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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恩

主耶穌的教導中，有一句很要命的
話：「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
都進天國。」（太7:21）祂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切實遵行天父的旨意，空口講
白話，沒有任何信仰的實質和價值，那
是徒然。耶穌這話至少有兩重的意思：
一是，具體的行為比口講說話更要緊；
二是，天父才是跟隨耶穌的人之焦點與
目標。

「基督徒」這個稱號，
首先出自安提阿城。

同樣的道理，凡自稱是基督徒的人，不
能都進天國。如果有人自稱：「我是基
督徒（Christian），卻沒有在行為上有
所配合，或在處事表現上沒法反映當年
基督在世為人的影子；人們就有理由質
疑或瞧不起他。

領袖之一巴拿巴，前往安提阿去瞭解

在《使徒行傳》記載中，司提反
是第一位被殺害的使徒，當時教會被
逼害得厲害。其中自認為逼害信徒是
為上帝除害的保羅，卻改了相信先前
他所逼害的耶穌。保羅又得了啟示，
要向非猶太人（外邦人）傳講耶穌就
是基督的道理。其後，耶路撒冷教會
為何有許多外邦人信了耶穌。他去了
後看見很正面的反應，並到保羅的家
鄉，把保羅也帶到安提阿。他們在那
裡足足住了一年，在當地把基督的道
理教導信徒，當然也傳給許多人。

於是，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他們
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
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11:26）即是說，在安提
阿城，保羅傳講和教導耶穌是基督的道理到一個地步，人們
要用新的標籤為這些新的群體或現象做個記號，一個與猶太
教分別出來的新宗教就誕生了。這個稱呼沒有道德上的好或
壞，只是一個信仰內容和社群的稱呼而已。

三是知道，凡事不一定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
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10:23）我
們要經常自我反省及多做造就人的事，包括面對批評我們的
人。這雖然不容易，卻是值得做的事。基督徒從來都是小眾
活在大眾中的一種經驗，極需要多祈禱、多恩典來尋求進步
的事。

世人的期望

不過，有些時候我們卻從未信的人得來的報告說：有
自稱為基督徒的某某，其行為卻很不像樣，其生意手法比非
基督徒還差⋯⋯。在今日社會裡，許多人以基督徒之名，作
為個人生活上許多重要事情的信譽抵押，其實是很普遍的現
象。說得嚴重一點，「我是基督徒」的宣稱，差不多等於舊
約《聖經》裡經常要處理的一種社群現象，就是在社會生活
中，要以比自己更大的名堂來壓陣或作擔保，所以才出現十
誡的第三誡「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
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出20：7）後來耶穌也提醒
向上帝起誓的危險，祂勸導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
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
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
城；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
白了。」（太5：34-37）。

至於在我們今日的世界，人們對那些自稱為基督徒的
人，一般都有所期望。期望的內容，一是道德性，二是宗教
情操方面。前者一般要求基督徒要符合社會上對有道德修養
的人的要求，例如：誠實、有禮、仁慈、謙讓等；後者可能
包括一種超脫、安靜、對事物的洞察力、與世無爭、談吐流
露出靈性感覺等。這些期望，很可能被中國文化影響的人，
拿儒家思想或佛教的理解來加在基督徒身上。結果，華人基
督徒有可能被那些沒有信仰的人期望成為孔子門生與佛教徒
的合體。
不過，基督徒既生活在華人世界和不信的世代中，也要
曉得如何應對未信者的合理期望，並要作出適當的回應，而
不只是驕傲地不理不睬或有所逃避。世人時常要看看信耶穌
的基督徒，是否比做好事的中國人更「好」？這種期望也一
點沒錯。保羅也說（教會）成了一臺戲，給世界、天使和眾
人去觀看（林前4：9）。意思是說，當人們知道我們是「基
督徒」，是相信耶穌是基督的人（《使徒行傳》安提阿人用
語），他們就有各種各樣的評語，對基督徒自然構成無形的
壓力。故此，當我們表露了基督徒的身份，在處事為人上就
要小心謹慎，儘量不要在人前丟基督的臉，卻又要活得像基
督重現，有祂的美善和憐憫。

我想，活得像基督，配稱基督徒，
原則有三個。
一是好行為，即鹽與光的作用。透過不斷有好行為，使
人把榮耀歸與天父；用好行為來說話。「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
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3-16）
二是以榮耀天父作為生命的焦點。耶穌生命和生活的焦
點是天父，而不是自己；他以榮耀天父為己任，所以耶穌在
推介一個全新的信仰焦點，而不是一般猶太人信奉的信仰。
祂在《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登山寶訓中，把天父盼望基督
徒有的生活規範講出來，使信仰群體的焦點不要集中在自己
身上，也不要被律法主義困住，卻活在一種隱密中支取力量
的靈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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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珍貴這稱號？

說到底，言語作為社會信譽的重要元素，應該極力用
行為來建立其公信力，而不是靠指向上帝或宣稱甚麼來達
到。如果一個人不值得信賴，拿上帝的名出來，或者拿「基
督徒」這個名堂又能增加多少說服力呢？今時今日，「基督
徒」這三個字，你去問問朋友街坊，其價值到底有多少？他
們告訴你的答案可能令你我震驚。

今天這裡討論的，不是要不要自稱基督徒的問題，
或者誰濫用了這個稱號；而是要問：我們到底對基督在
意不在意？如果我們根本不在意基督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與印象，我們又何必用「基督徒」這三個字作自我介紹
呢？如果我們自己的行為根本與《聖經》裡的基督有若
干程度的差距，那我們又何必沾這名號的光彩？
最後，如果我們真的要為基督作見
證，希望世人能夠認識耶穌是基督，我
們大可從自己的行為入手，好好讀《聖
經》，尤其是福音書，看看如果耶穌
基督再活在此世，可能會是個怎樣的
「信徒」；祂道成肉身作了今世的中
國人，會怎樣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
真理，而不是徒有其名，卻沒有內容
和生活見證的人。
（作者為 105 Gibson 社區中心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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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之時，英格蘭先負克羅地
亞、再負比利時，以殿軍之身，謝幕世
界盃。身為英格蘭、曼聯球迷，縱然
沒有哭崩，但仍若有所失。這個球迷身
份，其實一直令筆者糾結於信與疑之
間：一方面，自90年代初，一直愛戴
一代又一代的球員，認定後來的榮耀必
大過先前的榮耀；但另一方面，每逢國
際賽事，理性都會走出來，推開感性，
告訴我：「算了吧！」

我們的信徒身份，會否也糾結於
同樣的張力？「我是誰？」翻閱
今期的《華基家訊》，想必自然
答曰：「我是基督徒！」然而，
掩 卷 之 後 ， 進 入不同場景、埋
首不同世務、穿越不同風浪，問
題雖然一樣，答案可會不一樣？
「基督徒」這個身份，會否煙消
雲散？信仰會否落得紙上談兵、
頭腦認知？我們會否落入「得失
成敗」的桎梏？會否陷溺於苦毒
的泥沼？我們的身份、價值、人
生，其實是否依附於不同領域？
成為俘虜？

