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供應足夠，心裡不單經歷
真正的平安，更使我懷著無比的動力，去應付艱澀的學術研
究。若不是神時刻堅立自己有一顆為了基督和教會的心志，
我相信單憑己力，便早已放棄了；更奇妙的是，我的興趣和
熱忱可以被神所用、可以貢獻教會，我的召命和教會的需要
便融合為一。
神不是呼召所有人都全時間讀神學，但是神呼召每一個
信徒去更深認識祂和自己，為要與神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為
要明白如何回應恩典、擺上生命作服侍。
（作者為北約堂會友，
現為多倫多威克理夫學院哲學博士生，主修系統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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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改道 VS 完整拼圖
楊方苑菁

我自少的志願是做一名出色的記者，想藉著一枝筆為民
請命，後來發覺記者日夜顛倒的生涯非我所能應付，於是又
想做社工，要救人於水深火熱中。然而，這些夢想始終未能
實現。在加拿大讀大學時主修經濟，畢業後輾轉任職銀行、
保險公司；後來因為照顧家庭，便毅然放棄漸上軌道的事
業，成為全職主婦。

如此過一生？
我做事明快，一心多用，在家相夫教子雖然生活寫意，
心底仍覺若有所失。我多次求問神：「難道我就是這樣過一
生？」雖然有時感到沮喪，但我仍深信神帶領前路，因為祂
正在這段等候期間模造訓練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孩子上學後我有很多空餘時間，我做妥家務後，把騰下
來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後來這更成為創業的機遇。神不
單讓我在事業上發揮所長，更透過接觸不同的客人，使我與
他們建立友好的關係。每當他們遇上困難或不如意時，總會
主動找我傾訴，神竟然使用沒有耐性的我學習聆聽的功課。
他們覺得被尊重、被接納和關懷，便重新得力，面對生活上
種種挑戰和壓力。
看到別人得著幫助的欣喜，我內心著實感到雀躍，有甚
麼比看見一個人脫離枷鎖、經歷改變，邁向光明更令人興奮
呢？我開始再思想人生往下去的歲月如何渡過？原來神並沒
有忘記我起初的志願，祂知道我喜歡做「人」的工作，只是
神的時間和方法與我的原意並不一樣，祂用生活的磨練裝
備我成為全備的關顧者，不單有頭腦的學問知識，更要有豐
富的經歷和人生操練。我安靜思想，經過丈夫和好朋友的鼓
勵，加上兩個兒子相繼已上大學和工作穩定，我決定重拾書
本，申請入讀部份時間神學課程，主修輔導。
神的恩典實在夠用，祂讓我一方面半工讀神學課程，在
輔導的理論和技巧上增加知識；另一方面我參與教會平信徒
輔導事工，有實踐的經驗，兩個層面都能兼備，為我將來的
事奉作好準備。

力有不逮。我好希望在身體還未衰老、記憶力未有退化時，
盡快完成課程，並趁身體精壯時事主侍人；況且做「人」的
工作不會因為年紀老邁而被途汰，反而越有經歷，越發揮輔
導的功效。我再次求問神：「我願意用餘下的日子事奉你，
你會為我開路嗎？」
神是信實的，在人看來困難不可能的事，在神卻沒有難
成的事。感謝天父賜給我一位非常愛我、在各樣事上都支持
我的丈夫，他鼓勵我說：「只要是神的意思，只管全心全意
讀神學，我會料理家庭一切事務。」兩個兒子也同樣給我信
心和鼓勵，還有好朋友的打氣；眾人如雲彩圍繞我，我還害
怕甚麼？於是兩年前我毅然辭退工作，由全職上班一族轉為
全職神學生，再嘗學子生涯。

日子不白過
今年夏天，完成道學碩士課程，開始學習做一個專業輔
導員。回顧過去的日子，實在看見神一步一步的帶領，就好
像一幅人生大拼圖，每塊圖片都有不同的形狀，有其獨特之
處，能夠構成完整的圖畫，必須先後有序，缺一不可。回想
就好像自己人生不同的階段，神透過生活磨練、人際關係、
一些生命中似乎空白的日子來操練我，每一個歲月都沒有白
過，都是大拼圖內的一小片，是神刻意的塑造，讓我成為一
個能夠自我接納、瞭解並接納他人，與人建立良好人際關
係，同時具備勇氣面對現實的人。

世上沒有一個完全人，要成為一個稱職的輔導者，真是
窮一生也學不完，使徒保羅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就必作貴重器皿，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2:21）一顆願意做的心、一對願意聆聽神話語的耳
朵，就已經蒙神祝福、蒙神悅納。
（作者為城北堂會友，暑期實習傳道。）

再做好學生
我自己也料想不到，神在我身上的塑造只是另一個始
點。本來預算十年內完成整個神學課程，但想到自己已走到
人生下半場，環視年長親友身體退化，縱使有夢想和抱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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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學院出來的「學神」
屈網堅
在香港學習駕駛，汽車前後都要掛上一個「學」字牌，
人稱這些司機是「學神」。事隔多年，我在多倫多再次做
「學神」，不過不是學開車，而是學習神的道和祂的教訓。
這個過程一點也不容易，在入學前、學習期間或畢業後，我
都深深體會在不同階段，神給我不一樣的經歷，並要一生向
祂好好學習。

