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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社會在急劇轉變中，華基教會與福音機構必須時常

長。此外，在財務和工人上，華基聯會和各華基

反思和探索，更有效地回應新世代的挑戰，完成主所託付給我

教會的角色是否可以重新思考，以致達到更有

們不變的福音使命。華基聯會今年將成立三個專責小組。

效、更靈活地走進人群、傳揚福音、建立教會，
以達致建立神國度的目標呢？

一.差傳策略小組：華基聯會過去40年來投入不少資源在普世
差傳事工上，致力支持外地宣教士、福音機構、神學教育等 三.華基聯會行政架構的探索： 隨著華基聯會執委
會中幾位資深教牧相繼退休，而在未來幾年間，
工作。時至今日，我們的差傳仍以華人事工為主導。在日益
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們是否要更積極地走向多元化、跨文

聯會同工們也可能相繼退下來。華基聯會執委會

化的差傳方向呢？隨著歐美社會日益走離基督教，這些地區

必須重新探索應有的行政管理架構，而架構務必

是否亦成為宣教工場呢？伊斯蘭教已不再限於傳統伊斯蘭國

要支持事工的將來發展。隨著差傳和植堂事工將

家，他們在西方國家已建立頗具影響力的基地；向伊斯蘭傳

可能有許多更新，聯會同工的重整和部署，執委

福音的策略，是否也應該有所調整？

會的位置也相應有所調整。華基聯會將來的成長
發展，是否需要成立一個資深的教牧團隊，作為

過往宣教和植堂事工以國界作為分野。近年多倫多華基和北

華基教會信仰的把關？作為未來工人的訓導者

約華基兩間教會已分別在巴拿馬和阿根廷植堂，都是從短宣

（mentor）？

開始到建立教會，而且更有機會繼續發展下去，甚至將來可
能在拉丁美洲推動植堂工作。如此看來，華基聯會是否應該

一口氣問了許多問題，我現在都沒有答案。請

建立差會，以便在工人培訓、關顧和督導宣教士上，能更有 你和我一起仰望神，求神帶領我們在探索的過程
效的安排？現在我們支持的宣教工場遍佈世界五大洲，分別 中，一方面學習去聆聽聖靈的聲音、去發問、用行
由各華基教會負責不同的工場，這其中是否需要有更好的協 動去回應問題。深信那信實的神必會指引我們走當
調，以致在資源互動和支援上不會重覆呢？

二.植堂事工策略小組：植堂部在過去十年有很大的發展，在堂
會的帶領下，已建立了不少植堂教會。本地植堂除了有超越
大多巿的範圍，甚至也遠至海外植堂。我們發現華人移民人
口的變化十分快（這與移民政策有關），但我們的植堂策略
卻沿用多年以前的模式：植堂牧者＋核心小組→聚會→建立
教會→獨立→建堂。
在世界各地華人移民快速增長的現況下，我們能否更快、更
靈活、更有效地植出更多的教會呢？以往以植堂牧者（一
位）為中心的思維，是否可以由一個植堂教牧核心團隊來取
代？除了核心團隊被差去植堂外，是否可以同時有短期團隊
（2年或以上）和有特殊需要或才幹的隊伍（如：兒童事工、
敬拜隊等），他們與核心團隊配合去推展當地工作呢？這些
特殊團隊也可以同時支援幾個教會，叫大家都能更有效地成

走的路。
（作者為華基聯會執委會主席，北約華基主任牧師）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多倫多華基）
崇拜時間

粵語堂 上午 8:15/11:15
國語堂 上午 9:40

飲於生命之源
多倫多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主任牧師：吳克定牧師
粵語事工：梁淑英牧師		
黃世澤牧師
孔慶光牧師		
羅燦銓傳道		
張漢平傳道
鄭李敏珊傳道
李漢宏實習傳道
羅榮發牧師（義務）
英語事工：伍健民牧師		
洪浩誠傳道		
鄧敬暉傳道
國語事工：王艾明牧師
周元祥傳道
兒童事工：林主榮牧師
林梁淑美傳道
社區中心：陳華恩牧師		
陳靜文牧師		
陳梁燕芬牧師
顧問牧師：王建熙牧師
創會牧師：高雲漢牧師 		

多倫多華基2019年執事會
主席：
呂敏華
副主席：
呂國琛
議事主席： 吳克定牧師
文書：
許祖達
財務：
馬余詠雯
粵語事工：
崇拜部： 胡妙嬋
佈道外展：周昆林
成人基教：呂國琛
關懷事工：崔國聲
群體事工：陳錦暉
Gibson事工：朱健德
國語事工： 陳穎洲、阮丁美麗
英語事工： 陳思浩、鄭愷曦 、
潘重賢
差傳事工： 鄭愷曦
總務：
呂國琛