˙ 我 們可能依附於愛情，但若情海翻
波，我們或會質疑生活的意義；
˙ 我 們可能依附於配偶，但若摯愛離
開，我們或會頓失自理的能力；
˙ 我 們可能依附於子女，但若鐵未成
鋼，我們或會忌諱別人的詢問；
˙ 我 們可能依附於學業，但若成績沉
痾，我們或會否定自己的價值；
˙ 我 們可能依附於事業，但若結業失
業，我們或會落入抑鬱的深淵；
˙ 我 們可能依附於錢財，但若資產蒸
發，我們或會憎人富貴厭人貧；
˙ 我 們可能依附於成就，但若坐冷板
凳，我們或會嗟怨、懷才不遇；
˙ 我 們可能依附於掌聲，但若負評連
連，我們或會隱蔽、一蹶不振；
˙ 我 們可能依附於癮癖，但若奉為出
路，我們實在欠生命一個神蹟！
˙ 還有其他可能 ⋯⋯
人生在世，每走過不同階段，自
然背上多重身份、多重角色，也難免應
對多重挑戰、多重戰線。這些身份、角
色如何連於「基督徒」這個身份？如何
飲於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
感動？如何重拾「基督徒」這個名號應
有的份量？如何重拾生命力、感染力、
承載高低起跌的能力、甚至重新與救拔
罪人出禍坑的福音沾上邊？

「基督徒」這個身份，除了代表
基督拯救我們、我們屬於基督、我們跟
從基督、謹遵《聖經》訓誨，也意味著
我們是「上帝熟悉的人物」，而這又意
味著 —
˙神掌管我們的命途：如今活著的，
不再是我們，而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
著。神深知甚麼對我們最好，會有最
好的預備。神也深知我們所行的路，
祂試煉我們之後，我們必如精金。每
次人生起跌升降，神是我們生命的力
量、隨時的幫助、活潑的盼望。「神
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
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46
：1）（加2：20；伯23：10；希4：16）

˙神賜我們子女名份：在神的家，我
們每一個都是無價寶。神愛我們到
底、保守我們到底，但也管教我們
到底。他深知我們的光明面、黑暗
面、強項、弱項，為我們度身訂造
門徒訓練課程。我們既然可以稱神
為「阿爸父」，與其顧影自憐、自
怨自艾、慨嘆生不逢時，何不適逢
其會，與神有更親密的團契交往？
放心、甘心、專心，讓神陶造？靠
著天父，我們可以得自由，不再是
恐懼、比較、苦毒、癮癖、負面情
緒、別人的認可的奴隸。「⋯你們
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
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可
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
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
嗣。」（加4：4-7）
(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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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無條件揀選我們： 我們蒙揀選，絕非因
為有甚麼了不起，而是因為神無條件的厚
愛、信守應許。神深知我們無力自救，惟獨
恩典，才是出路。然而伴隨揀選的，是神對
我們的期望：我們要好好認識祂、謹守祂的
誡命、宣揚祂的奇妙救恩，這才是基督徒的
正業。「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彼前2：9）（申7：7-11）
˙ 神 時刻看顧著我們： 神深知我們。我們的
頭髮，神親自數過；我們的流離，神一一記
數；我們的眼淚，神用皮袋裝。當我們以為
被世界遺忘、遺棄，神從來沒有忘記，而且
不 離 不 棄 ！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了。」（太10：30）（詩56：8）

神 託付使命給我們： 人活著，為了甚麼？
˙
神深知我們可以承擔甚麼。除了宣教使命，
毋忘文化使命，當中包含工作使命、家庭使
命、優閒暨個人成長使命。「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 （太28：18-20）（創1：26-28、2：1-3）
˙神 記著我們的名字： 神不單深知我們的長
短，在祂面前的紀念冊，更加逐一記載我們
的名字。我們奉神的名工作，箇中努力、
成就，神從來沒有否定。然而，神期望我們
並非僅僅以此為滿足，而是要為更重要的
事情歡喜：我們蒙神大愛、脫離罪海，全
是恩典；我們適逢其會、為主作工，全是
恩典；點名時候，我們也在其內，更是恩
典！「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
華側耳而聽，且有紀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
敬畏耶和華、思念
他名的人。」
（瑪3：16）
（路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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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10:32~45记载着耶稣基督带领一群
门徒走向耶路撒冷，但是不期然却发生了一系列
的冲突……
当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却「希奇，跟从的人也害
怕」。很明显，他们与主并不同心；随后，主耶稣再一次预
言祂的受难与复活，可两个最亲近的门徒居然无动于衷，反
而提出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要求：「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听了这哥俩的要求，
其他十个门徒的反应则是「恼怒」，原因大概是个个都想坐
在主的左右，只是没好意思说，没想到被这哥儿俩抢了先！

门徒世界之路
为何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原来，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着弥
赛亚的降临，但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乃是一位大有能力的政
治、军事领袖，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重建荣耀的
大卫王国。这群跟随弥赛亚的门徒，他们的盼望绝不仅仅在
乎国家、民族的命运，更在乎他们自己的命运——到了那时
候，这群市井小民就可以成为弥赛亚的左丞右相，登上人生
的巅峰！就这样，南辕北辙的两条生命轨迹就在耶路撒冷的
路上激烈地碰撞：一条是主耶稣降卑舍己的十架之路，另一
条是门徒自我实现的世界之路！
门徒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正是真实的人性——人往高处
走，水往低处流。世人都在追求从低到高的生命轨迹，努力
攀登人生的顶峰，实现伟大的梦想。可惜，人生的顶峰也是
下坡路的起点——中年危机、事业滑坡、身体衰败，走到尽
头就是死亡，一生的成就一样也带不走。正如《传道书》所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粵語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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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智慧、最富有的君王，所罗门
一生意气风发，但到了年迈体衰时，他看着自己一生的
成就，只是长叹一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传12:8）虽然虚空，我们每个人却都乐此不疲地重
复着这条人生的轨迹，从低走到高，再从高走到低，直
到死亡。就像爬山从山脚爬到山顶，然后还要无奈的再
走回山脚。主的门徒想要走的人生道路，与世人其实是
一样的！这样的人生意义何在呢？