入學前：疏遠到立志
初信時，對神學進修認識片面，心想神學課程刻板納
悶，雖然也曾在學生冬令會奉獻自己，但是對進入神學院這
想法則一直拋諸腦後。
大學畢業後，我在專業上工作，逐漸領受神要我在社會
福利界發展，我便專注在職場上深造，並透過工作見證神、
服侍人。另一方面，我開始著重屬靈生命的建立，透過靈
修、閱讀屬靈書籍、聽道、參加培靈聚會等，都得到很大幫
助，與神保持密切關係。
2003年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因為我工作的單位是醫
院，首當其衡受到莫大影響。我雖然沒染病，卻被迫在家接
受強制隔離，間接對我的屬靈生命有所衝擊。我安靜反思，
發覺一直以來建立屬靈生命的方法很不足夠。
翌年是我教會事奉的安息年，正好讓自己有更多時間自
省。不久我在互聯網搜尋神學院的資料，思前想後，多所衝
量和經過禱告後，認為自己要維持日間工作，要短時間內完
成學業，加上暫時沒有全時間事奉的計劃，只祈望有一個屬
靈學習的平台，在專業上尋找事業方向模式，我便選擇神學
研讀碩士課程（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中，以同組方
式（Modular Style）去學習。

進修期：寶貴的功課
2005年1月，我終於拿起書包，踏入天道神學院的大
門，開始做神學院的「學神」。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日子裡，
神讓我經歷很多寶貴的功課。
信心與毅力的鍛鍊﹣過往聽人分享在神學院學習的見
證，大多都在經濟生活上仰望神。雖然我沒有經濟問題，卻
仍在不同層面有信心等候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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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天開始，我便在驚惶下報讀，我那一屆是M18，
開始時有十五名學生，第一年每完成一科，就有一名學生退
出，最後只剩下八名學生讀下去。我也曾有過半途而廢的想
法，主要難於抵受透不過氣的張力，可能來自工作、家庭、
事奉；再加上讀書、功課，非常辛苦。還記得那時每星期日
是家庭日，我總是等全家人入睡後，才挑燈夜讀做功課；雖
然生活緊迫，但我相信神要帶領我渡過艱難的紅海，祂必定
加添力量。有時我也好像雅各與神摔交，雖然表面上自己得
勝，渡過重重難關，其實是神在背後有奇妙保守，才可親嘗
優異成績的喜悅。
好不容易捱過了第一年。第二年，我面對更大的挑戰。
那一年初，我購置了新居，搬遷前後有很多事務要處理，在
這段極忙碌的緊張關頭，兩個兒子的成績顯著退步。我的內
疚感出現，決定休學五個月。我上課的熱誠漸漸褪減，同屆
同學也認定我不會再繼續學業。但某天早上醒來，突然聽到
靈裡的聲音，提醒自己繼續課程。剛回去上學，就要唸系統
神學，這科必先完成教會歷史才能讀，教授破例讓我上課，
與同屆同學互相支持下學習；因為要補讀未完成的學科，最
後也要和這班同學分道揚鑣。感謝神的照顧，在2008年4月
底完成畢業論文，趕得及在5月與M18的同學一起行畢業典
禮。
信仰與專業的研究﹣回想最深刻的課程，是關於平信
徒在自己專業事奉的神學觀，其中的學習給我很多反省和迴
響，在準備畢業論文時，我做了一個研究，從不同族裔的專
業中，調查他們的宗教及世界觀，並分析如何使用適合的策
略向他們傳講福音。完成論文後，我開始認識自己要有怎樣
的方向，務要將真理傳給同行及廣大社會群眾。

畢業後：繼續去學神
上宣教課時，教授提到天道神學院的前身，是由幾間神
學院組成，其中一間Toronto Bible College於1894年在大多市
中心創立，這學院的畢業生在畢業禮後，必須在附近街道上
巡遊，表明被差派作傳道人或海外宣教士。今日的天道神學
院，畢業典禮通常在Queensway Cathedral舉行，但是現在的
神學畢業生並不一定踏上全時間事奉的路，因為神給與他們
不同的託付 。
我領受的託付就是要在工作崗位上見證主名，不論是廣

惟有信心 得見耶和華的預備
霍壯

大群眾或同行同袍，都是我的福音
對象。畢業後，我開始花時間在文
字工作上，或用講授的形式，拉近
服侍的團體。邁向前方的每一步，
我都學習等候神開路，學習開放地
等候祂的帶領及呼召，在不同崗位
上事主侍人。
（作者為美堅堂會友）

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亦
是預備者、供應者。當我被神呼召
進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接受裝
備時，僅有一年的學費和全家的生
活費，但是三年的學習所需費用是
一個不小的數字，對移民家庭而
言，真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
何要面對這個現實呢？這真是一條
信心之路啊！
上帝在一切的事情及需要上都
為我和我一家預備妥當，真使我們
一無所缺；甚至家中添加一個屬祂
的新生命、一個小寶寶，這是多麼
美好的祝福！我看見弟兄姊妹間相
愛互助，攙扶幫忙，我更看見上帝
恩典豐富，舉凡祂兒女所需及一切
的好處，皆不在祂以外。