英語堂 上午 9:40

吳克定

我們要重新重視讀經的必須性，而且要在群體中用神的話語彼此建立靈命活
潑，實踐信仰。「生命之源」源於三一真神：
1.回歸根源要飲於聖父的永恆—在舊約以色列民在曠野中缺水，神命令摩西囑咐磐
石，就裂開出水（民20:7-13;詩105:41）。這磐石就是詩人常用來形容神的永久
性和穩定性，成為我們的保障和拯救，在世事萬變的世代中是我們可以牢靠的根
源（詩18:1-2;18:31;詩89:26;95:1）；使徒保羅在新約更指向這就是靈磐石基督
（林前10:1-4）。
2.源源不絕要飲於聖子的生命—在《約翰福音》主耶穌不單用了七個「我是」指出
祂是與父神「自有永有」同在的神（約8:58），可以滿足人生各種飢餓與需要，
更能因為飲用於祂所賜的活水，而源源不絕地湧流有滋潤別人的永生表達（永生
不單是量的延長，更是質的豐盛，約7:37-38;10:10）。
3.滋潤眾生要飲於聖靈的能力—在《約翰福音》13至16章的樓房訓導（Upper Room
Discourse），主深入闡釋祂要賜下另一位保慰師聖靈，祂的內住生命、恩賜與能
力，讓我們能活水長流地祝福別人及改變文化、社區至世界（約7:37-38;徒2:1618;林前12:13）。
這能力果然在初期教會聖靈降臨澆灌開始，至今仍然澆灌下來，在乎我們有否
渴慕嚮往得著祂的充滿和更新（羅5:5; 弗5:18-20）。
今年從1月20號至4月21號一連14周主日，我們會舉辦「生之源」讀經互動，是
基教部、群體事工部、傳道部一齊合作，鼓勵全教會兄姊參與每主日早上（9:4510:45）的小組查經，以「七個我是」和「樓房上的教導」作骨幹，分享生命交流，
由所有教牧、執事和小組組長同心帶領下，好好經歷三一真神的餵養！在此期間，
教會也提供個人每天靈修資料，與主日講台題目配合。
在運動進行期間，我們也應操練一種平衡的歷程，像以色列人朝聖時的心境：
1.向上 Upward Journey：如鹿渴慕溪水，先渴慕神的同在感（詩42:1-2）。
2.向內 Inward Journey：學習內省與潔淨（詩42:5）。
3.向外 Outward Journey：變成瀑布洪濤，澎湃地祝福別人的心田（詩42:7-8,11）。
這樣我們的生命像百川匯流，亦能集體創作地成為福杯滿溢、活水江河的人
生！《聖經》有一道生命河的起源，從上帝創世開始（創2:10），卻因人類犯罪而
遏止；但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不單恢復重新開源（約4:13-14），更在最後新天
新地展現長遠壯大（啟22:1-2）。
我們現今更應領受教會復興的異象（結47:1,8-9,12聖殿重建），有一道河從聖
殿祭壇流出，愈流愈深愈廣，將死海能重現活物魚穫，兩岸樹木叢生、結果滿盈、
葉子治病、神蹟迭現，神的子民百姓成為祝福社區世人的一道源源不絕的生命河！
主若許可，我們亦積極在下半年籌辦105 Gibson中心第三期，儘力完成還有的
三個事工：基督教輔導中心、默想祈禱室、基督真善美藝術薈展廊。祈望豐富的主
供應財力、物力、人力，使社區中心繼續努力為全人福音、整全福音延伸祝福社區
的任務，榮神益人，是為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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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城北華基）
崇拜時間

粵語堂 上午8:45/11:00/周六下午5:00
國語堂 下午2:00
英語堂 上午9:00/11:00/DTM10:00

青少年英語 上午11:00/下午2:00
兒童 上午8:45/11:00/下午2:00

活出使命人生，成為健康教會
傅再恩、崔皓明、陳幹訓

城北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主領牧師：傅再恩牧師、崔皓明牧師
行政教牧：陳幹訓傳道
副牧師： 岑甘葳玲牧師
敬拜部主任：傅再恩牧師
栽培部主任：黃馮玉賢牧師
關懷部主任：陸馬潔慈牧師
特殊事工主任：張靄玲牧師
普世差傳部：崔皓明牧師（主任）
劉袁 萓傳道
何健華牧師
郭施彼牧師
粵語部： 黃馮玉賢牧師（主任）
陳宗遠牧師、何健華牧師
劉家斌牧師、黃志文牧師
葉志強牧師
楊方苑菁傳道
陳偉明傳道
國語部： 傅再恩牧師（主任）
陳琦傳道、何勇傳道
張曉燕傳道
英語部： 崔皓明牧師（主任）
Rev. Reuben Foncardas
李書靈牧師
陳陳綺梅傳道
譚任家凝傳道
周賢政實習傳道
兒童青少年部：李大新傳道（主任）
陳德志傳道
譚繆潔玲傳道
何施聰實習傳道
植堂部： 岑甘葳玲牧師（主任）
余錫康牧師、曹偉峰傳道
陳簡鳳萍傳道、劉珂傳道
溫曉璐傳道
吳老永萱實習傳道
顧問同工：陳琛儀牧師（創會牧師）
區應毓牧師、郭施彼牧師
鮑維均博士、溫偉耀博士
溫元京牧師、黃少明牧師
李思敬牧師
榮譽顧問牧師：麥希真牧師