耶稣的生命轨迹
那主耶稣的生命轨迹是什么呢？「祂本有神的形
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
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祂升
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
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腓2:6~11）
主本来就在高天之上，但是祂降卑，道成肉身来到
世界，忍受了一切的苦难，甚至是十字架的死荫幽谷，
但是之后祂却复活、高升！祂的生命轨迹是从高到低，
然后再升高！主盼望祂的门徒也可以走出这样的生命轨
迹，不是为自己的成功追求人生的顶峰，乃是甘心舍己
降卑，为着主服事人，但最终必高升到天上得享「极重
无比永远的荣耀」（林后4:17）！这就是为什么在最
后晚餐时，祂要为门徒洗脚；这也是为什么祂说：「人
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
命，做多人的赎价！」（太20:28）
在伊甸园，蛇说：「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创3:5）人就禁不住诱惑，偷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
的果子，因为人想要像上帝一样：人人都想做上帝，上
帝却做了人！人人都要竭力达到生命的顶峰，而那本来
就高高在上的上帝，却选择降卑自己，进入人间最深的
苦难中。这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多么有讽刺

意味——想做上帝的人堕落了；而做了人的上帝，却把
我们救到天上！世人低——高——低的生命轨迹，是被
欲望驱使；而耶稣高——低——高的生命轨迹，是被爱
驱使。这就是两条生命轨迹背后截然不同的驱动力。

我们的生命被什么驱使
我们的生命被什么驱使，走的是哪一条生命轨迹
呢？我发现，在教会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我们通常
说“悔改信主”，若不悔改，就不可能真正地信主。但是
到底什么叫悔改呢？悔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
离弃原来的道路，走上属神的道路。
在《以西结书》，耶和华上帝要以西结警告那些犯
罪的以色列人「离开所行的道」，「转离所行的道」，
类似的话反复重复！事实上，很多所谓基督徒其实从来
都没有「离开所行的道」，我们信主后还走在原来世界
的道路上！只不过以前是靠着自己抓世界，现在是靠着
耶稣抓世界！
我并不是反对基督徒获得世界的成就，而是我们背
后的心态是怎样的？我们是利用这一切的成就去荣耀上
帝？还是利用上帝去获得这一切的成就呢？我们生命最
终的目标是什么？上帝还是成就？我们生命背后的驱动
力又是什么？爱还是欲望？我们盼望降卑自己服事人，
还是盼望高举自己被人服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
命轨迹中，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吗？很明显，那条南辕北辙的生
命轨迹是去不了天堂！因为主
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
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太10:38）

（作者與師母在奧城華基教會聚會）
201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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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呼喚耶穌的名字，基督徒務
必要知道，那是至高無上者的名
字，意味著權柄、榮耀、恩慈、公
義；以及戰勝撒但權勢的救恩。在
信仰歷程中，我們會進入幾個對耶
穌名字認知的階段。
一、「天下沒有賜下別的名字靠著得
救，惟有靠耶穌的名。」
（徒4:12）
當彼得在申初上聖殿禱告的時候，
他遇見生來不能行走的人，指望從他那
裡得著甚麼，彼得卻說：「金銀我都沒
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使3 :6）
接著那人跳起來行走，讚美神！許多信
徒在初信時，或多或少都會嘗到主恩的
滋味、聖靈的大能和靠著耶穌的名掙脫
捆綁、得釋放的喜樂，「站起來行走」
成為新生命起點的一個標誌，也使我們
牢牢記住耶穌名字的大能。
二、奉耶穌的名行事
˙ 耶 穌的門徒：70人歡歡喜喜傳福音
回 來 說 ：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
鬼也服了我們。」耶穌說已賜給他
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斷沒有
甚麼可以傷害他們。（路10:17-19）
˙ 行 巫術的人：行巫術的人知道耶穌
名 字 的 能 力 ， 「⋯ 那時有 幾個遊
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
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的名：
『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敕令你們出
來！』⋯惡鬼卻回答說：「耶穌我
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
呢？』⋯」（徒19:12-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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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跟從耶穌的普通人：「約翰說：
『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
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為他不與
我們一同跟從你。』耶穌說：『不
要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的，就
是幫助你們的。』」（路9:49-50 ）
˙ 奉 主名傳道之人：「凡稱呼我『主
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
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
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
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
多異能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
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
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太7:21-23 ）

劉聰艷

服耶穌的名，因為他們屬於耶穌。耶穌
告訴門徒，不要奉耶穌的名行使大能而
歡喜快樂，要因自己的名字被記在生命
冊上而歡喜，因為並不是所有像門徒或
傳道的人，在末後的日子，耶穌都認識
他們。換句話說，這些人雖然奉耶穌的
名傳道、趕鬼、行異能，在世人眼裡有
大能，可惜的是，他們只認識耶穌超自
然的能力，對耶穌實質的生命、本體的
認知卻是膚淺，甚至是空泛，因為耶穌
對這些人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
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
7:23）當我們看到這裡不得不深思：我
們是認識主、也和祂一起吃喝過，然而
祂不認識我們，甚至說是作惡的人！

˙ 信 的 人 ：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
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
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好了。」（可16:17-18 ）

那麼到底作了哪些惡？從上下文
來看，這是指一批奉耶穌名傳道、趕鬼
的人，然而這裡所謂奉耶穌的名，卻是
為了中飽私囊，名利、地位、權勢、甚
至用傳道的名美化一切，連自己都欺騙
了，最關鍵所在是：沒有遵行神的旨
意。

從上面五種不同類型中，我們看到
奉耶穌的名的人，不管他們信或不信，
不論他們是何種身份地位、靈性狀況如
何；在某個程度上，都奉耶穌的名達到
自己特定目的。我們對耶穌名字的能力
和認知，就不再局限於基督徒口頭的專
用名詞。這世界有很多人在奉耶穌的名
行事，那麼在末世異端邪教，或其他許
多利用耶穌之名的狀況，我們就不會詫
異；但一定要睜開雙眼，萬分儆醒，且
要切切祈求聖靈光照。

主耶穌認識我們，祂說：「我認
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的聲音。」
（約10:27）那麼每當我們覺得不明白
神的旨意而無法遵行時，就要回到祂的
寶座前等候祈求。因為不管我們遇見甚
麼境遇，真正相信和信靠主的人，所
懷的總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你們要
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
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29:11-13）

三、門徒和信徒奉耶穌之名

耶穌的名是寶貴的，願我們明白如
何奉祂的名，也知道如何奉祂的名為萬
人代求。

對於門徒和信徒，神是慈愛信實，
耶穌應許必有神蹟奇事伴隨，鬼也服
了他們。當然鬼不是服門徒本身，而是

戴牧師一家

今 年 十 月 是 華 基 聯 會 第 40屆 差 也有一定的壓力，記得常被人問：『你
傳年會「衝破界限，傳到地極」 會不會繼續祖宗？』『你會不會做宣教
。感謝上帝恩典，戴繼宗牧師
（Rev. Dr. James H. Taylor IV）

士？』在我靈命不很成熟、與神的關係
不很清楚的時期，旁人這樣的設想令我
產生反感和抗拒。」

將蒞臨為大會講員。

蒙召走上宣教路

我的宣教路─戴繼宗牧師

戴繼宗牧師在美國北加州工作，
認識了英國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牧師
（Rev. David Adeney）。「我看到神所
重用的僕人，已70多歲仍然退而不休，
謙卑地服事周遭的人。中國自1980年
開放，他不斷的挑戰基督徒為中國禱
告，一起思想向中國傳福音，他對中國
人的熱情、對靈魂的迫切感，都令我很
震撼。」

