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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聚會

地點

10月11日 (三)
8:00 p.m.

靠近天父心—祈禱篇

多倫多華基

粵
國

10月14日 (六)
9:30 a.m.

Intro to PEACE
講員: Mike Constantz

城北華基

英

10月15日 (日)
7:30 p.m.

多媒體創作決賽頒獎禮

城北華基

粵
國

10月19日 (四)
7:30 p.m.

差傳工作坊：未得之民
講員: 梁偉材牧師

美堅華基

粵

10月20日 (五)
7:30 p.m.

*靠近天父心
— 國語差傳之夜

國語華基

國

講員: 呂子峰牧師

10月21日 (六)
7:30 p.m.

100 Acadia Ave.,
Markham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語言

P.E.A.C.E. Rally

城北華基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粵
國
英

*靠近天父心
— 粵語差傳之夜  

多倫多華基

粵

講員: 羅祖澄牧師

100 Acadia Ave.,
Markham

10月23日 (一)
7:30 p.m.

差傳工作坊：
歐洲差傳新挑戰
講員: 呂子峰牧師

城北華基

粵

10月25日 (三)
7:30 p.m.

差傳工作坊：
中國服侍新形勢
講員: 羅祖澄牧師

多倫多華基

國

10月27日 (五)
7:30 p.m.

English Missions Night
講員: Dr. George Murray

多倫多華基

英

English Missions Night
講員: Pastor Andy Smith

美堅華基

英

*靠近天父心
— 行動篇

城北華基

粵
國
英

10月28日 (六)
7:30 p.m.

*設兒童差傳聚會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100 Acadia Ave.,
Markham

100 Acadia Ave.,
Markham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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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和妻子辭去大學
教職到英國作宣教士。十
年來帶領英國華僑佈道會
（COCM）專注歐洲事
工，特別是留學生和土生
土長第二代華人年輕人，
幫助華人教會參與宣教，
推動神恩澤僑胞，福音遍
全歐異象。不單在華人中
佈道，更將福音傳回歐洲
人。現為基督教華僑佈道
會總幹事。

曾任香港信義宗聯會會
長及神學院校董會主
席、中國神學研究院客
座講師。現任全球客家
福音協會主席、崇真會
名譽顧問、信義宗神學
院客座講師。常應邀往
中國大陸、東南亞、澳
洲及歐美華人教會中佈
道及培訓。

黃少明

今

日資訊方便，不少遠方發生的事，
很容易就可以在網上看到現場的影
片；不再單單是文字或圖片說明。近日世界
各地有天災頻繁的錄影：卑詩省森林大火、
多國水災泥石流、四川地震、港澳颱風…我們看
到影片中人民慌亡逃命，每秒都非常寶貴，稍有
差池，性命難保！
每個信徒都因為跟隨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女，與
天父恢復和好的關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1:12）可惜世
上仍有億萬人未有機會認識耶穌，以每秒計有500人死
亡！他們是進入永恆的光輝，抑或是永遠的死亡？惟有跟
隨耶穌才能有決定性的改變。

天父心意

差傳年會詳細節目表已分別在不同媒體發佈，有一個聚
會你必須抽時間出席，就是10月28日（星期六）晚上的「靠
近天父心—行動篇」，當晚有敬拜、聯會13間堂會不同短宣
隊分享見證、為世界不同地區福音需要禱告，特別為遭逼迫
的信徒和國家代求；一起奉主名差遣即將出工場的宣教士，
也同心立志，肩負主的使命，坐言起行，將福音的火炬傳遍
世界每個角落。
讓我們配搭事奉，把握時機，靠近天父心，作成衪的
工。
（作者為中文差傳年會主席、華基聯會會牧）

天父的心意，絕對不是捨棄世人不顧，祂差遣獨生子
耶穌基督降生為人，為世人付上贖罪的代價，成就了救恩。
我們若「靠近天父的心」，就更能瞭解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心
意。每秒有無數人步向死亡，時間非常急促了！耶穌說：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
有人能做工了。」（約 9:4）

請慷慨增加差傳奉獻

今年正值加拿大立國150周年，加國教會過去差遣不少
傳教士，在本地及遠方傳揚福音。讓我們在十月的差傳月，
回顧他們過去的擺上，並致以衷心感謝。我們今天能成為加
國移民，若不是先賢和宣教士播下福音種子，我們仍舊落在
黑暗中毫無盼望。在這個歷史時刻，讓我們以他們為美好榜
樣，繼往開來，奔跑明天。靠近天父心，作成祂的工，榮耀
父神！

華基各堂差傳奉獻若不增加，面對2018的預算，將
會有極大壓力。惟前線差傳同工新項目計劃，豈能
坐視不顧？10/40之窗仍有許多福音未及群體、更
要挑旺年青信徒、開展社區服侍鬆土工作等等。因
此明年220萬的預算，必須每位信徒憑信心增加差
傳奉獻，至於還未開始參與差傳奉獻的信徒，請加
入天國事奉的行列，學習奉獻。

誠意推薦你出席第39屆差傳年會，被天父聖靈的感
召，作出委身的回應，有信心認獻和祈禱，更願意立志有不
同程度的行動作實踐，務要祝福這一世代的人。

行動回應
華基各堂會的行動回應，最明顯是在信心認獻中清楚表
達。今年將有新同工踏上宣教路服侍，包括：何傳道、彭傳
道、黃詩樂、楊氏夫婦、姚瀛洲和陳清心夫婦、林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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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的工場包括：尼泊爾、阿富汗、中亞、越南、歐洲羅
姆人等。工作有外展服務、傳媒見證、植堂、教牧領袖培訓
等等。

華基 家 訊

華基聯會的差傳奉獻，過去五年來一直維持約180
萬加幣。惟每年的差傳支出，卻遠遠超過這個數
目，原因是一直使用多年來累積的差傳盈餘金額，
並估計2018年底將會全數用畢。

三個差傳工作坊
10月19日

未得之民

（星期四）

講員:梁偉材牧師

10月23日
（星期一）

7:30pm

歐洲差傳新挑戰
講員:呂子峰牧師

10月25日

中國服侍新形勢

（星期三）

講員:羅祖澄牧師

美堅華基

粵

城北華基

粵

多倫多華基

國

Broken for the Broken
Sunny Wong

Why

be broken by HIS Spirit in order to carry HIS love and grace to the
broken world. Our hardened hearts need to be softened in order to
feel the hurts that people hide in their broken hearts. Our hardened
hearts ne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CHRIST-like one. JESUS was
moved when HE saw the broken world. HIS heart sank when HE saw
HIS sheep in ignorance.

do we need to do missions? People may say it is a meaningful act.
People may say that it is good to spread the love of GOD. People may
also answer that it is a command from our LORD, JESUS CHRIST (Mt
28:19-20). Even though JESUS was not asked this question directly,
HE did read out the Scripture in the synagogues after HE spent 40
days in the desert.