天父帶領城北華基選定了今年的主題：「活出使命人生，成為健康教會」。首
先，我們再次同心宣告，我們要活出使命的人生，就是遵行耶穌基督給教會的大誡
命和大使命，以天父的愛為核心動力，活出五個使命導向的門徒生活。然而，我們
察覺教會近幾年，仍然在增長方面難以突破瓶頸。因此，教會決心重新打開教會增
長的核心原則，就是先要成為健康的教會。
健康是每樣生物必須有的本錢。同樣地，教會中每個門徒一旦在身心靈都健
康，就自然地活出基督生命，為主有效的工作。城北華基是一間相對有規模的教
會，從「整體策略」，「團隊建立」，到最基本的每個「門徒生命」，可說是一環
扣一環，每一部分都需要確保健康。因此，我們需要帶領教會作出必要的修整，走
向更健康的生命。
1.在整體策略（Strategic Health）方面。教會內部已經開始著手重修門徒訓練之
路—即「上壘人生」的工程。基督門徒會被更細緻及系統的被裝備，成為和平
福音（PEACE）的工人。這方面的異象（Vision）會更鮮明，價值（Value）會更明
確，方法（Vehicle）會更精練。
2.在團隊建立（Team Health）方面。教會五大部門以及粵、國、英三語不同會眾積
極落實合作的方案；加強溝通，互相扶持，彼此欣賞。我們將會看見更多部門與
部門，不同語言會眾之間的聯合聚會。為主所賜的使命上，發揮最大效應。
3.在門徒生命（Personal Health）方面。三語不同堂會的教牧將更注重講台信息，針
對會眾生命與生活種種瓶頸之突破，配合每天門徒操練。活出得勝堅韌的生命。
在禱告上經歷神改變生命的大能。
實際上，現今所有的教會，都應儘快從各種軟弱中剛強起來，從安逸中清醒過
來。依靠救主耶穌基督勝利者的生命，活出使命人生！
城北華基2019年執事會
敬拜事工： 王瑋珩、吳兆光、胡培勇
栽培事工： 門徒網絡事工－魏啟俊、丘鼎樑、譚振祥、郭文偉、林書浩、鍾義涵、和樹良
基教部－丘鼎樑、魏啟俊、黃耀東、廖志堅、江子欣、和樹良
職場事工－林書浩
關懷事工： 祈禱事工－朱德昌、陸鳴、陳廣成、陳偉賢、胡培勇		
重點事工－朱德昌、陸鳴、陳廣成、梁霍詠嫻、胡培勇
特殊事工 - 羅郭夢翩、陳偉賢、楊卓行
探訪事工－朱德昌、陸鳴、陳偉賢、陳廣成、羅郭夢翩、胡培勇
輔導事工－朱德昌、陸鳴、陳廣成、胡培勇
家庭婚姻－朱德昌、陸鳴、陳廣成、羅郭夢翩、胡培勇
佈道事工： 佈道及社區－Onny Kilapong、劉永權、江子欣、梁文富、郭文偉、和樹良、胡培勇
和平福音－黃耀東、丘鼎樑
植堂－和樹良(BCCC)、梁文富、廖志堅(ACCC)、廖志堅(VCCC)、梁霍詠嫻(NRGC)
黃耀東、梁文富、梁霍詠嫻(TRCN)、魏啟俊(DTM)
兒童青少年：兒童－崔國明、梁阮已恩、李兆華 青少年－朱德州、楊卓行、莫健業
管家事工：主席－楊健忠 副主席－丘鼎樑 文書－莫健業 總務－崔國明、李兆華、譚振祥、梁霍詠嫻
財務－陳偉賢 在線傳訊－林書浩、鍾義涵 僕人領袖－楊健忠、丘鼎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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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堅華人基督教會（美堅華基）
崇拜時間

美堅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粵語事工：李維信牧師（堂主任）
黃敏華牧師
國語事工：謝飛鵬牧師（堂主任）
許卓憑牧師
陳佳德傳道（義務）
英語事工：李維信牧師（顧問）
謝禹庭傳道
兒童事工︰阮仲謙牧師
創會牧師：高雲漢牧師

美堅華基2019年執事會
代主席：李維信牧師
副主席：黃耀華 文書：潘煒烈
財務：趙永智
副財務：湯勇
總務：楊天才
副總務：湯勇
粵語堂委會代表：黃楊惠嬌、劉婉嫻
國語堂委會代表：胥學奇、湯勇
英語堂委會代表：潘煒烈、楊天才
青年事工：謝禹庭傳道、潘煒烈
兒童事工：趙永智
差傳事工：胥學奇、李維信牧師
社區發展：黃楊惠嬌、李維信牧師、
謝飛鵬牧師、阮仲謙牧師、
胥學奇
資源中心：張艷賢
大廈共管委員會：鄭澄旋

粵語堂
國語堂
英語堂

上午 8:00/9:30/11:30          少年
上午11:15/下午2:00
兒童
上午 9:30

上午11:30
上午11:15/下午2:00

活出基督、同心同行
李維信
美堅華基2018及2019年度事工方向，都是同一個主題，為要深化實踐「活
出基督，同心同行」（Living Out Christ Together in Unity），今年教會事工有兩個
重點：
1. 活出基督、與主相連：信徒要時常與主相連，才可以活出基督，教會將於三
月舉行「40天祈禱運動」，鼓勵信徒藉禱告與上帝更親近，靈命進深，與基
督的生命更相連，建立一個美好持久性的禱告生活，同時亦鼓勵信徒建立代
禱伙伴，彼此在主裡紀念及在靈裡互相造就。
2. 與主同步、同心同行：信徒在日常生活上跟隨基督，必須時刻與主同步，亦
要與弟兄姊妹們同心同行，彼此相愛、和睦相處。因此，教會將於下半年鼓
勵領袖及信徒們參與銳意門徒訓練大會（IDMC），在個人靈命上成長，亦回
應主的大使命，領人歸主，訓練門徒。我們的禱告是教會上下，彼此以基督
的心為心，一同傳揚福音，造就門徒，直到地極，成為親朋、鄰舍及世人的
祝福。
願美堅眾弟兄姊妹「活出基督、同心同行」，榮耀天父，使萬民因得著主
基督而蒙福！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旺市華基）
崇拜時間

國語堂
粵語堂

上午9:30
上午11:15

兒童/青少年

上午9:30

在主裡合一成長，同心建立神的家

余錫康

旺市華基教會已成立五年，在神的帶領下，弟兄姐妹努力不懈在旺市傳福
音。非常感恩，神將得救及受洗人數不斷地加給我們。我們2019年重點:
•
•

Mature in Christ 在主裡成長
Missional for Christ 為主宣教

•
•

Ministry for Christ 為主事奉
Multiply for Christ 為主倍增

我們祈望在神的帶領下，在基督裡合一成長，教會被建立。

旺巿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岑甘葳玲牧師、陳琛儀顧問牧師、余錫康牧師、吳老永萱實習傳道、鄧寶 （義務）、2019年執事（城北華基）: 廖志堅

旺巿華基2019年堂委會
主席：余錫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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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 家 訊