戴繼宗牧師的高祖父戴德生牧師是
近代宣教士的楷模，是內地會（現稱海
外基督使團）的創辦人，對中國教會有
深遠的影響。父親戴紹曾牧師是台灣中
華福音神學院第一任院長，對台灣和海
外華人有很大的貢獻。從中國的內地到
台灣及海外，戴家五代一直在華人中忠
心服事。

生長於宣教世家
戴繼宗牧師回想神的帶領：「神從
幾方面不同的影響來塑造我的生命，引
領我走上宣教服事。我從1990年加入海
外基督使團，1996年全家搬到香港服
事，又搬回台灣…。神在不同的時期透
過祂的話、環境和人，帶領我全時間服
事祂。身為戴德生的第五代孫，生長在
這樣的宣教世家，對我有一定的影響。
我出生在台灣，父母將我送到國民小
學，所以我會講中文，這都成為我入境
隨俗的成長過程，也在有形無形中很認
同華人文化。」
「當我聽到高祖父戴德生，甚至曾
祖父、祖父的見證，也親眼看到父母親
50多年的宣教生涯，他們的忠心與委
身，對我都有很大的衝擊。父母親為我
取名『戴繼宗』，顯示他們在神面前的
心願與奉獻，也是他們多年為兒子的禱
告。當然，生長在這樣的宣教士家庭，

艾得理牧師的靈命、對神話語的
渴慕、生命見證和服事榜樣，深深影響
了戴牧師，也幫助他面對並克服來自宣
教士家庭背景的壓力。他從正面角度清
楚神帶領「戴繼宗」這個人，而不是因
著家族背景「代代相傳」。《約書亞
記》「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24:15）也給他很大的震撼和事奉的印
證。「這卷書的開始是家庭(喇合)蒙恩
得救的見證，在結束用另外一個『家』
描述立志服事主的家庭圖畫。我們蒙
恩得救，就是為了要服事神（Saved to
Serve）。」
戴繼宗牧師1990年加入海外基督
使團，後來神帶領全家遷居香港，服事
重點轉為服事中國大陸的華人。這20
多年來，他都在大陸與海外華人地區做
宣教動員的服事。父親戴紹曾牧師離世
前，他在醫院陪伴時突然浮現：「你
如何用一句話描述父親的一生？」他
說：「當時我覺得這很荒謬，父親一
生的服事怎能單以一句話描述？但後

來神給我一句話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父親不單是活出了一
個改變的生命，他也帶出了改變。」
神特別用這句話來激勵、安慰、提醒
他，要在這一生中靠主活出能帶出改
變的生命。父親的謙卑、忠心、人際
關係與講台，都是他的生命榜樣。

21世紀華人宣教的挑戰
神給戴繼宗牧師特別的負擔，就是
要看見21世紀普世華人教會更多投入
跨文化宣教工作：「21世紀華人在跨
文化宣教中不可再缺席！」他將以正面
樂觀、喜樂的心，與大家思想神給我們
的託付是甚麼？在這個時代要如何挑戰
我們更多承擔大使命，完成福音直到地
極的使命？
他提到現今宣教的挑戰：「七
宣 ： 1. 未 得 之 民 的 宣 教 。 2. 職 場 宣
教 。 3. 城 市 宣 教 。 4. 僑 民 宣 教 。 5.
全人宣教。6.長期宣教。7.跨文化宣
教。」他提醒教會如果只看重本地宣
教，或只看重職場或同文化宣教，就需
要回到神面前反思。因為偏重任何一端
都不好，我們需要平衡地來看神全備的
計劃和宣教使命的託付。宣教的工作與
託付還未完成，信徒還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需要更多參與宣教，以完成福音直
到地極的大使命。
* 蒙允撮錄轉載《靈糧季刊》2012年冬季號No.22。

戴繼宗牧師在台灣接受小學
教育，在馬禮遜美國學校完成中學
課程，於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及
Asbury神學院進修，獲該學院教牧博
士。他曾在美國波士頓牧會，在台
灣校園團契工作；1990年加入海外
基督使團，為華人福音事工人事主
任；2014年4月為使團華人培育動員
事工主任至今，協助培育領袖、強
化教會、推動跨文化宣教。戴牧師
與戴柯悅敏師母有三名子女，承約
（媳婦白恩）、承書、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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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移民在社區不同適應階段中，

教會的佈道策略與牧養模式
黃世澤

在美國就讀芝加哥三一神學院
時，有機會對教會如何向移民族裔制訂
更有效的佈道和牧養模式，作過一些研
究及反省。現在大部份華基堂會的服事
對象是社區的華人移民家庭，這些家庭
有些已落地生根，完全投入加拿大社會
及生活方式；有些是剛抵達的移民，還
要為兩餐及居所奔波。研究中發現土生
的第二代華人，在某程度也經歷以上的
適應過程。筆者作過些觀察，大約可分
為五個階段，現與大家簡略分享，以達
拋磚引玉及集思廣益之效。

1.	掙扎階段
Struggling Stage：
當移民一到步，身上資源包括金
錢、學歷、技能、語文、人際網絡等，
都處於一種迅速透支的狀態，最緊急是
儘快確保自己及家人有最基本的生活必
須，如食物、棲身及安全。

個案例子：移民第二年還未能找
到理想或以前有經驗的工作，便轉到另
一行業闖一闖，所謂「窮即變、變即
通」，全家人的起居飲食都需重新調
整，需已脫險但未敢鬆懈。
外展策略：這是他們拚搏階段，
時間和娛樂是奢侈品。教會需要遷就他
們的作息時間，主動到他們工作的地
方、關心他們的家庭、開闊他們與社區
的網絡。「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太6:33）是他
們渴望的信息。

3.	適應階段
Adapting Stage：

個案例子：新移民如有一技旁
身，便想快快找工作以確保有收入。就
算有積蓄，但語文不通又人脈缺乏，也
擔心吃光老本而希望儘快穩定下來，再
作盤算。

當移民家庭適應周邊環境，在社
會付出與回報已達正增長而不是負透
支。在語言文化、經濟活動、價值與傳
統等已能融入主流，是社會生態一份子
(an integral part)。

外展策略：提供移民安頓的支
援，簡單如兩餐一宿、交通、傢俱等都
是他們的焦慮。他們流動性大，因此生
存的壓力，較生命及永生問題更迫切。
他們有彼得從水面向下沉的感覺。「主
啊！救我！」是他們掙扎無援中最想聽
的福音。