1 John 2:27 (NIV) “As for you, the anointing you received
from him remains in you, and you do not need anyone to teach
you. But as his anointing teaches you about all things and as that
anointing is real, not counterfeit—just as it has taught you, remain
in him.”

Luke 4:18-19 (NIV)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 and recovery of sight for
the blind, to set the oppressed free,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ACEM 39th Missions Conference is coming. Do you only see
it just as an event? Do you only see it as a Friday night program? Or
do you see it as a heart changing moment?

After HE read this Scripture, all the eyes were focusing on HIM.
HE wa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Is HE also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Or is your heart too hard to allow HIM to come and make HIS words
fulfilled in your life? Is your heart too hard to listen to HIS voice?

No matter how hard your hearts have been in the past, we
pray that it would change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pray that you
will get out of the coziness and warmth of your comfort zone and
seek for alignment of your hearts with JESUS’ heart. We pray that
you will be encouraged and inspired by many faithful missionaries
and GOD’s servants who are coming to share their stories, ministries,
struggles, and needs with us in the ACEM 39th Missions Conference.
We believe you have been set free by JESUS for the purpose of
proclaiming HIS good news to the rest of the broken world, so that
HIS Words are also fulfilled in you as well. Let the broken world
experience the resurrecting power of JESUS CHRIST that eternal
hope can come to all the broken hearts and souls. May the SPIRIT
fall upon on us to proclaim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this lost
and dying world. Amen!

JESUS tells the people in the synagogue that what HE read to
them is now fulfilled. JESUS CHRIST is the answer to this broken
world – a world full of broken people, broken souls, broken
relationship, broken values, broken lifestyles, broken promises,
broken hopes, broken families and broken hearts. None of them
can be truly healed without Christ. HE is the one to show the power
of the love of GOD to this broken world. HE is one to set men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and all oppression. HE is the answer. HE is
the solution to all the sinful problems embedded in this world.
Why do we need to do mission? People are suffering without
hope and dying in sin. But without CHRIST in our hearts, their
suffering and living in vain means nothing to us. Our hearts are hard.
Around 3,500 years ago, Pharaoh had his heart hardened that he
did not see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humanity of people. He let
his people suffer because of his own pride and inhuman view of
people. This is not what we follow! We follow our LORD, JESUS
CHRIST. His heart is full of love, grace and mercy. If we abide in
HIM, our hearts should align with HIS heart:

(Rev. Sunny Wong is the English pastor of NYCCC, co-chair of Missions
Conference)

靠近天父心 — 信心目標

 707位第一次願意在職場／校園為主作見證的兄姊
有
◆ 有798位第一次願意參與本地福音外展的兄姊
◆ 有347位第一次願意投身短宣事奉的兄姊
◆ 有98位第一次投身成為植堂勇士
◆ 有85位第一次願意在神學院接受訓練及裝備的兄姊
◆ 有38位第一次獻身全時間在教會或
福音機構事奉主的兄姊
◆ 有13位第一次獻身作全職／帶職宣教士的兄姊
GOD wants HIS children (Christians) not to turn away
◆ 信心認獻 $1,775,000.00
from the broken hearts and souls but to have compassion and
pray for GOD’s mercy for them. So our hardened hearts need to
◆ 認獻志願卡1,815份
◆ 為宣教士代禱卡7,075人次
GOD loves HIS people and sent HIS only begotten
son for them. HIS one and only son, JESUS CHRIST, came
to heal their grief, died on the cross to cover their sins,
and imposed HIS righteousness upon them, so that their
broken liv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GOD can be repaired,
restored and redeeme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will
be found in CHRIST. Everyone can receive the blessed
hope of one day of having eternal life with our GOD in
the heaven where only love, joy and peace are present
forever!

◆

2017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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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教會各堂差傳崇拜講員
10月22日
愛正堂 粵早

8:15 am

呂子峰牧師

羅祖澄牧師

英

9:40 am

Pastor Sam Mo

Dr. George Murray

國

9:40 am

呂子峰牧師

羅祖澄牧師

粵午 11:15 am

呂子峰牧師

羅祖澄牧師

8:45 am

劉袁䓝萓傳道

梁偉材牧師

粵午 11:00 am

劉袁䓝萓傳道

梁偉材牧師

9:00 am

Rev. Sam Chan

Rev. Narry Santos

英午 11:00 am

Rev. Sam Chan

Rev. Narry Santos

英少 11:00 am

Joey Ho

Pastor Kelly Tam

英少午

2:00 pm

Joey Ho

Pastor Kelly Tam

國

2:00 pm

劉袁䓝萓傳道

陳琛儀牧師

周六粵

5:00 pm

劉袁䓝萓傳道 (Oct 21)

梁偉材牧師 (Oct 28)

美堅堂 粵清早

8:00 am

劉袁䓝萓傳道

粵早

9:30 am

聯合崇拜 (9:30 a.m.)
羅祖澄牧師

英

9:30 am

Gordon Lui-Yee

Pastor Luke Elliott

國 11:15 am

羅祖澄牧師

周芷芸教士

粵午 11:30 am

雷敬初傳道

劉袁䓝萓傳道

國

2:00 pm

羅祖澄牧師

周芷芸教士

麥城堂 粵早

9:30 am

陳潘詠雲牧師

雷敬初傳道

Esther van Wijk

Gordon Lui-Yee

陳潘詠雲牧師

楊明森、葉芷伶夫婦

梁偉材牧師

盧潔香宣教士

英 10:15 am

Chiara Tari-Arnold

Pastor Andy Smith

Workshop Eng 11:30 am

Chiara Tari-Arnold

Pastor Andy Smith

羅川傳道

盧潔香宣教士

Pastor Luke Elliott

Shawn Cuthill

徐武豪博士

呂子峰牧師

Rev. C Y Yan

Rev. Kinson Leung

忻晉宇牧師

李胡美儀師母

Pastor Dominic Jacob

Gary Gradley

城北堂 粵早
英早

英 11:15 am
粵/國 11:15 am
北約堂 粵

9:30 am

國 11:15 am
國語堂 英

9:15 am

國 10:45 am
西區堂 英

9:30 am

粵/國 11:15 am
Oasis 英 10:00 am
瀑布堂 國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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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劉袁䓝萓傳道