副主席：梁求光

文書：李偉業

財務：梁求光

慶賀事工：王燕貽

*未建立執事會。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北約華基）
崇拜時間

粵語堂 上午 9:30
國語堂 上午11:15

英語堂
上午10:15
兒童崇拜 上午11:15

認識主道，活出主道，傳揚主道
北約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主任牧師： 謝安國牧師
英語事工： 黃纘舜牧師
粵語/家庭：簡朱素英傳道
國語事工： 孫嘉馨傳道
董曉鍾實習傳道
兒童事工： 余惠娥傳道
林嘉輝傳道*
特約同工： 鄧之寧傳道
陳偉盈

—25周年感恩與展望

北約華基教會於2019年踏入25周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將有一連
串的活動，一方面以感恩的心回顧神在過去的恩典；另一方面展望將來，思考如何
迎接未來的挑戰。
1月20日：

主席/總務：趙榮富
文書：侯廣霈
粵語：李建宏
兒童：陳和勳
宣教/國語：詹德思
外展/粵語：蕭展文
崇拜/國語：胥西嘉
財務/英語：李慶文
英語：許曖
社區關懷：李許靜娟

堂慶感恩崇拜。

2月9-20日： 聖地遊學團，有40多人到以色列和約但，深度經歷聖地的歷史和《聖
經》的教訓。
4月初：

北約華基2019年執事會

謝安國

執事同工退修策劃會，一起思考如何更新迎接神將來給我們的使命。

5月18-20日：25周年教會退修會，邀得陳琛儀牧師、金培基牧師和Rev.Stephen
Hawkins分別為粵、國、英語講員。
8月底：

教會開放日，邀請各堂兄妹、社區朋友參加，介紹教會並深入社區。

10月6日：

25周年感恩聚餐，邀請阿根廷、溫尼柏、貴湖和牙買加眾華基教會的
兄姊代表出席，與我們一起慶賀神恩。

我們展望將來，要效法《使徒行傳》的安提阿教會，她從福音傳揚得以建立，
在神僕以真道教導得以造就，成為一所榮耀主名的教會（門徒稱為基督徒在安提起
首）；她更樂意順服聖靈的旨意，差遣保羅和巴拿巴往外宣教，建立教會。我們需
要主賜智慧和工人，讓北約華基教會可以活出安提阿教會的生命和表現。

*部份時間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麥城華基）
崇拜時間

粵語堂 上午 9:30
國語堂 上午11:15

英語堂 上午11:15

基督是世界的光

黃維信

教會異象：信仰傳承——適切的門訓，基督化家庭，栽培下一代。
2019 年事工重點
1.讀經的文化：繼續培養弟兄姊妹讀經的習慣（查考和研究，明白和遵守真理），
從讀經中獲得亮光。盼望大家一同努力，完成兩年讀完全本《聖經》。
2.愛鄰舍的文化：培養弟兄姊妹彼此相愛，叫人認出我們是基督的門徒，生活為主
發光，為未信主的親友禱告，用行動關心他們。
3.兒童青少年的文化：栽培更多事奉兒童青少年的同工，加強與父母的溝通，鼓勵
他們成為子女的光，一同建立基督化家庭。

麥城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堂主任： 黃維信牧師
國語事工：韓志雄傳道
英語事工：何雅儀傳道
鄭鄧凝露傳道 (義務)
榮譽顧問：麥希真牧師

麥城華基2019年執事會
主席：羅陳佩珍
副主席/總務：羅詠儀
文書：林曉暉
財務：潘陳以諾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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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國語華基）
崇拜時間

國語堂 上午10:45

英語堂 上午 9:15

認識基督、重塑生命、改變世界
國語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羅梁玉玲

2019年，國語華基教會講台信息注重“做主門徒”這個主題上。我們禱告求聖靈
引導教會在今年更深認識主，栽培信徒，在社區中為主作美好見證！

顧問牧師：吳國寶牧師
教會主題仍然是回歸到《聖經》。在《使徒行傳》11章，初期教會安提阿教會的
特約講員：王成偉牧師
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如何成為「認識基督、重塑生命、改變世界」的教會模式：
國語事工：羅梁玉玲傳道（副主任）
熱心傳福音的教會（11:19-21）
劉桂英傳道
楊啟文實習傳道
安提阿教會成立前，對外邦人傳福音的行為，其實還是局部和個別事件。但11章
英語事工：李崇基牧師
20節說其中有一些來自居比路和古利奈，就是波斯的人到了安提阿後，就向講希臘
羅川傳道（義務）

國語華基2019執事會
主席：徐一洪
副主席：辛克
文書部：趙青松
財務部：莊奕輝
崇拜部：李光明、黃金虎
聖樂部：李冬鳴
傳道部：常寧
助道部：胡建斌
成人基教部：辛克
兒童基教部：于秋莉
總務部：楊基懋、崔松林
英語堂代表：韓枚

話的安提阿人、外邦人講耶穌基督的福音。這些無名的門徒走到那裡就把福音傳到
那裡，他們熱心向當地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傳講福音。基督的門徒都熱心傳福音。

充滿屬靈帶領的教會（11:22-24）
一間成長的教會，除了是要眾信徒一同火熱的傳福音，也要有領袖們對信徒的屬
靈帶領。這樣的屬靈帶領是用神的話語建立信徒，更是在聖靈引導下，把信徒帶到
神面前，幫助信徒與神之間建立生命關係，看到神律法的奇妙，以及聖靈的工作。
注重門徒訓練的教會（11:25-26）
雖然《聖經》沒有明確說他們是在做門徒訓練，但26節下半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信息：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基督徒原意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像
基督的人。現在信主的人都成為基督徒，更要成為門徒。真正的門徒是委身跟隨耶
穌、效法耶穌，並且遵行和傳承耶穌的教訓（太28:19-20）。教會的門徒訓練不是
局限在課程和教會內，而是屬靈生命關係的建立，以及生命影響的過程。
實踐愛心關懷的教會（11:27-30）
安提阿信徒從此被稱為基督徒，是由於巴拿巴和保羅用心作門徒訓練的結果！這
樣的門徒訓練，就是信徒們處處效法耶穌基督的愛和憐憫。這就是為甚麼當有大饑
荒時，29節說，安提阿的信徒們就自然而然按照自己的能力，籌集了愛心的捐款。
不僅出錢更是出力，他們差派保羅和巴拿巴，將捐款送到受災猶太地區的教會肢體
中，服事那裡的教會和有需要的人群！
基督的教會，不僅要廣傳福音，有屬靈的帶領、訓練門徒，還要實際走進社區關
懷社區，將福音的大能帶進社區，改變社區。社區改變了，國家就會改變，世界也
就改變；這也就是主給我們的大使命！（徒1:8）。