軟弱的我卻看不到這一點，時
常信心不足：「穀種」吃完了怎麼
辦？小生命快要來，不是祝福，完
全是混亂⋯。然而，上帝都清楚地
看見了，祂用特殊的方式管教我、
帶領著我！
上帝又透過「華基聯會」對我
這個非華基人給與金錢資助，真是
雪中送炭，使我安下心來，無後顧
之憂，跑那當跑的路。
三年裝備之路，亦是上帝讓我
和家人學習如何信賴、依靠祂之
路。「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
（作者為華基聯會資助非華基教會神學生）

「耶和華以勒」是「耶和華必
預備」，這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
「預備」在希伯來文原是「看見」
的意思，耶和華必預備就是「耶和
華清楚地看見」。耶和華有一個看
見，祂就有一個預備；因為祂看見
了需要，所以祂就預備，滿足其需
要。

2010年神學畢業生
華基聯會差傳部每年撥出
差傳經費資助神學生，今
年畢業生計有：朱素英、
李書靈、何勇、楊方苑
菁，及非華基會員霍壯。

李書靈
簡朱素英

楊方苑菁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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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月22日
（五）

時間

語言

講員

國

羅祖澄總牧

英語差傳之夜

英

Rev. Dr. Rick Tobias

青年系列活動

粵、
國、英

袁幼軒傳道
(Christopher Yuan)

9:00a.m.-6:30 p.m.

青年系列活動

粵、國

8:30a.m.-1:00 p.m.

宣教模擬旅程

粵

講座：中國宣教體驗

粵

講座：愛的延伸－關懷宣教士

粵

李傳頌牧師

講座：金齡短宣

國

鄒匡、魏傑崙老師

粵

羅祖澄總牧

國、英

羅祖澄總牧

7:30-9:30 p.m.

地點

*國語差傳之夜－供應的主

愛正堂
城北堂

10月23日
（六）

3:30-5:30 p.m.
城北堂
4:00-7:00 p.m.

短宣隊攤位

6:00-7:00 p.m.

萬國宴
*
粵語差傳之夜－
在列邦中述說神的榮耀

7:00-9:00 p.m.
10月24 日
（日）

聚會

美堅堂

7:00-9:00 p.m.

愛正堂

*差傳慶典－照樣差你

*兒童差傳節目（5-11歲），另設托兒服務（2-4歲）

青年系列
We are not just Christians,
We are missionaries
陳靜文
差傳年會為要讓參與者認識普世福音的需要，
回應神的呼召，並培育弟兄姊妹成為宣教士、全職
傳道人和事奉基督的精兵。為了把主耶穌榮耀的託
付傳遞給年輕、有活力恩賜的新一代，我們今年開
設「青年系列」，這個新嘗試是鼓勵講粵語和國語
的年青人參加，將福音的棒子薪火相傳。除了10月
22日星期五晚上有「青年差傳晚會」外，翌日還有
「青年差傳體驗活動」，讓他們親身體驗本地宣
教。在10月24日星期日晚上的差傳慶典中，青年人
將分享活動中的經歷，並預備接受神的呼召。誠邀
各堂講粵語和國語的青年學生、就業青年踴躍參加
各項活動。詳情及報名請參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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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祖澄總牧

胸懷普世 — 宣教視野精研
11月5日（五）

時間

隆重推介、鼓勵參加
11月6日（六）

9:00 a.m. – 11:30 a.m.

(II)宣教歷史

11:30 a.m.– 12:30 p.m.

午膳

12:30 p.m. – 3:00 p.m.

(III)文化考量

3:00 p.m. – 5:30 p.m.

(IV)宣教策略

7:30 p.m. – 10:00 p.m.
日期：
		
地點：
		
		
語言：		
報名費：
				
				
截止報名：
報名地點：
				
主辦單位：

(I)差傳聖經基礎

11月7日（日）

(V)胸懷普世聯席討論

2010年11月5至7日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at Tyndale Seminary)
25 Ballyconnor Court, North York, ON

粵語
( 包括學費、講義費、週六午膳、茶點、及一冊課本）：$70.00
【華基堂會會員，聯會差傳部將津貼一半$35.00;
夫婦二人同時報名、領取一冊課本者，每人$30.00】
2010 年10月29日 5:00 p.m.
華基聯會辦事處 Suite G-05, 2750 Fourteenth Avenue, Markham, ON, L3R 0B6

電話：905-479-2236 傳真：905-479-2232 電郵：admin@acem.ca
報名表請於 www.acem.ca 網上下載
華基聯會、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日期：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8:30 a.m. – 1:00 p.m.
地點：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語言： 粵語
報名：電郵：media@acem.ca
傳真：905-479-2232
報名表請於 www.acem.ca
網上下載
截止報名：2010年10月5日
（各堂會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費用：$5.00（另華基聯會資助$10）
當天報到時繳交。
主辦：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差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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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目標
有49位第一次願意在神學院接受訓練及裝備