鄧之寧傳道

百里堂 國

1:30 pm

李傳頌牧師

吳端揚牧師

粵

1:30 pm

李傳頌牧師

吳端揚牧師

奧城堂 國

2:00 pm

于斌牧師

劉桂英傳道

粵

3:45 am

于斌牧師

龍綺齡傳道

旺巿堂 國

9:30 am

楊明森、葉芷伶夫婦

李傳頌牧師

粵 11:15 am

楊明森、葉芷伶夫婦

李傳頌牧師

華基 家 訊

你是莊稼的主
你是莊稼的主
我站在你面前求
求你打發收割人
麥禾已熟透
你是莊稼的主
我在你面前舉手
把傳福音的使命
重重放在我心頭
別讓我閒遊
別讓我冷淡退後看
哪在高崗上
多少迷羊在漂流
你是莊稼的主
堅固你兒女的手
歡歡樂樂帶回莊稼
滿筐滿斗

宣教士要籌款才能進工場？
李維信

問：
答：

為甚麼宣教士要自己籌款才可進工場？以後
若經濟支持不足，他們是否就要離開工場？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

 者雖然不是宣教士，惟身為華基聯會差傳
筆
部主席，經常與宣教士交談分享和禱告，很
明白各地宣教士的一些需要及掙扎，其中一
點就是籌款。有關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筆
者認為宣教士上路前自己籌款，有以下的好
處﹕

四、同心的支持

一、信心的操練
宣教士向人談及宣教工埸的挑戰，例如當地缺乏同工、
隊工的挑戰、因工埸的本質很難領人歸主（如穆斯林國家）
、經費短缺的現況等，這一切都一而再喚醒宣教士堅持對神
的信實、引領不放棄。「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腓4:13）因此，在宣教士出工場前自己籌款，是對
神信心的考驗及學習。

二、呼召的引證
宣教士應該是上帝親自呼召，是主差派出去的工人。主
的工人需要有眾多信徒和教會的引證支持，向眾人發出籌款
的呼籲，除了是信心的考驗，亦是引證宣教士蒙召的一個方
法，讓神引證宣教士的身份及差傳事工。

三、祈禱的學習
祈禱是屬靈爭戰全副軍裝的其中一樣，保羅說:「要靠
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為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
祈求。也要為我祈求，讓我有口才，能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
奧祕。」（弗 6:18-19）普世宣教無論要往何處去，都必須要
與神同工才能成事；祈禱是與上帝溝通及向祂支取力量的屬
靈操練。宣教士籌款，是學習在禱告中倚靠神，正如先知說

宣教不是人的事，是神的工作；亦不只是個人的承擔，
乃是教會的使命。當一位宣教士去籌款，實是讓眾信徒可
以參與其中，間接也是參與神普世的工作。主耶穌基督說 :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太6：21）當
信徒願意捐款用金錢支持宣教士，特別是經常的奉獻，便表
示內心的認同與支持，更可成為這些宣教士的代禱勇士和屬
靈盟友。
從這幾方面來探討，籌款雖然困難，卻考驗個人和信徒
對神信心、對宣教事工的引證、學習禱告，並與眾聖徒一起
同心同工。
至於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若然宣教士在經濟支持不足
的情形下，如何是好？這確實是信心的考驗，惟許多時候當
經濟困難時，宣教士更積極鼓勵更多信徒以禱告和金錢大力
支持，也就有更多人願意認同。保羅勸勉信徒:「弟兄們，
你們行善不可喪志。」（帖後3：13）戴德生醫生曾說:「神
的工作，按神的心意而行，必不缺神的供應。」
另一方面，宣教士亦要學習謙卑，不隨便向人籌款，
但是當有兄姊自願以金錢作支持時，亦不要拒絕。如保羅在
《腓立比書》如此說:「我並不是因缺乏而說這話，因為我
已經學會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任何事
情，任何景況，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
事都能做。然而，你們能和我分擔憂患是一件好事。」(腓立
比書 4:11-14）若然是主的工作，神必預備，祂必供應，不要
輕易放棄。
（回答者為美堅華基粵語堂主任牧師，華基聯會差傳部主席）

ACEM 教會資料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TCCC)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L3R 5A2
Tel: 905-477-7533 www.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RHCCC)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Tel: 905-884-3399 www.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LCCC)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X3
Tel: 416-498-3399 www.mccc.on.ca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MKCCC)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L3R 0V5
Tel: 905-479-3322 www.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NYCCC)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441-2232 www.nyccc.ca

Unionville Oasis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UCCC)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L6C 2E6
Tel: 905-415-2747 www.uoasis.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MCCC)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Glengate Alliance Church
Tel: 416-299-3399 www.tmccc.ca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L2E 1X9
Tel: 905-650-5899 www.nr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Unit 78-80 - 1177 Central Parkway West,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Mississauga, ON L5C 4P3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Tel: 905-896-9822 www.wtccc.ca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L4N 4E2
Tel: 705-726-7295 www.barrieccc.ca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CCC)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L4G 7A4
Tel: 905-727-1345 www.auroraccc.ca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VCCC)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L4H 2Z7
Tel: 647-998-7887 www.vaughanccc.ca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L6B 1A8
Tel: 905-294-3554 www.cornerstonechurch.ca

宣教的回應
巴拿馬貝諾諾美華基教會的呼聲

終於

帶著戰兢的心情，踏上巴
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
會的宣教路。
回想15年前，從西伯利亞短宣回
來，牧者跟我談及巴拿馬的福音需要，
我的回應是需要禱告尋求神的心意。那
時我是神學生，為此禱告超過四個多
月，但全無感動。有一天，正當我忙碌
地趕緊功課的時候，突然心裡感動要為
巴拿馬作最後一次的禱告。當我跪在床
前禱告時，不知道為甚麼淚水便不停流
下來。我跟神說，四個多月的禱告全無
感動，這次的禱告也沒有任何感受，流
淚是甚麼緣故呢？然而聖靈使我心裡明
白，我就在那時刻向神作出回應：我願
意按神的心意而行。神讓我在過去15年
到巴拿馬參與福音工作，不論在浸信會
或宣道會事奉，我都不停地鼓勵和帶領
短宣隊參與巴拿馬的宣教事工。