華基教會 ACEM Churches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TCCC)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Canada
www.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RHCCC)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www.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LCCC)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mccc.on.ca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MKCCC)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華基Meadows
家 訊 Dr., Markham, ON Canada
6 77 Milliken
www.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NYCCC)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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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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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www.wtccc.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Gate Alliance Church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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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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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www.vaughan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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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Canada
www.cornerstonechurch.ca

巴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Evangelica China de la Comunidad de Penonome
Miraflores de Penonomé
provincia de Coclé Panama

阿根廷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Comunidad Cristiana
Valentin Gomez 3560, Cap. Fed.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基）
崇拜時間

英語堂 上午 9:30
粵語堂 上午11:15

兒童活動（SPLASH）上午9:30

活現好消息—更像基督
盧佳定

西區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主任牧師：盧佳定牧師
外展及差傳：吳偉雄牧師
英語事工:林智偉牧師
顧問牧師：黃少明牧師

西區華基2019年執事會

自從2014年教會搬進黃金廣場聚
會，教會有了固定聚會地方接觸社區。
我們確信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是教
會的創始成終者，所以把眼光集中在教
會元首的身上，仰賴祂把教會邁向20周
年的新里程。

主席：陳汝棟
財政/英語：梁嘉恩
文書/基教：莫潤洪
關顧：鄔漢基
傳道：容啟義
總務：黃朱致欣

基督的恩典實在豐盛，祂把新朋友
陸續帶到教會，我們開始感受到地方不
足的壓力。就在這時，主為我們在黃金
廣場範圍內預備一個超過一萬尺的聚會
地方，使教會可用的地方增加一倍以
上。在安排租約、籌備裝修和籌募擴堂
經費的過程中，我們深深經歷神奇妙的
安排和供應，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按照目前進度，將於年中開始使用新堂
址。我們相信主奇妙的預備是給我們一
個呼召，要我們更忠心在社區內見證基
督，活現他的愛與榮美。所以我們期望
新一年全會眾讓神改變生命，使每一個
弟兄姐妹都更像基督。
西區華基教會的使命宣言是「進到
所屬社區見證耶穌基督，使人成為熱切
跟隨祂的門徒」。在這個大前提下，我

們今年繼續朝著建立培訓門徒文化的目
標前進，成為“著意培訓門徒”的教
會。過去兩年，我們已在講臺和小組層
面幫助會眾，肯定門徒的價值觀和學習
如何把有關信念實踐在具體生活中。
今年我們從最基本點做起，建立互
相守望支持的門徒群體。我們嘗試設立
每周舉行「門徒生活學堂」，提供門徒
基本操練培訓，在學員中組織門徒成長
小組，實踐所學和互相守望。我們在講
道主題加以配合，從《啟示錄》的信息
認識基督，學習如何在末世忠心跟隨
祂，在屬靈爭戰中得勝。此外我們善用
擴堂的機遇，加強各外展平台，並探索
更有創意利用新堂址服侍社區、見證基
督。與此同時，我們亦繼續籌劃海外短
宣旅程，探索長期宣教的工場。
這一切都有賴上帝的恩典和耶穌基
督的帥領，我們將積極推動教會弟兄姐
妹參與禱告，一同經歷禱告帶來的復興
和上帝在個人和教會中奇妙作為。深願
我們能經歷上帝豐盛的祝福。

華基聯會執委會 ACEM Council （2019/2020）
會牧：黃少明牧師
創會：高雲漢牧師
主席： 謝安國牧師
副主席：黃維信牧師
文書： 魏啟俊
財務： 鄭愷曦
基教： 吳克定牧師
植堂： 盧佳定牧師、黃耀華
差傳： 李維信牧師

社會關懷：趙榮富
媒體資源：吳兆光、謝安國牧師
英文事工：黃纘舜牧師、崔皓明牧師
特別事工：羅陳佩珍、朱德健
聯會同工（列席執委會）
行政幹事：黃劉淑玲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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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瀑布華基）
崇拜時間

國語堂 上午 10:00

寻求突破，传扬福音
瀑布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陳利瓊傳道
顧問：黃少明牧師

瀑布華基2019年執事會
主席： 徐心穎
副主席：李華
文書： 夏瑾
財務部：陳莘
敬拜部：吳尤佳
栽培部：李華
關懷部：高令秋
外展部：袁建輝
差傳部：張乃光
兒童部：蘇寶芬
總務部：徐心穎