個案例子：移民家庭夫婦倆人考
獲本地專業資格，加入大公司工作，也
貸款自置物業，子女都在好校區就讀；
雖不敢自滿，但也心滿意足。

2.	調整階段
Adjusting Stage：
當移民稍為安頓，食宿總算有安
排後，便會計算實際生活與理想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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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而需要作出調整。可能要妥協或降
低要求，必要時尊嚴、健康、儲蓄、家
庭生活都要作犧牲，以換取較穩定的生
活所需。

華基 家 訊

外展策略：小康之家已達最初的
移民目標，他們有興趣討論人生意義、
豐盛生命等話題。對真理探索、培育下
一代、適合一家大少的健康活動都感興
趣。他們想知道耶穌說：「人子來，是
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10:10）是甚麼意思？

4.	貢獻階段
Contributing Stage：
移民奮鬥史不單集體性對社會有
貢獻，在各行各業都有創業先驅。他們
對社會的專業、就業、經濟、治安、培
養後代精英都是功不可沒。他們回饋社
會已多過取於社會。
個案例子：他們是公司老闆、部
門主管、行業專長、子女成才的成功人
士。他們會參加公司的步行籌款，在食
物銀行當義工。
外展策略：他們不愁兩餐而且有
時間、金錢、知識及人生閱歷可與別人
分享。他們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希望參
與有意義的大項目。他們對宗教比較、
苦罪源由及世界和平等議題有興趣。可
以與他們思考「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
自己的生命，有甚什麼益處呢？」（太
16:26）

5.	改造階段
Transforming Stage：
移民中不乏個別的企業家、社會
賢達、政商界、宗教領袖和省市官員，
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及影響力，可以制定
或改變公眾政策和社區的大氣候。
個案例子：早期移民不單事業成
功，而且熱心社區公益，更有加入建制
系統而當上省或市議員。
外展策略：他們都是實務實幹的
人，不會浪費時間與精力。他們願意聆
聽教會在社區的功能、福音改變生命、
家庭及社區命運的實例。他們需要看見
一些宏觀的事，為何耶穌「他名稱為奇
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賽9:6）這對現今社會有
甚麼意義和作用呢？
耶穌對社會中不同適應階段的
人，也有不同的福音關注及生命導
引：1.掙扎求存的討飯瞎子巴底買
（可10:46-52）。2.調整生活形勢的
撒 馬 利 亞 井 旁 的 婦 人 （約4:7-18）
。3.適應了生活模式的漁夫彼得（
路5:3-11）。4. 貢 獻 建 制 系 統 的 官
長尼哥底母（3:1-3,10; 19:39-40）
。5.有改造社區貧窮能力的稅吏撒
該（19:2-9）。
90年 代 興 旺 的 移 民 教 會 ， 最
熟悉的福音策略及收效較大的多是
(1) 和 (2) 階段的對象，這也是現
在對國內新移民的福音策略。30年
後的今天，很多移民早已適應了加
拿大生活 (3)，而且在職場上(包括
持家有道的女士)是貢獻社會的一份
子(4)；有部份更有能力改變社區的
情況(5)。所以對移民30年以上或土
生下一代華人，教會應該發展策略
與平台，與專業人士、知識份子、
華裔精英、模範家庭、社區領袖、
公職人員等，有真誠及真理的福音
對話。
如果我們不自覺以為人們在經
濟拮据、妻離子散、重病傷殘時才
會對福音有回應或信主，那麼，我
們可能已忽略耶穌基督的「整全福
音（wholistic Gospel）」，也是覆蓋
整個社會層面。這對我們由多族裔
移民組成的社區教會（community
church）有很大的提醒。如果說他
們對我們所傳的福音沒有興趣，可
能是我們沒有按他們的需要而對症
下藥。耶穌的福音救了十字架旁的
強盜，也救了十字架下猶太人的
官，盼望這也成為我們的激勵。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粵語堂牧師）
2018年 8月

9

誰幫了誰？

認識社區中的年輕人
陳靜文

自從2002年開始在多倫多華基
教會服侍，一直經歷神在社區內
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叫我們接
觸在附近居住的年輕人和他們的
家人，好叫我們一起體會人生的
種種及嘗到主恩的滋味。以下是
一些片段，希望閱讀這篇文章的
你有感動，願意接觸你參與的教
會在附近居住的年輕人。

漂流
小恩（假名）才幾歲的時候，父
母已在中國離異，母親遷移到加拿大多
倫多，父親則再娶生孩子；她要到15歲
才來到多倫多與母親重聚。一個應該是
最親近的人，卻變成非常陌生，要重新
適應相處，可想而知那需要時間。在學
校接觸了小恩後有幾年，發現她有些
時候好親近，有些時候又消失了似的，
非常不明白她為何有這樣的表現，甚至
有點生她的氣。（你知道，我們這些傳
道人，以為每個星期出現聚會就是“正
路”；不理你有甚麼原因，人人都要行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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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一次與她有很深入的交
談，她說一直在關係上感到困難，她害
怕與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因為她更害怕
有一天對方會離開她。我將她的背景與
訴說連起來，才恍然明白為何她會有這
樣的表現。雖然她也在多倫多信了耶
穌，但她形容與神的關係都是遙遠的。
小恩是云云遷移到多倫多的一個
中國年輕人。他們在遷移到異地之前，
已經經歷一段又一段漂流的生活。他們
裡面有多少個對於關係有安全感？認識
他們以後，基督徒的關心是真心抑或假
意？從小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上生存的年
輕人，他們總是心中有數。在人性渴想
深厚關係與恐懼受傷的張力裡生活，他
們會遇上一些真心與他們同行的基督徒
嗎？

才華
偉仔（假名）是常常出席中心年
輕人活動的中學生。每次見到他，他都
是與友人坐在手提電腦背後，非常專注
地投入網上遊戲的世界中。每周如是。
我這個自以為義的傳道人看在眼內，就
想：這些朋友仔都是不求上進的人吧（
你知道，這些話是不會說出口的）。既
然他們有他們的世界，來到中心玩玩都
是好，我應該不需要太關注吧。
認識偉仔大概是兩年後的一個晚
上，中心的青年節目完了以後，偶然與
一些年輕人到附近的快餐店買些吃的，
就碰見這班網上戰士，原來他們經常

如果你對服侍社區的年輕人感興趣，
歡迎你與陳靜文牧師聯絡，看看神
有沒有帶領你一起服侍！
sophiac@105gibson.com /
905.946.8787x111
在中心節目完了後，就到這地方繼續戰鬥。打過招呼後，
偉仔主動跟我聊天，談到自己在學業上的掙扎，父母的期
望，在多倫多的不適應等等⋯再聊下去，發現他有寫小說
的志願和習慣，便加以鼓勵他。這次對話使我對這位年輕
人大為改觀（也只是我的無知而已），移民學生可能英文
不好，但他與每一位年輕人一樣，在神所造的形象裡，都
有極大的潛能與可能性，有待發掘。暑假裡他也來到中心
練鋼琴，他是自學彈奏流行曲。與他交談時，他說他繼續
在寫小說，我期待著閱讀他的作品。