聖靈引導開路
當我正計劃安定在教會的事奉，神
藉著多倫多華基教會吳克定牧師為我打
開巴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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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門。這對我和師母是另一個極大的挑
戰，年紀大、行動慢、體力弱，恐怕有
心無力。我們在這宣教呼召中，不敢按
自己心意而行，決定先尋求神的旨意和
給予我們引證。我們先分開禱告，不以
言語影響對方，只求聖靈引導；若雙方
意見不同，就會停下來。感謝神的引導
和安慰，使我們心裡有平安，有負擔。
於是答應吳牧師參加華基教會的短宣行
程。
第一個引證：我在宣道會牧會九
年多，也學習抹油的功課，因為主耶穌
基督是醫治的主。我從來沒有帶油參加
短宣，但這次不知道為甚麼帶了油在身
上。在貝諾諾美教會崇拜後，有初信姊
妹告訴我要接受化療，我就在身上拿出
油瓶，請羅傳道和陳弟兄一起為她抹油
禱告。神讓我看見在巴拿馬的華人是非
常疲累，因為他們得不到安息。《雅各
書》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
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第二個引證：在貝諾諾美教會短宣
期間，我心中只想細心察看，並沒有刻

福音主日

陳暉鴻
意去掃街（探訪路上商戶）。當短宣隊
在街上行走，有肢體看見手機店有女孩
跟她打招呼，便進去跟她交談。我回頭
看不到隊友，只好走回頭，看到又聽到
隊友和女孩交談；交談中我用五色珠鍊
帶她信主。這次對我的沖激是福音的呼
聲，他們像是在等候。莊稼已熟！必須
要有回應。《使徒行傳》16:9-10「在夜
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
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
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
裡的人聽。」
第三個引證：我們的孩子身體比較
弱，白血球容易偏低，太太需要煲湯水
給她，提高免疫力，使白血球正常。我
們決定停止任何湯水，經過兩次驗血結
果，白血球升高，回復正常。使我們心
安定下來，因為主是看顧保守。《馬太
福音》19:26「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
事都能。」
因著神在我們心裡所作的工和給我
們的印證，使我們無可推託，決定盡上
當盡的本份，為要得神的喜悅。

禱告查經班

海外植堂牧會工作
我雖然踏足貝諾諾教會已經三
次，然而都是非常短暫，只集中在事工
上和關懷建立上。但是這次宣教卻全然
不一樣，因為宣教不單是傳福音，更重
要的是牧養（栽培建立）。世人是從眼
見才作出決定，基督徒是以生命去影響
別人。牧者是神的僕人，卻要有為父的
心腸，用心去愛，用心去傳，用心為他
們禱告。
首先是真實的心。只有真實的心
才蒙神的喜悅。只有真心才能與肢體交

陳牧師(中)為新開店開舖禱告

心，真心去愛才能發出關懷、扶助和建
立，使教會彰顯神的慈愛。《哥林多前
書》4:15「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
萬，為父的卻是不多。」
第二是喜樂的心。喜樂乃是良
藥，使自己在事工上常存感恩，這喜樂
的心能融化和修補肢體間的關係。這是
神的心意，為要使信徒合一，一同經
歷和好所帶來的無比甘甜。《以弗所
書》2:16「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
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第三是對主忠心。忠於主所託，

能使主的喜樂滿足。人能事奉神，與神
同工，是極厚的恩惠。神所要僕人的是
有忠心，忠於主的吩咐：叫羊得草吃，
為羊捨命。我所信、所依靠的主耶穌就
是這樣，祂作了僕人的榜樣，為要保
護群羊。《約翰福音》10:9-11「我就是
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
入得草喫。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
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
為羊捨命。」
感恩：9月正式開始第一次的福音
主日，當天也慶祝9月份生日的肢體。
那天在崇拜開始前個多小時，外面下著
傾盆大雨如倒水般，天黑得使人心裡沉
寂，實在叫人不安，但同時更能使人更
加倚靠神。我急忙發出微信，請同工們
迫切禱告；同時也收到吳克定牧師的鼓
勵，多倫多華基教會的肢體們也為我們
禱告。
屬靈的爭戰就在眼前，主耶穌就是
元帥！在祂的恩典下，崇拜前半小時雨
停了，肢體們也開始回來，那天出席人
數有33人，是兩個月來最多的一次。更
感恩的是，有四位朋友舉手決志，另一
位則是第一次來到教會。在過去兩個月
中，共有五人決志信主，為此獻上一切
的讚美，願榮耀歸於神！
（作者為巴拿馬貝諾諾美華基教會海外植
堂牧師）

作者(右二)與決志肢體
2017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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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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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萬錦市植堂
「我可以差遣誰？誰可以為我們去呢？」
神託付植堂傳福音的異象，

求神賜下清晰異象，

居住在萬錦（Markham）東

興起12位植堂勇士，一起

區的國語人口陸續增多，馬其
頓的呼聲已經迫在眉睫！神引領
華基聯會正著手在該地區建立一
間國語教會。誠邀你為福音禾田
禱告，參與該社區「禱告外展分
享」活動。

配搭同心合意在社區興旺福
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求聖靈大大在人心裡動工！
請掃描我們
的 QR Code，
留意最新消息
和報導。