「但圣灵若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
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级，作我的见证。」
（徒1:8）
过去一年，瀑布華基在主的带领下稳
步发展。教会三年读经计划完成，弟兄姊
妹的灵命有了稳固的根基，将来更要不断
回归《圣经》真道，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
教会2018年成功注册成为非牟利法人机
构，5月堂庆和培灵会的讲员是陈琛仪牧
师，有丰富经验的陈牧师挑旺了弟兄姐妹
事奉神，建立教会的热诚。上帝的手一直
在推动着教会往前进。下半年华基聯合第
40届差传年会和大多市培灵会的信息，更
进一步挑旺弟兄姊妹的灵命，相信教会在
主的带领下会更进一步向前迈进。
面对传福音的困难，教会今年要推动
祷告，加强小组建设，深入到社区传扬福
音。为了福音需要，教会正寻找更适合开
展事工的聚会场所，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聘请儿童青少年事工传道。
瀑布華基2019年的主题是：扎根圣言，
传扬主爱，同心合一，靠主得胜
• 扎根圣言：继三年学习全本《圣经》读
经计 划完成，教会 今 年 学习《使徒 行
传》和《出埃及记》，并使用「生命树查
经」资料做门徒训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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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 家 訊

陳利瓊
• 传扬主爱：加强小组团契主内相爱，把
相爱落实到具体的事和人身上；
• 同心合一：我们力求教会主内同工切实
同心合一，同一异象，同一目标；
• 靠主得胜：瀑 布地区属灵争战十 分严
酷，只有切 切 呼求 主 的恩 典，靠 主得
胜。
全年讲道及小组查经安排：
《使徒行
传》和《出埃及记》。
事工部门：敬拜部、栽培部、关怀部、
宣教部、外展部、总务部、青少年儿童部。
八个 查 经小组分布：Niagara Falls,
Niagara-on-the-lake, Fort Erie, Welland, St.
Catharines。
异象与目标：教会今年开始积极向外
扩展，向新社区居民传扬福音。通 过「生
命树查经」栽培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成熟，
能各尽所能，建立稳固的教会—即信仰纯
正、爱心充足、人人服侍，有生命见证的教
会，使之真正成为社区的灯塔。
继续求神感动更多有负担、肯委身的
基督徒家庭搬来瀑布地区，愿意在这里落
户生根、兴旺福音、帮助建立大瀑布地区
的教会。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百里華基）
崇拜時間

國語堂 下午1:30

粵語堂 下午1:30

屬靈 DNA:
百里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岑甘葳玲牧師、陳簡鳳萍傳道、
曹偉峰傳道
2019年執事（城北華基）：和樹良

百里華基2019年堂委會
主席：陳簡鳳萍傳道
副主席：劉立新
財務：劉軍
文書：張江文
總務：王炯
敬拜：崔海
栽培：劉立新
傳道：韓翀
關懷：林安
兒童青少年：張劍

*未建立執事會。

教會健康、身心健康、福音廣傳

陳簡鳳萍

2019年百里市華基教會的重點是：教會健康、身心健康、福音廣傳。要建立一
間健康的教會，就必須恆常提醒信徒教會的使命、不斷培育信徒的靈命、不住推動
大家廣傳福音，讓更多人認識神。所以在1-2月裡，我們專注分享「如何建立一間
目標導向的教會」，教導會眾「教會的使命和功能」。接著3-6月的教導側重「基
督徒的品格和生活守則」。我們將會研讀《箴言》，引導信徒活出應有的品格和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至於7-12月主題是「福音廣傳」，我們將藉著《使徒行傳》的教
導，讓會眾更積極地向親友鄰里、甚至向不同民族的人傳福音，使好消息傳遍萬民
萬族。
為了配合以上的主題，我們將有不同的培訓（例如：如何作福音探訪、如何作
有效的個人佈道），並與其他植堂教會一同舉辦柬埔寨短宣，學習到海外為主作見
證。至於個人靈命成長方面，去年我們建立了一個微信群組，鼓勵全教會弟兄姊妹
一起讀新約。今年我們繼續推動弟兄姊妹讀舊約，並且在祈禱會後加上「門徒靈命
進深課程」，盼望透過一同查經，大家成為更成熟、更長進的信徒。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貴湖華基）

真知道祂
去年是贵湖华基迈入教会生命的第
二个年头。我们就像刚刚学会走 路的小
孩，尽管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但天父总是
在我们身旁，鼓励、安慰、并搀拉着我们
走过许多坎坷不平的道路，越过人看来似
乎不可克服的艰难险阻，平安度过了2018
年！过去一年更是贵湖华基经历神莫大
恩典的一年，神借着忠心的仆人们用祂的
话亲自供应我们，不仅使我们个人的生命
日渐成长，还将传福音的负担放在弟兄姐
妹心中，将得救的人数多多加给我们。
展望2019年，我们深知摆在我们面前
的道 路不会平坦，将要面临的挑战也巨
大，但凭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信
心，我们坚信靠着那家给我们力量的神，
我们凡事都能！
贵湖华基愿意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
心的属灵群体，去年主题是「连与基督、
效法耶稣、活出基督、传扬基督」。然而，
对照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尤其是

崇拜時間

國語堂 下午3:00

曹榮
执事团队，还有许多要被神进一步破碎、
改变。当我们在神面前共同反省时，知道
自己的问题都出在不 真正认识神、不 真
正认识耶稣基督。感谢神，祂借着谢牧师
给我们新的一年的努力方向，也就是贵
湖华基2019年主题：真知道祂！
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同心在神的
面前，顺服圣灵的引导，更多认识耶稣基
督。愿我们不仅停留在认识耶稣基督是神
这样的知识上，也不停留在守律法的虔
诚里；而要正真认识祂，让祂真正做我们
个人生命的主、教会的头。真正从心里敬
拜祂、效法祂、活出祂的品格。每个人都
从我做起，甘心乐意服事祂并祂的教会，
靠祂得胜，因为「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
强行事。」
（但11:32）当我们如此行，神的
大能必降在我们中间，贵湖华基也必走
在神的旨意当中，周边的人也必认出我们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被祂的爱吸引并归向
祂。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貴湖華基2019年教牧
顧問牧師：謝安國牧師

貴湖華基2019年堂委會
主席/敬拜：曹榮
財政：張樹高
基督教育：張炬平
青少年/兒童主日學：黃優優
總務/行政：鄭世澤

*未建立執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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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城華人基督教會（奧城華基）
崇拜時間