God’s Children
in Cambodia
Nancy Fok and Joyce Fok

有35位第一次投身成為植堂勇士
有42位第一次獻身全時間在教會或福音機構		
事奉主的兄姊
有225位第一次願意參與本地福音外展的兄姊
有264位第一次願意投身短宣事奉的兄姊
有26位第一次獻身作全職／帶職宣教士的兄姊
信心認獻 $1,680,700.00
認獻志願卡 – 1,855份
為宣教士代禱卡 – 12,420人次

為神國作育英才
華基聯會資助神學教育
霍應昌
培育新血，薪火相傳，延伸福音大使命是華基教會
及華基聯會重視的事工。差傳部每年在差傳預算中撥出
巨額經費作育英才，為天國裝備工人。
凡立志獻身作宣教士、牧師或傳道人，在福音神學
院全時間修讀神學，並積極參事奉，是華基教會會員超
過兩年，在經濟上需要資助的弟兄姊妹，華基聯會差傳
部都樂意提供神學生助學金。神學助學金中，只提供一
位給非華基教會會員。助學金額按每年申請人數而定，
最高為學費的百份之八十。
神學生就讀期間，需要暑期實習，或畢業後在教
會全職實習，差傳部也樂意與各堂會合作，資助實習生
一半薪酬。倘若實習生實習後準備前往宣教工場做宣教
士，被差會錄取，差傳部則資助準宣教士全數薪酬。
接受差傳部資助一年的全職實習生，聯會盼望他
們於實習期間，最少有一個月時間前往國外宣教工場體
驗，以增強他們對宣教的認知。
差傳部謹慎運用來自各堂的差傳奉獻，協助擴張天
國境界，培植福音工人。
（作者為華基聯會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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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ummer, w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God’s ministries in Cambodia. We lived at Phnom
Penh Grace Christian Church (PPGCC),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by a Chinese-Canadian
missionary, Janice Lo. This church serves Chinese
immigrants in Phnom Penh (金邊), as well as local
Cambodians in the sister churches in Bamboo
Village (竹筍村) and Sihanoukville (西港).
Over the past 10 years, God’s hand behind His
ministry in Cambodia has been undeniable. His
unfailing power has been transforming the lives
of both seasoned Christians and new believers in
dramatic ways.
This missions trip was different from what we are
used to based on previous missions trips. During
this trip, only the two of us went to Cambodia.
Our schedules were really flexible and had no
real set activities during our stay. We ended up
teaching English to Cambodian students at the
after school language programs offered by the
sister churches. We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cross-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weddings and
visited Cambodian historical spots. We were
able to experience many facets of Cambodian
life, from rural to urban, and to see God’s work in
these places.

Nancy’s Reflections: Young Faith
“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
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in life, in love,
in faith, and in purity”, 1 Timothy 4:12.
During my time in Cambodia, I’ve learned about being part
of the family of God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His
purposes. The first week I came, I had a hard time adjus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to serve. Much of my time was spent
sleeping (because of jetlag)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people
here. Then, the church hosted a mission team of optometrists
who came to offer free eye consultation to the people here.
One of the women really encouraged me saying that we’re all
part of the body of Christ and can all serve regardless of our
age or our lack of skills.
I can also see the words of 1 Timothy 4:12 alive in workers of
PPGCC. Although some of the workers are quite young, they
hav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serving God. The accompanying
photo is at the Bamboo Village Sunday Service. This service is
completely led by the youth there, who are between the ages
14 and 27. These youth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running the
after school language programs at that church. God’s ministry
in Cambodia and the church are blessed by these people’s
heart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serve God. In God’s family, it
doesn’t matter our age or experience, but what we can share
with each other to help one another grow in Christ. I have
been spiritually blessed from children as well as adults.
This question of the purpose of my life in God’s Kingdom has
been heavy on my mind since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
came to Cambodia at a time in my life where things are in
transition as I ha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will start “life”
soon. Cambodia was a good training experience in terms of
changing one’s approach to life and ministry. God’s work isn’t
done because “of anything we have done” (2 Timothy 1:9) and
our own wills, but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and grace. After
going on this trip, I have developed a faith that trusts that God
will use my life according to His plan. The people in Cambodia
remain in my heart and we (Joyce and I) invite you to keep this
country and this church in your prayers.