者
心
聲

蒙恩、蒙召見證
初來

甫到，還是簡介自己好了。起初信主，要追溯
到1993年暑假，當時在香港嶺南學院唸第二年
翻譯，準備遊學澳洲墨爾本，學習英文，為期六周。籌備期
間，承蒙同學推舉，擔當領隊。然而，對我這個一直在香港
土生土長，甚少遠遊的「宅男」來說，要肩負領隊重任，照
顧40位同學，壓力可真不小。
出發前夕，承蒙中學同學邀請，參加佈道會。佈道會
的主題、講員姓甚名誰、當中有何信息，統統已經忘記。然
而，我只知道，主耶穌是隨時的幫助、最穩固的靠山，遂舉
手決志，展開跟從耶穌之旅。
可惜，信主之後，不甚了了。更甚的是，畢業之後，投
身社會，墮進「忙、忘、茫、亡」的陷阱──埋首工作，將
主遺忘，對當走之路感到茫然，屬靈生命也漸漸枯竭。
1997年可謂屬靈生命的轉捩點。香港回歸之後，金融風
暴來臨。自己沒有沾手股市樓市，但是目睹不少飽受「負資
產」、情緒問題困擾之人仕來到教會。當時我在福音研經班
幫忙，一方面對他們的無助深感同情，另一方面發現自己不
懂如何用《聖經》安慰、鼓勵他們，深深後悔昔日的散漫，
換來今日的空白。於是急起直追，除了殷勤讀經，還工餘旁
聽神學院晚間課程，為信仰打樁。
由於當時工作時間頗長，無暇做功課，所以不能修學
分，只能做旁聽生，儘量吸收老師堂上教導。旁聽期間，愈
發對《聖經》研究和輔導有興趣，甚願若主許可，他日可將
兩者結合，叫人既得著永活的盼望，又能夠從聖言支取力
量。
期間，弟兄姊妹曾鼓勵奉獻傳道，但有感自己遲熟，社
會經驗又淺，故將此事擱在一旁。直到2004年某晚祈禱會結
束時，有位傳道人邀請參與兒童事工，但礙於過去一直參與
職青團契，對兒童事工毫無經驗，遂婉拒之。

然而，回家路上，心裡在想：今年已工作十年，若主許
可，再有另一個十年，或者是更多的十年，應該將時間投資
在甚麼人、甚麼事上？是否應該奉獻傳道？猶豫期間，靈修
時先後讀到兩段經文：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
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
乾糧的人。」（來5:12）
「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
前面，預備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
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那
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住在曠野，直到他顯明在以色列
人面前的日子。」（路1:76-79）
一方面發覺自己正原地踏步，耗費光陰；另一方面認定
蒙神呼召，要將福音傳給失喪、與神隔絕的人。於是遞交申
請表，申請入讀香港建道神學院，同年9月展開全時間裝備
之旅……
很高興今年初能夠加入城北華人基督教會這個大家庭，
與大家一同追求成長，一同見證福音大能，一同拓展神的國
度。展望將來，蒙神眷佑，甚願與一眾粵語少年人互勵互
勉，為主燃燒（ROAST），追求下列目標：
R – Respect：敬畏上帝，顧己及人；
O – Obey：順服上帝，孝順家人；
A – Attend：聆聽聖言，立己立人；
S – Spread：胸懷普世，福音傳人；
T – Transform：改變生命，感染他人。
（作者為城北華基粵語部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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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宗遠

重尋屬靈真義

改教運動對後現代教會的啟迪
今年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週
年紀念，城北華基教會安排了一
連串的活動，其中的高潮是邀請
了林榮洪博士主講「16世紀改教
運動風雲：探討改教運動的前因
後果及對後現代教會的意義」。
印象最深刻的，是講座中最後一
講「改教運動與後現代教會」。
在充滿懷疑、反權威和非常自我
的後現代世代中，改教運動的四個肯定
可以是當頭棒喝，叫在大海洋中迷失了
方向，被一個個浪潮翻來覆去的人們帶
來了曙光和出路，將信仰重新建立在神
的應許上，肯定耶穌基督救恩的永恆價
值，以致今日的信徒「可以大受鼓勵，
去牢牢抓住那擺在我們前面的盼望。我
們擁有的這盼望，好像靈魂的錨，又牢
固又可靠。」(希6:18-19，《新漢語譯
本》)

《聖經》的至高權威
16世紀改教運動的其中一個共識
是，認定《聖經》的權威。無論是馬丁
路德、慈運理和加爾文的神學，都是建
基於啟示的真理上，以《聖經》為最高
的權威。改教家著重《聖經》的翻譯和

研究，馬丁路德在他隱居的日子，專注
德文《聖經》翻譯，以致德國人民可以
用自己的語言閱讀和明白《聖經》，無
需倚靠教會傳統的理解，或聖職人員的
詮釋作為絕對的標準。今日我們人人可
以手執《聖經》，並且可以使用不同譯
本去理解真理，都是拜他們所賜，在推
動研讀《聖經》普及化上，他們實在是
不遺餘力。當我們秉承改教運動所帶來
以《聖經》為重心的傳統，就應該珍惜
《聖經》寶貴的教導，常讀《聖經》、
倚靠聖靈活出內裡的真義。
在惟獨《聖經》、惟獨恩典、惟
獨信心的大前題下，我們清楚明白，神
的義之所以賜給我們，完全是出於神的
恩，不是靠人的努力，卻是因為相信並
接受神的話，就是《聖經》的話語，以
信心與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人得以與
神處於正確的關係，是在於神的恩典，
透過聖靈賜予重生的生命，在神面前得
稱為義；這不在於人的功德和善行，因
為《羅馬書》確實指明：「這福音是神
的大能，要救每一個相信的人；先是猶
太人，然後是希臘人。其實，神的義就
是藉著這福音顯明出來，以信為始，以
信為終。正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
得生。』」（羅1:16-17《新漢語譯本》）
反觀在後現代中，人趨向否定普
遍真理（universal truth），甚至信徒
對《聖經》文本，往往以主觀式進路去

何健華

詮釋，認為沒有共通的真理，也沒有公
認的道德標準。改教家提醒我們，要回
到啟示的真理，就是肯定《聖經》的權
威。

救恩的永恆價值
救恩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世紀
後期的信徒。在救恩的事上，無論是個
人或整體都是沒有把握，只能盡力而
為，認為神人各有責任。人要一生行
善，主動尋找救恩。馬丁路德的神學探
索就是針對個人性的救恩，盼望能夠找
到那憐憫人的神。
改教家對救恩的肯定，指出與神
和好不單是有可能，更是可信和可靠
的。所謂人生有目的，天地有真神，救
恩的永恆價值必須受到肯定，人才能明
白自己的命運是可以轉向光明，並且滿
有盼望。「因信稱義」再次肯定神對人
的接納，在祂的眼中，人有其價值，並
有更高的目的。因著神的慈愛、信實和
恩典，救恩便有所肯定、有永恆的價
值，以致人在今天也可以體會永恆，活
出生命的真正意義。
在價值真空的後現代中，人需要
重尋那永恆的價值，得與神和好，不應
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改教家對救恩永恆
價值之肯定，對現今世代的人來說，同
樣是意義深遠。