105 Gibson 中心青年項目：
A Meal Together
“Sharing food is friendship building ”: A FREE MEAL is offered
every Thursday to young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SPORTS
activities are provided.
Date: Sep 6 – Dec 20 (every Thursday)
Time: 3:30 – 8:00pm Age: 14-22

Youth Success Initiatives

我是誰
Andy（ 假 名 ） 透 過 朋 友 介 紹 ， 我 們 相 識 約 有 三
年。今年他中學畢業，參加了中心辦的 Youth Strengths
Workshop，內容是透過填寫一份測試，了解自己的“強
項”，並如何在生活中運用自己的長處。經過這些練習和
分析後，Andy發現想像中的自己和現實中的自己有好大的
差距，甚為詫異。因此，他更有興趣和我們討論自我認識
的題目，對自己及前途有更深的探索。

We would like to offer FREE tutoring service to grade 9-12
students who are struggling in the areas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ESL. (for New Immigrants & Low-income family
only)
Date: Sep 15 – Dec 5
Time: 10am-11:30am or 11:30am-1pm

Age: Grade 9 – 12

青少年親子課程

他跟你我一樣，身處於社會、家庭、友際的期望中，
往往對自己是誰非常迷失。透過工具和傾談，我們甚願彼
此啟發，一起走在神創造我們形像的路上更新過來。

如何善用子女青年時期與他們維持並建立良好關係，幫
助他們成為成熟，負責任的成人，培養他們良好的品格
和價值觀？

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並沒有矯情地可憐我們，祂
深知我們的光景。社區的年輕人同樣不需要我們可憐，好
像我們是他們的救世主。你我細想，他們的經歷何嘗不是
我們的經歷？即使我們沒有經歷過他們的遭遇，我們只是
不明白而已。神願意我們與他們一起同行，互相豐富對人
生的體會，聖靈更會在裡面穿針引線，叫我們認識耶穌是
誰。年輕人並不需要我們“幫助”，在歷史的時空裡，神
安排我們比他們早些出現，也
許多點碰壁、多點智慧；他
們比我們遲點出現，也許
幫我們老一點的人明白，
現今的世界是如何運作。

˙ 10月5日-12月7日. 周五晚7:30 – 9:00
˙ 14至19歲青少年的父母 (粵語教授)
˙ 費用 $20

到底，是誰幫了誰？
到了時候，你會知道的。

Workshop Part 1:
Understanding your Strengths / Saturday Oct 6, 2018
Workshop Part 2: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 Saturday Oct 20, 2018
Age: 17-25 / Workshop Material Cost : CAD$20
Online StrengthsQuest Assessment : US$19.99

Strengths Workshop for Young Adults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you make certain choices?
Why are you drawn to certain activities or subjects?
StrengthsQuest will be used in the workshop to let youth
discover and apply their strengths in daily living, study and
career path finding. It is a world renowned strength assessment tool…This tool can help you discover your strengths.
The workshop is divided into parts I and II. You need to
attend both.

（作者為105 Gibson中心青年服務主任）
2018年 8月

*查詢詳情 https://105gib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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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our Youth
Leave the Church?
Kai Mark

Over the years we see our
children grow up in our churches
engaged in the youth groups. As
they mature into their adulthood
of life, some of them continue to
embrace their faith while many
of them drop out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ltogether. The heart
cry of many Christian parents is
often related to the spirituality
of their children. I have spoken
to many parents over the years
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their children. Why do our youth
leave the church? The number one
reason may sound simple, but the
main reason they leave the church
is because they are not saved.
Some parents would argue that is was
not the case with their son or daughter. “My
son was baptized,” they would say. “My
daughter was on the worship team and the
fellowship committee,” another would point
out. “My son was even a leader on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nother would argue.
We fail to realize the spiritual activity means
nothing when it comes to salvation. Jesus
said, “Not everyone who says to me, ‘Lord,
Lord,’ sha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who does the will of my Father in heaven.
Many will say to me in that day, ‘Lord, Lord,
have we not prophesied in Your name, cast
out demons in Your name, and done many
wonders in Your name? And then I will
declare to them, ‘I never knew you, depart
from me, you who practice lawlessness!”
(Matthew 7:21-23)
So why are many of our young people
not saved? We have decent pastors with

some of the best Christian programming
and yet how could I say that they are not
saved? Some have accepted Jesus into their
hearts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Other
teens have prayed the prayer of salvation. I
am not saying that people are not saved by
praying the prayer of salvation. Some have,
but many who have prayed it are not. This
all comes down to the type of gospel that is
presented before the prayer is introduced.
The Bible shows us the gospel and
warns us about the false gospel. The Apostle
Paul wrote, “I marvel that you are turning
away so soon from Him who called you in
the grace of Christ, to a different gospel,
which is not another; but there are some who
trouble you and want to pervert[ the gospel
of Christ. But even if we, or an angel from
heaven, preach any other gospel to you than
what we have preached to you, let him be
accursed.” (Galatians 1:6-8)
In the past, we would consider the
false gospel to be given by the cults like
the Jehovah Witnesses or the Mormons.
However, today the false gospel has crept
into our Bible believing churches. We have
a prosperity gospel that is popular among
many evangelical churches today. They
talk much about the blessings and rewards
of believing in Jesus but none of the selfdenial and suffering that accompanies faith.
We have a gospel in our churches that gets
people to believe in Jesus as Saviour but
does not realize that they have to follow
Him as Lord! This kind of gospel manipulates
converts without them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must follow and obey Jesus. Even Jesus
said to those who wanted to follow Him,
“And whoever does not bear his cross and
come after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Luke
14:27)

The most harmful gospel that is
preached in many of our churches today
is a gospel without repentance. The Bible
teaches us that there is no salvation without
repentance (2 Corinthians 7:10), yet many
gospel presentations, tools, and messages
leave out repentance. Next time you hear
a gospel presentation, or use a gospel tool,
check out if they ask people to repent. You
may be surprised that some of these tools
are lacking. It is like giving the sick the
sugar and the colouring and leaving out the
medicine. When we do not preach the real
gospel, why should be surprised that they
are not saved?
Study the Scriptures to know: What is
the Biblical gospel? Study without the use of
gospel tools or tracts first. You will discover
that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is about
two things: First, the gospel i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was what
Jesus mainly talked about and we are to
seek first. Second, the gospel is about Jesus,
His life, death,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is about the King
and His kingdom. The Bible also teaches us
how we need to respond to the gospel by
repenting of our sins, believing in Jesus, and
be willing to follow Jesus. Preaching the true
gospel does not guarantee one’s salvation;
but preaching another gospel will lead one
to eternal death!
Let’s make sure
our gospel is
the
Biblical
gospel!