國語堂 下午2:00

粵語堂 下午3:45

背十字架跟从主
奧城華基2019年教牧團隊
岑甘葳玲牧師、溫曉璐傳道
2019執事（城北華基）：
廖志堅、梁文富

奧城華基2019年堂委會
主席：溫曉璐傳道
副主席：王迪/趙善騰
財務：楊炳光
文書：李錦輝
敬拜：王迪
栽培：楊炳光
關懷：姚琳、何敬良
傳道：李錦輝、谷永芳
管家：崔晨、馬軍
兒童/青少年：王美華、馮約翰

*未建立執事會。

严 格 来说，主 耶 稣 所 颁 布 的 大使 命     
（太28:18~20）并不是单单传福音，而是
使人作门徒。不过，传福音和使人作门徒
本来并无分别——每一个接受福音成为基
督徒的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跟随主的门
徒！
在新约《圣经》中，并没有基督徒和门
徒的区别，甚至是先有门徒的称谓，后有
基督徒的说法：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
阿起首。」
（徒11:26）但是因着人的软弱，
在今天的教会中，“基督徒”与“门徒”之间
的鸿沟愈来愈深——只是信耶稣，作一个
基督徒，拿到一张天堂的门票，很多人已
经心满意足了；至于遵行主道、奉献生命、
以基督为中心、肯背十字架等等这些生命
的功课却愈来愈被忽略了！
主耶稣却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
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太10:38）
「凡
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
门徒。」
（路14:27）若我们既不配作主的门
徒，也不能作主的门徒，那我们还是主的
门徒吗？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吗？可悲的是，
今天在教会里有一大群不是基督徒，却自
以为是基督徒，喜欢十字架的拯救，却逃
避十字架代价的人！今日教会的一大使命，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Worship 9:30 a.m. / 11:30 a.m.
Ministerial Staff 2019
Lead Pastor:
Rev. Andrew Lau
Discipleship Pastor: Rev. Steve Shaw
Pastor of Group Life and Christian Ed: Rev. Jeremy Tao
Youth Pastor:
Rev. Kevin White
Executive Church Board 2019
主席： Derek Lee
副主席： Linda Lam
財政： Chris Kostopoulis
文書： Carol Yeung
HR：
Kevin Ko
委員:
Jennifer Guest, Ariane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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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晓璐
是把弟兄姊妹带回十字架的跟前，把十字
架的真理活现在弟兄姊妹的生命与生活
中！
教会最重要并不是有多少人决志、受
洗，而是有多少人肯立定心志背着自己的
十字架跟从主！这就是奥城华基2019年，
以至于今后所要努力的目标——为主造就
有十字架生命的门徒！这个目标并不仅仅
针对教会里的成年人，也针对我们的孩子。
世界势必愈来愈败坏，将来孩子们所要面
对的时代，一定比我们更黑暗、更艰难、更
背道！但神把这宝贵的产业托付给我们，
乃是要我们传承信仰，为主栽培虔诚的后
裔。所以我们定意要在孩子们的生命中打
上十字架的烙印，因为只有十字架才是世
俗洪流中，他们生命小舟坚稳的锚！
教会 盼望在2019年大力推 动门徒 训
练，藉着讲台信息的传讲，藉着祷告的操
练，藉着信仰的生活化，藉着小组的训练，
藉着家庭事工的推动，更藉着生命影响生
命的门训原则，使奥城华基成为“门徒训练
营”，使每一个家庭成为“门徒训练之家”，
使这里每一个蒙神所爱的子民，无论大人
孩子，都能「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
（弗4:23~24）

海外植堂：巴拿馬

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巴拿馬華基）

領人歸主、熱愛神家
巴拿馬華基2019年教牧
陳暉鴻牧師

巴拿馬華基2019年職員會
主席：陳遠軍（內部事工）
副主席：張集安（外展事工）
文書：甘小明
財政部：朱曉意
崇拜部：張國權
兒童部：廖燕霞
總務部：侯玉明
Aguadulce: 吳記又又
Coronado: 羅秋霞

陳暉鴻

去年教會按著主題「領人歸主、熱愛
神家」有一個新里程碑。超過一半的肢
體能夠完成新約的讀經計劃，職員會的
同工們也學習查考《聖經》；同時也在
Coronado地區學習實踐帶領查經。在禱
告生活上學習跪下禱告，同時也記載禱告
事項，在主日崇拜中數算主的恩典，藉此
鼓勵肢體們多禱告倚靠主。在敬拜生活上
也經歷神的祝福，從遠至一個多小時的
Coronado肢體們回來一起敬拜也穩定多，
甚至也參與學習事奉。在領人歸主的實踐
上，也看到神的祝福，新朋友到來，甚至
參加恩愛夫妻營，以至有人決志信主，實
在感謝神的恩典和聖靈的工作。2018年滿
是神的祝福，教會註冊完成，現在等候證
書（類似商業登記證）。在購地的事情
上，神厚施恩惠和鼓勵，在經濟低迷的環
境中，信心認獻加上外地教會的支持，我
們可以歸還超過一半的欠款，同時也支付
牧師三分一的薪金。願將一切榮耀歸於聖
父，聖子，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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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因此仍然鼓勵肢體們一起實踐主耶穌基
督的吩咐，才能多經歷神的恩典，也能得
蒙神的喜悅。因此按照教會的需要，事工
的展望如下：

2018年是一個起步，進入2019年，教
會的主題仍然是「領人歸主、熱愛神家」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主啊！事工雖然艱巨，但主的恩典並
不減少。願主親自成就，彰顯衪的榮美。
阿門。