2017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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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重要地位
教會是神在地上設立的屬靈群
體，是悔改了的罪人聚集的地方，聖
徒相通就是表明基督肢體，彼此互相
建立，相愛合一。在基督裡互相支持
鼓勵，能以與神相交，體驗神的實
在，經歷祂的同在。然而教會發展到
中古世紀，經歷很大的變遷，特別是
政教關係上，政權與教權結合，教權
成為實權後，又加上羅馬天主教會重
視傳統，壟斷釋經權，認為教會保存
真理和施教的特權。在政治利益，信
仰的誤差，以及人文主義等等複雜因
素帶動下，掀起了16世紀改教運動的
浪潮，引來羅馬教廷的反動。
也許有人會質疑教會的重要，甚
至挑戰教會的地位，特別在後現代主
義盛行的年代，人們奉行個人主義，
對權威和傳統反動，對組織性的宗教
表示反感。教會的重要性和認受性普
遍偏低，有些激烈的信徒也如是。面
對教會內外問題，改教家仍然肯定教
會的重要地位。那麼對現今批評教會
的人，是否要有所反省？

屬靈經驗的真實
基督教信仰不單在教義的認知
和理解上，改教家在聖禮的爭論上，
有著不同見解，原來聖禮的核心是關
乎屬靈的經驗、神的臨在，與祂的相
交，正正是與神相交的生命有實質的
體驗；當神人相遇顯得真實時，屬靈
經驗便成為可以肯定的實際。神的話
語就是生命之道，單憑主觀經歷而沒
有神的話，這是非常危險，將宗教變
得私人化，自辨己事，然而若神的道
與信心調和，屬靈的經驗便有神臨在
其中，不再是個人的主觀想像，而是
與神相交的實在。

後現代的屬靈人
作為後現代的屬靈人，必先有聖
靈內住，以致能認識上帝，明白祂的
旨意。作為教牧，我們當如何栽培信
徒的靈命？林博士提出非常有趣的三
大障礙：

第一是上帝自己。為何是上帝
呢？因為祂是主動介入的神，祂有權
不賜下不臨在，有時神的作為和祂的
說話，看來是拒人千里之外，正如在
《馬太福音》指出：「不是每一個對
我說：『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
國，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進去。那一天，有很多人要對我說：
『 主啊，主啊，我們不是曾奉你的名
宣講神的信息，奉你的名趕鬼，奉你
的名行了很多神蹟嗎？』那時，我要
向他們聲明：『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不守律法的人，離開我吧！
』」（馬7:21-23《新漢語譯本》) 被
神拒絕是最可怕。改教家提醒我們，
神的臨在全是恩典，栽培部教牧同工
要明白這一點，不在乎我們推出的活
動，在於神在人心裡的工作。
第二是經驗本身。當我們的經
驗成為僵化時，又失卻客觀標準，變
得似是而非，特別需要解釋，切勿流
於聖靈幻影說。因為上帝是昨日、今
日、明日都不改變，以致我們能認定
上帝過去的幫助，可以成為我今天的
力量，並作為將來的希望，總要有容
神容人之量，不要固步自封，神學不
能獨孤一味，不要受自身的經驗限
制。改教家有超越和突破傳統的勇
氣，也有解讀現實的探索和追求。
第三是反省貧乏。反省是由否
定自己、進到肯定自己；又由肯定自
己，進到否定自己的循環思考過程。
人若缺乏反省，對神和對自己的認識
便顯得膚淺，只有在人神不斷溝通過
程中，人的屬靈生命才有成長，對神
與人的認識有所增益，反省當中的重
要關鍵。改教家在改教運動的過程作
了深切反省，以致帶來屬靈的突破與
提升。
改教運動對後現代的教會帶來挑
戰，在《聖經》、救恩、教會和屬靈
經歷上加以肯定，這促使現今教會對
此四個範疇重新反省。在反對權威、
永恆價值、教會地位和屬靈定義的浪
潮中，要堅定不移。特別在今天人權
高漲下，神的自主性，與神人的互動
性，可以為教會揭示屬靈真實的另一
面看法，而改教運動至今似乎還未停
止！
（作者為城北華基粵語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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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
後現代主義社會的

屬靈人
麥子全

2017是馬丁路德發起改教運動
五百周年，城北華基為了讓信徒
再思這場驚天動地的宗教改革，
在八月份舉行了一連四次講座，
由林榮洪博士主講，探討改教運
動帶來的影響。林博士的演講促
使我作出更多反省的，是最後一
講，論及信徒在後現代主義思潮
中的角色問題。
福音派教會是現代主義思潮下的產
物，福音派教會的高峰期也是現代主義
思潮的全盛期。在這大前題下，後現代
主義思潮的興起，必然對福音派教會的
信仰帶來衝擊，尤以年青一代為甚。
年青一代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薰陶
下成長，對既定的規範大多數有懷疑，
甚至不信的態度；如果繼續用福音派信
仰傳統向他們傳講《聖經》真理，已經
是舉步維艱了。在這種處境下，福音派
教會的信徒，特別是作父母的需要重新
思考，怎樣可以站穩腳步，在後現代主
義思潮氾濫的世代中繼續作鹽作光。
我認為，信徒要做的是重新歸回
《聖經》的教導，要知行合一。

2017
首先，信徒在追求深入透徹瞭
解《聖經》真理的同時，不要再作獨
行俠，要從新回到初期教會的模式，
就是信仰群體相愛合一，彼此支持照
顧，特別要用愛心去忍耐和包容那些
暫時未能接受我們的信仰論述的人，
尤其是年青人，要繼續和他們保持緊
密的互動關係，讓他們在信徒身上看
到基督的大愛，看到信徒所得到、神
賜給我們的榮耀。
至於基督徒的父母，更要在家
中作信仰的見證。教會有不少年青人
都抱怨，父母自稱基督徒，但在年青
人眼中，父母的言語、行為都不像基
督徒。父母這種無形的影響，使很多
年青人抗拒基督教信仰，是基督徒父
母要深刻反思的。父母可能先要重新
檢視自己的信仰，看看自己的信仰是
否只停留在頭腦知識的階段；若是的
話，要想想應該怎樣才可以把信仰實
踐出來，讓別人、特別是年青人，看
出你是與蒙召的恩相稱的人。
無疑，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基督教
信仰的衝擊很大，但是信徒只要堅持
學效基督的樣式，每天背起自己的十
字架，那麼，神所賜的平安決不會離
開每一個屬神的人。