Joyce’s Reflections: The Simplicity of Loving Christ
Cambodians are simply who they portray themselves to be. They
don’t try to speak or act like anyone else but themselves. The new
Christian converts, both Cambodian and Chinese, are genuine in
their faith and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Christ’s power to have
joy, perseverance, and the truth of God within them. Their pursuit
for God is unclouded by ulterior motives, like the pursuit for
popularity, the preoccupation with appearances, and the chase
for every latest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stories of Christians who have decided t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Christ immediately after getting to know God, but
here is the story of one that has touched my heart. Growing up
as a Buddhist in Cambodia, this man did not trust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ime he heard about it. He went to church a few times, but
still could not fin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God loves him and died
for him. Last year, the pastor at a PPGCC sister church gave him a
Bible, and this man started to read it from the beginning. Upon
reading the first words of the Bible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is man realize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decided
to put his faith in God. He saw creation and could not deny that
there was a God who created this world as beautiful as it is today.
It is not easy to be the only Christian in a small village in a Buddhist
country. He faced ridicule, gossip, and even confrontations with
his sons. Despite these trials, this man has remained faithful to
God. He destroyed all the Buddhist shrines in his home, and
has never missed church service on Sunday or the Bible study
every Tuesday afternoon. Most of all, the changes in his life have
brought four of his six children to Christ. His greatest prayer is for
his wife and two eldest sons to come to know Christ.
Though this nation has been devastated by continual wars,
genocide and poverty, the Christians in Cambodia remain
steadfast in their faith. With Christ as the beacon in this nation,
the people can change the world with their revolutionary
lifestyle. After being with the local Cambodians and the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mbodia for two months, I am grateful to God to
have experienced the simplicity of life in Cambodia. There is only
one motive in life for these Cambodian and Chinese Christians,
and that is, to love God through obeying His commands, and to
reach out to the people of Cambodia with the gospel of God.
I believe that being in the simplicity of the Cambodian lifestyle
changes one’s heart and desires, stripping away everything that’s
on the outside so that what remains is what’s within me – what
remains is simply me loving God, and my desire to spread God’s
unfailing love and testimony to all those who have not heard yet.
The Christian life is as simple as that!

2010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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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od's Grace:
My Testimony
Ho Ming Tsui
I was born in Kingston, Ontario in 1980, but grew up in Regina
and Toronto. In 1988, I began attending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ith my parents and sister, where I learned
the basic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under the tutelage of dedicated
teachers and pastor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I reached the age
of 13 when I realized I wasn’t a “good and moral person,” but a
self-righteous, prideful sinner in need of God’s grace and love. I
became a Christian that year and was baptized in 1995.
In high school, I began serving in various capacities, but I learned
the most about being a Christia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my Agape Fellowship counselors – who often rebuked me, but
also encouraged and listened to me. Agape was where God
planted the idea of serving Him as a Christian worker. If God
could transform my life through youth ministry, perhaps I could
be a part of this work in the future?
I attended Queen’s University, where I earned a degree in the life
sciences. Upon graduation, while I had my eyes set on being a
medical doctor like my father, God had other plans. After much
prayer, thinking and conversation with my family and pastors,
I decided not to apply to medical school, but to seminary. In
2002, I entered Tyndale Seminary in Toronto. In the same year, I

was asked to help launch S.P.L.A.T. * Youth Worship at my home
church of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Three years later, I graduated from seminary (M.Div.) and began
serving as youth pastor. S.P.L.A.T. is what God used to slowly
develop my skills as both preacher and shepherd. Looking back,
God has worked mightily in this congregation and today, over
400 students worship at S.P.L.A.T. each week. Among other
things, I love talking to students, playing music with them
and finding creative ways to show the supremacy of Jesus in
all things. Additionally, I have truly enjoyed dialoguing with
students on matters of faith and culture via The Ask Us Blog
(http://sploxa.blogspot.com), which has generated over 350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the past year alone!
2010 is a year of milestones for our family. Our daughter was
born. I turned thirty years of age. My wife and I celebrated
our fifth wedding anniversary. In May of 2010, I also earned a
doctorate degree (D.Min.) from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Boston, MA in the field of theological and cultural
engagement, with a focus on ministry to postmodern contexts.
God is gracious and faithful to me.
As I look back at these past years of ministry, I will always be
grateful to RHCCC for allowing me to make mistakes and for
all the opportunities it has provided me, including the chance
to expand my ministry to countries including Belize, Sweden,
Norway and Hong Kong. I am also deeply appreciative of all
my fellow pastors, friends, counselors, teachers, and families
that trusted God enough to give me a shot when I first started
ministry. Additio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tudents under
my care - for sticking with me during the good and the rough
times. Lastly, I must thank my beautiful, tough-as-nails wife
and high school darling, Katie, and our two adorable (and
strong-willed) children, Ethan and Alexandria, for their love and
support.
*S.P.L.A.T. stands for “ Students Proclaiming the Lord’s Awesome Truth.”
(Dr. Ho Ming Tsui is an English pastor of Young Life Development at RHCCC.
He will be ordained on Oct. 3, 2010.)