(The author is Oasis CCC’s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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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女讀公校或私校？
孩子如何十一奉獻？
問：如何教導孩子實行十一奉獻？


答：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
「
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
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
3:10）這些經文我們都耳熟能詳，但我們怎樣
教導孩子明白這個道理，又願意實行呢？ 很
多父母帶孩子上主日學，在課室門口給孩子一
兩個錢幣，告訴他們是作奉獻用，讓孩子學習
參與奉獻；不過，孩子很少能明白奉獻的意
義。

在孩子學習奉獻之先，先解釋以神為首；一切都是從神
而來，包括生命、家庭和工作，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要有感
恩的心。可以用該隱和亞伯的故事，使他們明白金錢是勞力
得來的報酬，為了感謝神的供應，將當得的收穫奉獻給神。
孩子長大一點，讓他們明白主耶穌的救恩。最好的回應方法
是愛神和遵守祂的誡命；凡事感恩，凡事以神為首。這是一
個最直接幫助孩子與神建立關係的方法，其他教導才有基礎
和意義。
除了教孩子奉獻，更可開啟他們理財的概念。一位傳道
所寫的方法，我覺得不錯，想介紹給大家參考。他建議給孩
子三個信封，除了一個信封給神外，一個信封是為長遠用途
的，一個信封是為短途用。長遠用途的信封是教孩子有計劃
地為將來儲蓄，例如上大學的學費，甚至將來買汽車等，讓
他們從少做一個有計劃的人。短途用的信封，他們可以用來
買零食或喜歡的東西。給神的信封除了十分一外，可以從《
聖經》中教導他們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許多有經驗的父母和兒童學者都告訴我們，父母自己的
榜樣是最有效。當你教孩子時，請你也刻意地身體力行，每
星期帶你的奉獻信封到教會，讓孩子可以在你身上學到奉獻
的重要性。每次升職加薪都要讚美神，讓孩子多經歷神。讚
賞也是很有效的方法，當他們捐得樂意時，告訴他們神喜悅
他們的捐獻，因為「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
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9 :7）孩
子與大人一樣，只要我們真正認識神，明白祂多麼愛我們，
孩子定能甘心樂意的奉獻。除了金錢奉獻外，發掘孩子的天
賦與才幹去事奉神，從而培育一個整全的基督徒生命。

林梁淑美

日公校教育常給人詬病，是否要把孩子
問：今送到基督教學校接受教育？
答：


 個父母都想給兒女最的好東西，《以弗所
每
書》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
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6:4）
父母也有責任教育兒女神的真理，使他們行在
正道上。所以父母選擇學校時，重視的不單他
們能否成材，而是他們在成長中能認識神，一
生信靠祂，將來對神、對社會都有貢獻。因此
很多基督徒父母都願意犧牲一點，送孩子到私
營的基督教學校，務求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無可否認，基督教學校有其好處，否則聰明的父母不
會花這麼多金錢去栽培他們的孩子。最大優點是由基督徒老
師，用《聖經》觀點來教導孩子。所有教材是經過篩選，是
合乎《聖經》教訓和價值觀，學校持守的道德標準都是按照
《聖經》的準則；而學生的背景大部分是基督徒，或是支持
基督教信仰的家庭，所以學校環境較單純，每班人數較小，
老師與學生比例較好，孩子會得到較多關注。我想大多數老
師都是委身，學校培育精神極高，孩子被愛包圍。學校也通
常重視社會服務，讓孩子有機會學習事奉神、事奉人，是培
育孩子的理想地方。
不過，孩子每日在基督教學校學習，他們對《聖經》教
導仍停留在頭腦上的知識，按《聖經》說：「…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
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
論；也要擊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
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申 6: 4-9）神的心意要父母
在家中和日常生活中，作孩子的屬靈引導者。
父母不能將所有教導責任完全倚賴學校的老師，父母在
家中要有美好榜樣，將《聖經》教導融入生活中；也要與孩
子一同成長，按著他們的年齡與理解力，提出世人的看法，
與《聖經》教導的分別，讓他們明白世情，能有分辨是非之
心。更要刻意安排一些非基督教機構舉辦的課外活動，使他
們可以接觸不同階層的孩子，讓他們能體會人間疾苦，而不
是單單活在完美的世界，他們的成長便更全面與完整。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抹煞公校教育也有優勢。他們有政
(接後頁)
201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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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資助和供應，資源較為優厚，學校
設備完善，有政府嚴格監管，師資優良
和專業。最大好處是免學費和免費校車
接送，又有較多課外活動讓學生自由選
擇參加。家長不用承受沉重的學費負擔
而要加倍工作，無需減少與孩子及家人
享受天倫之樂。公立學校就好像現實社
會的縮影，包括有不同階層的學生與家
庭，孩子的同學都住在同一校區，可以
建立既是鄰居，又是同學的友誼，造就
孩子將來在社會的適應力較強。
家長最關注是新性教育課程，以
及對墮胎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等具爭
議性課題，公校向學生傳講的信息。

父母的關心便成為最大的誘因，父母可
刻意與孩子傾談，將《聖經》教導與世
界思想分歧的地方與孩子詳談分析。這
樣反而會加深親子關係，使父母與孩子
從少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待孩子到青
少年反叛期，能減少因缺乏溝通而產生
的問題。因為父母才是最重要的屬靈引
導者，父母只要從小在家教導，循循善
誘，公校仍然是孩子接受優良教育的好
地方。
神造每個人各有不同，每一個孩
子都是獨特的。這間學校適合這個孩
子，但是未必適合另一個孩子。若有計
劃送孩子到基督教學校，最好是六、七

歲塑造期前，果效會更好。如果孩子已
經讀小學或以上，應好好與他們溝通，
讓他們參與意見，使他們明白轉校的目
的，務求他們有正面的經歷。無論留在
原校或轉校，請記住，一切仍會改變；
無論學校的政策、校長、老師和同學都
會變更。多關心和留意孩子的反應，忠
心用神的話語教導孩子，用自己的生命
與榜樣見證神，更要為他們懇切禱告，
求神引領他們一生，成為榮神益人的
人。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兒童事工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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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rkhamchu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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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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MCCC)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299-3399 www.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Unit 78-80 - 1177 Central Parkway West, Mississauga,
ON L5C 4P3 Tel: 905-896-9822 www.wtccc.ca