廣東雲南短宣回顧
Angelina

不經不覺三個多星期的短宣又結束
了。雖然都是去同樣地方，神在每次的
短宣都讓我們有新的領受，新的激勵。
我們第一站是去廣東的一個戒毒
村，在那裡逗留了10天。我們主要是
負責姐妹事工，週日每天跟他們上三
課，早上9點，中午2:30分和晚上7點，
每次一個小時。我負責跟她們分享聖
經，Tony則帶她們唱詩讚美。今年有政
府官員到訪，停止了他們在中心的周日
崇拜聚會。不用主領崇拜聚會，讓我更
感受到機會不是常在，有機會就當把握
和珍惜。除了上課，也跟學員，同工，
在中心工作和門訓的弟兄姐妹交流聊
天，聽他們的故事，安慰鼓勵他們，為
他們禱告。
今年來了兩個新的戒毒姐妹，一個
來了幾天，是媽媽陪同過來，因為在外
面欠下一筆債，無可奈何，要媽媽幫忙
還債才過來。由於是來了才幾天，很容
易發脾氣，不太願意上課，只能禱告她
能快點適應，求神給她一個願意脫離毒
品，一個謙卑受教的心。另一個是來了
20多天，由於吸毒，她家人趕了她出

去，雖然來了很短時間，已經很穩定，
很用心學習，也很樂意幫忙打掃地方，
甚至照顧關懷其他姐妹。每次與她們分
享，她都做筆記，甚至借我的筆記，抄
寫到半夜，望著她不同顏色整齊抄寫出
來的筆記，更讓我警惕，自己要謹慎所
教導的，也讓我驚訝神在這麼短的時間
讓她有那麼大的改變，並使用她去幫助
其他姐妹。另一些值得鼓舞的，是一個
來了五年的姐妹，今年終於多了點笑
容，也開始回答問題，並減少了在上課
中途走開，她在青少年期曾受過嚴重創
傷，也曾多次自殺，在中心這幾年曾不
斷傷害自己，傷害別人，多次逃走，走
路要帶上鎖鏈，來防止她逃跑，現在比
較穩定，她媽媽也不用整天陪著她，可
以出去工作。而六年前曾在我面前哭
訴，說前途一片黑暗的艾滋病媽媽（當
年她是帶著艾滋病女兒同來），現在已
讀完門訓，並開始幫手負責姐妹事工。
她曾跟我分享，雖然她本意是做兒童事
工，但中心負責人因為人手不夠，要她
幫手姐妹事工，她便順服接受使命，順
服不是容易學的功課，但在這裡的同
工，大致上都很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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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10天，也有一個爸爸帶同19
歲兒子來戒毒，可惜兒子的心不在，不
停吵著回家，為了回家，甚至寫下保證
書，他爸爸說，他兒子吸毒後，也不知
寫了多少篇保證書，卻沒有一個遵守，
毒品的毒害真不是我們能想像，求神保
守我們和家人，切切不要碰摸毒品。
另外也想提一個30歲出頭讀完大學
艾滋病的弟兄，他本有大好前途，不幸
被一個大學教授騙到他家，有一次在他
的杯放了迷幻藥，給他注射毒品，他來
到中心，也被其他學員輕看，內心有很
多掙扎，求神幫助他能靠主站起來，並
寬恕傷害他的人。
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不能
一一寫下來，求主按著他們的需要供應
他們，並幫助他們克服面前的困難，在
主裡成為新造的人，預備他們將來服事
主。
10天很快就過來，大清早離開廣東
的戒毒村，返回深圳，直接坐飛機往雲
南去。
今年是我們第三次參與雲南一個教
會舉辦的英語夏令營，有些是重返的學
生，看見他們很有親切感。今年有大約
有50多個學生，也是從不同地方來，大
部分都是教會的孩子，還未認識耶穌的
不到10個。感謝主，當中有五個接受了
耶穌為他們的救主，其中一個更是去年
傳過福音，今年決志。正是有人栽種，
有人澆灌，有人收割；神是叫他們生長
的神，求神保守他們的心，緊緊跟隨基
督，也安排弟兄姐妹栽培他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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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程度分別很大，有的英語很
好，有的連abc也不懂，我們把他們分
成四班，按他們程度教授不同課程。學
生對英語學習態度良好，也願意每次小
息後把所有手機放在一張大台上，專心
上課。除了早上學英語，我們下午仍有
烹飪美食，手工，遊戲，多媒體分享。
學生對這個英語營反應都很好，很多都
說若果明年有的話，一定會再回來。
今年的主題是聖靈的果子，有些學
生英語程度雖低，但在這兩個星期也學
會了聖靈果子的英文，並在結業禮環繞
這個主題用英語做出不同表演，高班學
生更花心思把他們那班兩個星期的學習
和點點滴滴製作成為powerpoint，配上
音樂，播放出來，每一班的表演都有他
們的特色和精彩之處，看到他們努力學
習的成果是很值得開心和鼓舞。

今年有不少老師生病或受了傷，我
班有一個老師斷斷續續缺課一個星期，
但神有供應，預備了一個後期加入，是
沒有去過短宣的青少年，雖然只有17
歲，卻很忠心盡責，看見學生的程度
低，特別花心思預備一些課程幫助他們
更容易明白英語，用心良苦，悉心教
導，也代生病的老師授課，沒有一句怨
言，表現很成熟，很有愛心，真是青出
於藍而勝於藍，很值得我們學習借鏡，
他的父母當以他為傲。
回望這次短宣，深深感受到神的
愛，愛不配的人，賜他們力量勝過軟
弱，並建立成為祂合用的器皿。也看到
神使用人，是不論年紀經驗，只要願意
順服擺上，就能為他發光。願我們都珍
惜神給我們服事的機會，好好擺上，被
神使用。

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奧城華人基教會

1.	第39屆差傳年會：聯合聚會講員—羅
祖澄牧師（粵語）、呂子峰牧師（國
語）、Dr. George Murray, Pastor Andy
Smith (英語)。詳情參閱1-9頁。