12

華基 家 訊

華基情真
讀者來稿

可敬又可愛的麥希真牧師
崔潘怡清
麥希真牧師在華人教會中是個德高望重的牧者，
曾任新加坡神學院院長、世界華福總幹事等，這些都
是令人敬重的職務；但是在城北華基大家庭，麥牧師
卻是個穩重、和藹可親的長者。
多年前，每週教牧事工會議後，眾同工都喜歡
一起午膳。麥牧師平易近人，行政同工的姊妹們都喜
愛圍著他，聽他談天說地。一次，他告訴她們在台灣
叫飲品的秘訣，就是「吱支吱」和「浦浦吱」。麥牧
師一邊用手作抓癢狀，口喊「唧吱唧」，又用手指放
在嘴唇像逗幼兒般喊「浦浦唧」，他說這樣侍應便會
送來「橘子汁」和「葡萄汁」了，姊妹們當然捧腹大
笑。
另一次，麥牧師拿出一個金錶，得意洋洋說在機
場用十塊錢買來的。金錶手工精緻，同工們把金錶傳
開，細心觀賞，惟獨一位剛實習完畢的傳道向麥牧師
請教事工後，仍喋喋不休地談論公事，置之不理。想
不到麥牧師拿起金錶，在年輕傳道面前搖搖晃晃，像
向她催眠一般，跟著對其他同工笑說：「看，她看不
到錶，真的看不到！輕視物質，不失為專一事奉的傳
道！」大家又笑不攏嘴。

2004年麥牧師停止染髮，把頭髮剪得短短，他
摸著稀疏的短髮及快將光滑的頭顱笑著說：「還我真
相！」看他少了三千煩惱，倒也輕鬆瀟灑。
2010年，眼睛患有白內障的麥牧師視力大減，但
他堅持出席早已應允主領的聚會。5月帶著超級大字
講道筆記，平時的12號字型放大至140號，在一張8吋
x14吋的「貓紙」上只有寥寥十個字，都是憑記憶到
東南亞及澳洲證道。半途視力惡化，最終失明，麥牧
師仍然如常證道，實行作個「盲俠」傳道人。麥師母
後來對我們說，有一次他講道中途不知何故無意轉了
身，面對講台右邊繼續講道，聽得我們心也酸了。
蒙神保守，在八十歲生日那天，麥牧師的眼睛手
術成功，當他女兒傳來電郵，說麥牧師重拾視力，又
寄來照片，喜見麥牧師帶上新眼鏡，吃他喜愛的泰國
餐及榴槤，我們心裡便不住感謝神，神再一次看顧及
醫治祂的忠心僕人﹗
感謝天父，讓麥希真牧師在華基大家庭事奉，他
確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又是我們可敬又可愛的牧者。
（作者為城北堂會友）

不要以為麥牧師只愛說笑，他做事絕不草率。有
次同工提醒他參加教會以外一個重要約會，請他早15
分鐘前來教會，他卻主動說：「我早30分鐘來集合，
與你們一起出發。」有一次行政同工與英語堂牧師一
同午膳，談笑忘形，學效這位土生華人牧師的廣東口
音說「那」拜日*，有點挖苦他。好一位麥希真顧問
牧師，大聲「唔」了一聲，眾同工心知不妙，立即轉
換話題。笑話可以說，但不能攻擊或挖苦人，這是麥
牧師可敬之處。

註. 廣東話，即禮拜天。

麥希真牧師伉儷

徵文比賽
題目：〈家訊與我〉
內容：〈華基家訊〉與個人生命或家
庭成長見證，並可提供發展方
向和期望。故事詳實，體裁不
限，字數以一千字為限。

設獎三名：得獎文章有機會刊登在2011年2月號
《任重道遠．華基文字事工35年》
專輯內。
截稿：2010年12月10日。
稿件可郵寄或電郵至華基聯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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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 CHURCHES

小天使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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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477-9152
Email: admin@tccc.ca Websit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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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884-9465
Email: mailbox@rhccc.ca Website: www.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illike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X3
Tel: (416) 498-3399 Fax: (416) 498-5234
Email: mccc@mccc.on.ca
Websit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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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479-3062
Email: mccc@markhamchurch.com
Website: www.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orth York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 441-2232 Fax: (416) 441-2234
Email: info@nyccc.ca
Website: www.ny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 王成偉牧師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 299-3399 Fax: (416) 291-7001
Email: mandarin@tmccc.ca
Website: www.tmccc.ca

Cornerstone CCC – Rev. Andrew Lau

Worship: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1000 Carlton Rd, Markham, ON
Tel: (905) 294-3554 Fax: (905) 294-5736
Email: pastors@cornerstonechurch.on.ca
Website: www.cornerstonechurch.on.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1150 Dream Crest Road, Mississauga, ON
Tel: (905) 896-9822
Email: info@wtccc.ca Website: www.wtccc.ca