Unionville Oasis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UCCC)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L6C 2E6
Tel: 416-648-8627 www.uoasis.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VCCC)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Glengate Alliance Church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L2E 1X9
Tel: 905-650-5899 www.nrccc.ca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L4H 2Z7
Tel: 647-998-7887 www.vaughan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Priory Park Baptist Church
8 Torch Ln., Guelph, ON N1G 1V6
www.guelphccc.ca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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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27-3711 www.auroraccc.ca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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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差 傳 部 議 決 2018年 度 資 助 以 下 全 時 間
神學生：多倫多華基—章文浩；城北
華基—陳靈兒、馮約翰、林文慧、劉
茗、陸沛彤、石秀清、唐瑋澤、姚輝、
翟兆意；麥城華基—陳文茵；北約華
基 — Vincent Ng、謝倢伃；國語華基—
劉琤、張五昆；CCCC—Jennifer Guest；
非華基會友—Karis Le。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成 人基教部7月15日送書活動共收奉獻
$676.35，一半予圖書部購書用，一半贈
105 Gibson 社區中心。
2.	群 體 事 工 7 開 設 初 職 青 團 契 B A S I C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彼惜團
契，對象為在職20-30歲青年，逢周日下
午舉行。諮詢：李敏珊實習傳道claral@
tccc.ca。
3.	兒童日營和青少年營於8月7-l7日舉行。
4.	李德信夫婦8月到英國曼徹斯特之曼城宣
道會華語團契事奉，對象為當地中國留
學生，為期三年。
5.	教 會執委會已接納吳克定牧師明年退休
建議，並推薦主任牧師候選人為陳華恩
牧師，9月16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引證上
帝的預備和揀選。
6.	105 Gibson 中心：1) 8月27-30日舉辦
16-23歲青少年夏令營；營費$120，報
名 andrewc@105gibson.com。 2) 第 8
屆「足跡」步行籌款於9月22日早上出
發，報名及籌款可於9月16日前網上登記
footprints.tccc.ca 或致電905-946-8787。

3.	雷 灣原住民短宣：李維信牧師及謝禹庭
傳道帶領7位兄姊於8月12-19日前往。
4.	國/粵語堂第三季主日學於9月9日開課。
5.	青 少年事工：7月29日至8月1日舉行青
年領袖訓練營，16位青年人參加。8月
12-15日舉行4天3夜夏令營，服侍有特殊
需要的孩子家庭。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瀑布堂短宣：8月9-19日舉行。
2.	讀經快樂分享會(國粵)：9月8日舉行。
3.	28周年堂慶崇拜：9月9日。講員：陳琛
儀牧師。
4.	社 區英語班(ESL)：9月12日開課，逢周
三、四早上。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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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旺巿Toronto District Christian HS 約有40
位簽證學生，大多來自中國，9月起我們
到學校和他們有團契和輔導功課。
2.	三 位傳道人參加城北華基於7月13-14日
舉行的執事退修會。

城北—Edwin Chan、林正淇、林正達、
黃逸熙、楊羡容、梁傑瑩、李玉蘭、
張加希、Agnes Chu、Crystal Lee、
Iris Luk、Mike Pao、崔榮、侯一偉、
李文香、李敬璜、邵曾鍚、王曉波、
肖萍、張鏡儒、栗正浩、區頌恩、
陳家儀、黃雲昕、Macey Shao、
謝穎恩、謝穎晞、楊雅喬。

1.	為 英 文 堂 牙 買 家 短 宣 隊 籌 款 共 得
$ 2,693.30。短宣隊於8月9日出發，為期
兩周。
2.	暑期實習神學生楊萍於7月27日往泰北短
宣，參與當地事奉，為期一個月。

1.	兒 童 暑 期 聖 經 日 營 7月 30至 8月 3日 舉
行，20多位兒童參加。
2.	教會旅行於8月4日舉行。
3.	讚 美操每月第一、三周四晚及逢周六早
上舉行。
4.	日裔長者8月15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及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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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華基家訊》

1.	暑 期青少年團契第一次聚會，有20人參
加。
2.	7 月8日舉行特別主日崇拜，近300人參
加。
3.	7月11日暑期長者團契第一次聚會，14位
長者參加。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	教 會歷史講座「近現代基督教與中西文
化的相遇」：8月2、9、16、23日逢周
四晚舉行。講員：林榮洪博士。8月2日
「啟蒙時代的挑戰與教會的回應(18世
紀)，8月9日「近代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的
對話(19世紀)，8月16日「現代主義對基
督教信仰的衝擊(20世紀)，8月23日「當
今華人教會的發展趨勢及神學特色」。
2.	8 月 份 和 平 福 音 隊 — 東 歐 羅 姆 ( 羅 馬 尼
亞、馬其頓)：郭施彼牧師、周銳、周周
燮芳、湯明輝、湯邱佩華、羅錦德、梁
偉賢、梁嘉慧、劉玉瑛、張錫忠。
3.	2018芝加哥柳溪領袖高峰會(英語)：8月
9-10日於城北華基舉行。

1.	由7月起設「信徒心聲壁畫」，讓信徒彼
此分享屬靈生命或經歷的心聲。
2.	國 語堂8月11日舉行事奉人員退修會。
8月19日午堂為福音主日，講員︰龔越弟
兄。

奧城華人基教會

1.	國語堂7月29日培靈福音主日，講員：徐
武豪博士。
2.	國語堂8月4日 舉行讀經日營。
3.	8月14、16、21日舉辦長者夏令日營。
4.	讚美操每周五早上舉行。
5.	每月第二周五舉行烹飪班(社區外展)。
6.	兒童暑期聖經日營8月7-17日舉行。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3.	7月16日在Orillia舉行團契聚會的外展活
動。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8月5日福音主日，講員：于斌牧師。
2.	兒童暑期夏令營8月13至17日舉行，麥城
華基短宣隊前來帶領。
3.	7月13日教會正式獲政府註冊為非牟利機
構。

1. 7月1日舉行家庭崇拜。
2.	超 過20位兄姐7月14日參加了一日靈修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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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

離世
城北—唐慶華6月26日、梁耀華7月11日在
香港、葉揚7月19日在美國安息。
美堅—周漢泓7月5日安息。

人事
多倫多—洪 浩誠傳道9月5日起為英文堂青
年教牧同工。
國 語堂周元祥實習傳道9月1日起
轉為全職教牧。
國語—兒童實習傳道謝哲昊7月底離職。
旺巿—吳 老永萱實習傳道7月1日起協助青
少年事工。

聘請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出版者：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	7月教會以小組為單位，組織野外郊遊，
增進兄姐互動，也接觸慕道朋友。
2.	8月5日為教會野外崇拜。
3.	8月12日由謝安國牧師主持洗禮、聖餐和
愛宴。

貴湖—招聘秘書，每周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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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支持宣教士，莊敬傳道、謝文卉師母（工場：日本）
夏天回多倫多約一個月，向執委會教牧匯報宣教事工。

Cornerstone 華基7月前往洪都拉斯事奉。

北約華基短宣隊7月前往魁省O.J.原住民地區服事。

城北華基和平短宣隊7月前往東亞服事。

美堅華基於7月舉行加拿大國慶同樂日外展活動。

城北華基和平短宣隊7月13-30日前往巴西服事

105 Gibson 中心7月舉行「豐盛生命．
人生回賞」活力長者夏令營。

www.acem.ca
百里華基、奧城華基、旺市華基和瀑布區學生中心
於6月聯合舉辦「我愛我的家」家庭營。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