1.	粵語堂感恩節靈修計劃10月2-9日。

1.	8 月16日上午舉行同工會議，有10人參
加。

2.	差 傳年會誓師祈禱會10月11日晚在多倫
多華基舉行。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成 人 基 教 部 協 辦 ， 區 方 悅 師 母 監 督 之
「生命樹查經班」9月14日至明年5月24
日逢周四上午借本會副堂舉行。
2.	家庭同樂晚會10月31日在體育館舉行。
3.	撒 瑪 利 亞 鞋 盒 捐 贈 運 動 開 始 ， 截 止 收
集：11月5日。
4.	105 Gibson 社區中心：a) 截至9月17
日，第二期工程籌款共收$991,824(即
92.7%)。工程現已開展，盼兄姊為餘下
工程費及進展多方禱告及捐獻。b) 青年
事工 (A Meal Together)「開學聚餐大
匯演」9月21日下午舉行，由Angel for A
Day贊助及籌辦。c) 愛心義賣9月22-24及
27,30日舉行。d) 9月30日「足跡步行籌
款」，當日早上至下午參與萬錦市主辦
開放日。e) 10月1日晚周年感恩餐會。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讚 美之泉2017「從早晨到夜晚」敬拜讚
美會9月16日舉行，下午是兒童敬拜音樂
會，晚上是成人敬拜讚美。
2.	慈 惠奉獻：颶風伊瑪在各地造成廣泛破
壞，經執事會通過，從慈惠基金撥出加
幣2萬元賑災，透過善普施國際救援工作
幫助災民。

2.	基 督化家庭運動「約好全家人，十分好
見證」10月7-9日。
3.	粵 語三福佈道訓練班9月26日起逢周二
晚。
4.	社區英文班逢周三、四早上。

3.	9月18日晚在溫傳道家舉行青年浸禮班課
程，5位青年學生參加。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4.	9月30日舉行同工退修會，陳琛儀牧師和
師母主講夫妻相處之道，有23人參加。

1.	9月17日貴湖華基教會成立典禮，成人小
孩共171人同證主恩。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2.	詹德思執事夫婦、趙榮富執事分別於9月
底及10月中前往阿根廷華基教會短宣。

1.	教 會正尋找新辦事處，現址租約11月期
滿。

3.	兒 童部10至11月舉辦親子讀經比賽，推
動家庭祭壇。

2.	「 感 恩 的 心 」 音 樂 佈 道 會 ， 由 旺 市 華
基、旺市國語宣道會、華夏聖經教會和
天恩藝術家團契聯合舉辦。日期：10月
14日晚，地點:
Vaughan Community
Church（200 Racco Parkway, Thornhill）
，講員：龔明鵬牧師，指揮：賴德梧、
梁二黑，免費入場，附設5至12歲兒童看
顧。鼓勵邀友參加，查詢：余錫康傳道
647-998-7887。

4.	英 文堂10月起主日聚會新安排：靈修及
早禱會9:15am、崇拜10:15am、主日學
11:45am。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中秋節福音及迎新晚會10月7日舉行，王
剛傳道分享福音信息。
2.	約 書 亞 青 年 學 生 團 契 1 0 月 1 4 日 舉 行
「2017青年之夜音樂分享會」，主題：
心˙彼岸，向青年留學生傳福音。
3.	KFC (Kid For Christ) 兒童團契10月13日起
每月一、三周五晚舉行。歡迎Gr.1-6兒童
報名，全年收費$20。
4.	關 業基牧師9月12日至10月9日在歐洲三
國（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
參與羅姆人短宣工作。
5.	嬰兒奉獻禮10月8日感恩節崇拜舉行。

3.	善 普施聖誕禮物鞋盒行動（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開幕日9月23日舉行，
並分享孩子生命改變故事。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4.	歡迎新鄰居行動日：10月1日在教會附近
鄰居送贈「迎新禮物包」，為他們祈禱
(Prayer Walk)。

2.	「活力人生」9月起逢第一、三個周四早
上舉行。

5.	A gape中 學 生 團 契 退修 會 10月6-8日 舉
行。
6.	「 和 平 福 音 差 傳 的 重 點 」 10月 14日 舉
行，講員：Mike Constanz。
7.	啟 發課程新世代：10月28日至12月9日
逢周六舉行，對象：16-40歲群體。
8.	10月和平福音短宣隊：東亞—朱紫明、
朱鄧麗麗。泰國曼谷—崔皓明牧師、司
徒遠亨傳道、梁家曦、陳靈兒。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粵語堂9月24日舉行團契主日。
2.	國語堂10月7日舉行感恩節佈道會及聯合
團契聚餐，講員︰張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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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月16日YLD“Plan to Protect”老師訓練
在城北華基舉行，有17人參加。

1.	讚 美操每月第一、三周四晚及周六早上
舉行。

3.	日 裔長者10月18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
及講座。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新會員
城北—陳譚美芬、陳芮琪、周勤諾、
梁陳彩虹、梁秉健、吳錦棠、
Allen Yien、Westley Wong、
楊春芳。
麥城—劉劉玉桂、梁錦珠、倫梁穎、
楊國基、安淑芷、江振良、李汝庚、
潘申、王玲花、梁欣曄。

洗禮
麥城—詹陳其馨、詹釗文、黃美玉、
倪煒孔、朱敬賢。

離世
多倫多—周素先於9月1日、孫王秋虹的母親
王徐麗雲於9月2日安息主懷。
城北－吳超燦、關吳碧蓮的母親吳陳彩帷於
9月2日。葉蕭麗冰的母親陳娣9月5
日於香港離世。
美堅—黃金釗9月10日。

1.	查經班組長退修會於9月30日舉行，城北
華基劉靈弟兄分享。

北約—余翠芬9月17日安息。

2.	10月8日為感恩節主日，黃少明牧師證道
並主持洗禮和聖餐。

城北—王少娣9月14日起接替張加文為影音
支援同工(部份時間)。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曹偉峰傳道9月13日起為奧城華基實
習傳道。

1.	9 月起長青與姊妹團契合併為「喜樂團
契」，國粵語大專學生同樣合併；主日
崇拜國粵語分堂改為聯合崇拜，以便善
用資源。

人事

2.	Midland祈禱會暑假休息後，9月起每月
一次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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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城華基彭靄霞姊妹加入國際關心中慈善協會
義工行列，9月10日為差遣禮。

北約華基植堂「貴湖華人基督教會」9月17日
成立典禮，謝安國牧師為同工們禱告。

黃少明會牧8月底出席新加坡國際門訓大會(IDMC)，
並探望聯會支持的宣教士張寶華牧師和馮浩鎏牧師。

多倫多華基短宣隊7月30日至8月12日在東亞服事。

聯會特別事工部經費資助各堂嘉年團
9月17日舉行「金色年華繽紛夜」。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吳克定牧師帶領多倫多華基短宣隊前往福建
探訪神學院，並前往福清教會事奉。

華基大家庭新一員，北約堂植堂「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9月17日舉行成立典禮，當天有171人出席，共證神恩。

www.acem.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