Unionville Oasis (UCCC) – Rev. Kai Mark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Tel: (905) 415-2747 Fax: (905) 479-2232
Email: admin@uoasis.ca			
Website: www.uoasis.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Niagara Falls Korean Presbyterian Church
4898 Kitchener St., Niagara Falls, ON
Tel: (905) 650-5899 Fax: 905-371-0399
Email: info_nrccc@yahoo.ca
Website: www.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Tel: 705-726-7295
Email: barriechinese@gmail.com
www.barrieccc.ca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Aurora Cornerstone Church
390 Industrial Parkway South, Aurora, ON
Tel: 905-884-3399 x 237
www.aurora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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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藏族、回族婦女
差傳部
婦女在回族及藏族社會中地位低微，身份好像奴隸。宣教士
教她們做手工藝品，協助她們賺取生計，脫離赤貧，也挽
回神賦與婦女的尊嚴。香蘭剛學曉做小天使，滿心感激
地說：「還有活幹的話，照顧我一下，我會做得好。」
藏族和回族一直是福音硬土，宣教士藉著手工藝與婦女
建立關係，播下愛心種籽，是族人靈魂得救贖的契機。
華基聯會差傳部再次推廣手工藝義賣活動，由9月19日
開始在各堂推出售賣。每套禮品有五色福音小天使
兩隻，另有一套環保紀念餐具，是傳福音的好工
具，每套十元，限量發行，請踴躍支持。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差傳部議決2010-2011年度資助以下神
學生：愛正堂－周兆文、黃中才、高鍾
艷梅、雷德威、黃杏志、羅李艷霞；城
北堂－陳琦、邵力群、徐惠雲；北約
堂－蔣文忠、賴玉芳；國語堂－劉桂英、
羅川；西區堂－吳偉雄；瀑布堂－戴源
豊；CCCC-Joseph Langdon。
2.特別事工部經費資助各堂嘉年團於9月19日
舉行「金色年華繽紛夜」約600人參加。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關於購買105 Gibson擴堂物業的交收手續及
文件簽署於8月9日順利完成。105 Gibson土
地業權已正式屬於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2.於8月22及29日兩主日共收到巴基斯坦及甘
肅舟曲賑災捐款$27,611.20;加上本會慈惠
基金$10,000;合共$37,611.20，將交由加
拿大世界宣明會送往災區。
3.青少年福音營「想faith去邊」9月1至4日舉
行，講員：黃杏志先生。42位青少年及導
師參加。
4.成人主日學9月5日開課，粵語課程：信仰探
索、成長栽培、價值觀重整之旅、羅馬書
研讀(年長班)、耶利米書研讀—神忠心僕
人的典範、基督裡的豐盛(以弗所、歌羅西
書)、戀愛唔亂愛(青少年班)、人在旅途：
從母胎到病榻。國語課程：從懷疑到信
仰—新生命課程、從信仰到生活—新生活
課程、走出陰霾—如何處理先敗、羞愧、
罪咎。
5.9月24日晚與影音使團合辦林以諾牧師大型
棟篤笑音樂佈道會，主題「好誘心」，門
券每張$5，種籽書室發售。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購買218 Hillsview信心認獻8月15日完滿結
束，認獻目標為$850,000，結果收到1,287
份承諾咭，認獻總數為$1,047,788。
2.巴基斯坦及中國發生嚴重災難，教會一連三
週收集援災奉獻。另執事會議決從慈惠金
撥$50,000送往災區救災，$20,000經世界
宣明會往中國，$20,000經國際福音協傳會
及$10,000經國際救援社送往巴基斯坦。
3.「生命-Take 2」佈道會於9月11日舉行，雷
礎雄弟兄分享見證，陳琛儀牧師主講信息。
4.英語Hope@Work互動會議於9月18日舉行。
讓職場工作者彼此對話。
5 . 英 語 3 M 姊 妹 大 會 「 You've Been Pinked:
Girlfriends Connecting in Christ」9月18日舉
行，陳陳綺梅師母分享信息。
6.9月份和平福音短宣隊員朱衛海去亞聯酋。
7.國粵英秋季主日學9月開始，分32個課程。
8.25週年感恩慶典於10月10日下午舉行。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兩星期暑期東亞事工，幫助兩間教會帶領英
文班並分享福音，有十位初次決志及四位
朋友重新決志。
2.粵、國語堂成人主日學於9月份開課。
3.國語堂福音佈道會於9月18日晚舉行，講題
「虛心的人有福了」，講員﹕龔明鵬牧師。
4.國語堂於9月25日舉行戶外野餐。
5.英文堂於9月12日舉行戶外讚美日及燒烤同
樂日。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20周年堂慶活動：a) 9月10日及11日晚舉行
國、粵語培靈會，講員：徐武豪博士。b)9
月12日上午舉行三語聯合崇拜，講員：

徐武豪博士，當天舉行浸禮及歡迎新會
員。c)9月12日中午舉行堂慶聚餐。d)10月5
日至11月2日，逢星期二晚有晚間課程：羅
馬書，導師：李思敬博士。
2.主日學新課程：「城市宣教」9月19及26日
上午舉行，講員：何偉能博士。
3.國語堂詩班培訓於9月4至25日逢星期六晚舉
行，一共四課，文炳坤博士主講。
4.粵語主日學新課程10月3日開課。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謝麗珠7月23日至8月6日參加福音總動員協
會主辦，於瑞士向回教徒傳福音短宣。
2.英文堂15位青年人8月6日晚參加市中心派發
三文治給無家可歸者活動。
3.午間心靈綠洲：逢週五中午由陳梁燕芬師母
主領姊妹小組查經及祈禱。
4.Incredible Years「奇妙的歲月」父母管教幼
童課程（與多市公共衛生部合辦），9月25
日至12月18日逢週六上午舉行，衛生局派
華人護士講解，課程國粵語同時進行。
5.國語堂9月17日舉行「中秋節燭光晚會」。
6.壘球隊本季活動結束，參與者非常熱烈，不
少是未信朋友，贏了兩場，成績美滿！
7.Journey with the Heroes 兒童夏令營結業
禮於8月27日舉行，學生表演原創音樂劇
Jonah。30多位兒童參加。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會員大會9月12日崇拜後於大堂舉行，
屆時將選出2011－2012年執事。
2.秋季成人主日學於9月12日開始。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9月19日舉行會員大會，選舉2011年度的新
執事，求主帶領。
2.本堂外展部於9月4日舉辦「秋日合家歡」旅
行，地點是Kelso Conservation Area。
3.9月份的 Gym Night 於9月11日下午舉行，備
有多項球類活動、排舞及太極，除了讓我
們舒展身心，也可接觸新朋友，建立傳福
音的橋樑。
4.2010年第四季主日學課程於9月12日開始，
內容包括(1)「活得更精彩」-信仰研討
班；(2)「永生的第一年–這是生命」- 初
信栽培課程；(3)3D研經系列之「同進應許
地」- 認識歷史書-（下）；(4)「透視人生
的智慧」- 傳道書研讀。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麥城堂短宣隊8月8-15日帶領兒童聖經日
營，有34位小孩參加。探訪帶領4位朋友決
志。
2.使者協會短宣隊8月15-22日有探訪佈道工
作，並在兩天晚上舉行詩歌見證分享會。
3.9月26日舉行中秋節慶祝活動。
百里華人基督教會
1.三位兄姊暑假去中東短宣。
2.學校開學前，教會於8月27日週五晚為43位
孩童舉行禱告會。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暑期日營在8月16至20日舉行，34位孩
童參加，17名來自社區；有15孩童決志信
主。
2.第一屆浸禮於8月22日在教會舉行。
3.9月12日為奧城教會成立一週年。
4.Aurora Cornerstone Church與教會續租約一
年，租金不變。

新會員
愛正－胡韓偉娣、梁菲菲、葉錦雄、梁月仙、
羅萍、羅燦銓、姚筱城、姚董幼明、
邵振珒。
城北－彭盛端、彭唐振寶、黃金成、黃李瑞
珠、陳偉彥、Monica Lee。
浸禮
愛正－錢恩琪、錢恩莉、黃漫芝、馮佳
威、Fiona Chan、韋佩怡、吳敏豪、高
錦源、梁慧東、馬軍、馬燕姿及王宏
林、Joshua Cheung, Janet Choi, Terence
Ho, Wilson Ho, Samantha Hu, Cassandra
Kwok, Al Lau, Chris Lee, Jesse Pang,
Fion Suen, Westley Wong, Wilson Wong,
Yunn Wong, Abraham Yuen。
美堅－何福緣、黃好於York Central 醫院接受
水禮。
北約－廖家雁，陳祖耀，梁鈺潔，李祟，陳籍
雄，張錫樑，陳暖嫻，張劍屏，程洪
梅，王曉菁，趙懿，張鑫，方金菊，賈
瑞禎，張蔚傑，鄧曉彤，林筠。
國語－李天虹、李強、呂莎莎、何傑、明潔、
張一丹、陳之立、管連江、劉雪仙、韓
廣信、Darwin Yang。
奧城－王琪、鄭琳芳。
離世
愛正－陶立的母親羅潔蘊於8月12日。
美堅－聞友德於8月9日安息主懷。
人事
愛正－行政主任何善生弟兄9月30日離職。趙
善忠牧師全時間返回工作崗位。
現誠聘全職會計主任一名，有意者請向
黃世澤傳道聯絡。
美堅－謝飛鵬傳道9月1日起任國語堂傳道。
北約－簡朱素英姊妹9月1日起任實習傳道一
年，負責家庭事工及粵語關懷事工。

更正：
上期城北堂報告事項，6月27日會員大會有1,092
會員（67.62%）投票，93.22%通過以78萬元購買
218 Hillsview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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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應昌

聯會網頁籌劃小組利用工餘時間，集思提昇網頁的傳訊功能。

聯會差傳部一年一度需製訂差傳預算，今年由來自五個堂會的工作小組
草擬，經差傳部、執委會及各堂代表大會通過後，於2011年審慎執行。

奧城華基於8月22日
有第一次浸禮聚會，
兩位姊妹（中）受
浸。

華基文字事工勇跨35個年頭，聯會籌備一份專輯，並有徵文比
賽，詳情參閱P.13。編輯部幾位義工，鄧鍾慈芳（左）、陳盧
道賢（中）及劉區婉廉（右）忙於整理文獻資料。

Cornerstone華基教會六位成員於７月中旬前往洪都拉斯短宣兩週，
與當地朋友合照。

美堅堂會友黃耀華夫婦（中、右一）往東南亞旅行，
途經新加坡，探望差傳部所支持的宣教士張寶華牧
師、師母（左二、右二）及賴木森牧師（左一）。

愛正堂的Bethany Leung師母（前排右一）
7月上旬往尼加拉瓜短宣服務，開挖水井。
華基國語堂於7月31日至8月2日假彼得堡市的Fleming學院舉行夏令會。
陳道明牧師講解「更新與使命」的真理，230位與會者獲益良多。

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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