1.推動靈修生活：使用網上舊約的讀經計
劃，藉著微信幫助肢體學習靈修生活。
2.推動禱告生活：鼓勵肢體記下禱告事
項，彼此分享、數算主恩和感謝神。
3.實踐敬拜生活：鼓勵肢體一同親近敬拜
神，使身心靈在主裡得享安息。
4.實踐領人歸主：推動友誼聚會，分享生
命的見證和神的福音。
5.學習熱愛神家：受浸的肢體都學習參加
教會的事奉，同心建立教會。
6.鼓勵青少年參加二月份巴拿馬的中西文
青少年營，也鼓勵他們參加六月份的英
文青少年營。

海外植堂：阿根廷

阿根廷華人基督教會（阿根廷華基）

認識主道，活出主道，傳揚主道

謝安國

2019年是阿根廷華基教會事工發展的新里程碑！
1月1-3日：教會舉辦首屆夏令營，有60多位弟兄姊妹到Santa Clemente三天兩夜共
度假期，謝安國牧師主講信息，以《哥林多前書》13章為基礎，勉勵兄
姊活出愛的生命，建立彼此相愛的教會。
3月10日： 教會三周年堂慶，林享旺傳道榮休。
7月底：

冬令兒童營。

阿根廷華基2019年教牧

8月：

留伯源牧師上任為教會的主堂牧師，與謝安國牧師、詹德思長老、趙榮
富長老及同工會一起事奉。留牧師在阿根廷有多年牧會經歷，與師母同
心事主多年。8月也舉行福音特會，向教會附近超巿、批發店舖等華人
同胞傳福音。

主任牧師：謝安國牧師
長老：詹德思長老、趙榮富長老
傳道：林享旺傳道（三月起退休）
牧師：留伯源牧師（八月起上任）

教會主日崇拜去年講完《創世紀》，今年開始講解《出埃及記》，更深體會神
的拯救，明白神的說話。此外，教會今年將推動小組事工，建立以家庭為基地的支
持小組，讓會友的靈命在生活中得以成長。我們相信，神要在2019年帶領教會走向
新的里程，祈禱神帶領眾人生命成長，勤讀《聖經》，每天與主同行，活出基督，
傳揚基督！

阿根廷華基2019年同工會
陳碧妃、廖倩寧、劉偉、蘇少梅、
曾慶鏵、張鑑敏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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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器盛大恩
卑微的器皿
作為長女，我在八個孩子的大家庭成長。小學畢
業前，父親因工傷從高處摔倒，需長時間醫治而不能
上班，家中經濟頓成問題，我便到電子廠工作以支持
家計。我自小夢想成為護士，於是晚上到英文中學就
讀，追求更美好的未來。
在工廠遇到天主教徒，跟隨她去聖堂參加彌撒，
感到上帝同在。在上帝的憐憫和恩典下，我終能入讀
護士學校。在醫院幾年辛勤工作和加倍用功學習，以
第一名畢業。這不是我敢作的夢，但實現了！這個生
命里程碑後，貧窮卑微的我加添信心，希望追求更大
的夢想。
在香港政府醫院工作幾年，我儲錢支持自己出國
留學。當我在加拿大亞省愛蒙頓讀書時，遇到一些基
督徒朋友，看到他們認真學習《聖經》明白真理後，
無論在生命、生活上都有改變。我反問自己：修女眼
中乖巧受教的我，為甚麼卻沒有活潑的靈命？我開始
尋求認識基督，要真實地親近神。
就在第一次查經班上，我悔改重生了！「你們得
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9）我哭著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驕傲自大和倔強；
我將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看成自己努力的成果。我接
受耶穌基督成為個人救主後，立志向病人傳福音；又
願主引導我一生事奉榮耀祂！

門徒的訓練
我參加青年團契，常唱團歌《將你最好的獻與
主》和讀團訓：「…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羅12:1-2）詩歌和經文深藏心中，每次誦
唱都有強烈感覺，好像上帝在呼喚我。我的人生目標
漸漸起了變化，開始學習每星期四禁食祈禱，尋求上
帝的指引。
我每周三次參加查經班尋求真理，一年後在愛蒙
頓浸信會受浸，並在教會學習事奉。最高興能參加導
航會門徒訓練，每周有《聖經》學習和傳福音訓練；
屢屢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奇妙見證。半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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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梁燕芬
半讀完成學業，我兼職家庭護理和養老院護士。我會為
病人唱詩歌、讀《聖經》和祈禱，也常有人信主！在職
場有很多機會照顧病人，在他們身心疲乏時帶領他們與
主相遇。
1977年，我參加了加西冬令會。唐佑之牧師為講員
之一，他像是團契的精神導師，悉心教導和鼓勵我們要
事奉上帝，詳解《約書亞書》1章1-9節，這使我決心準
備成為神的僕人，又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
奉耶和華。」（24:15）我真誠祈求上帝，為我準備未
來的配偶同心事奉上帝。大會中我接觸到海外基督使團
（OMF）宣教事工，第一次認識戴德生宣教士的故事，
他的宣教生命感動我。我寫了一張紙條：「親愛的主，
我願意奉獻身心事奉 。無論 放我在哪裡，我願全時
間事奉。1977年12月28日。」主給我大使命的召喚如此
響亮！畢業後，我領受神的話，回到香港還福音的債。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
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126:5-6）

宣教的人生
神垂聽禱告，我和丈夫陳榮基牧師結婚同蒙祝福，
建立家庭，為神國度努力。我們在母會九龍城浸信會學
習事奉，並先後完成神學碩士裝備。我們為日本人祈
禱超過10年後，便帶著七歲的天健和三歲的天信兩名
兒子，前往日本北海道札幌，成為OMF宣教植堂的開拓
者。我完成兩年日語培訓，開始日本人的平岡福音基督
教會。主讓我們經歷從零出發，只有信靠依賴上帝同行
的開荒。在十年跨文化的國際隊工中配搭事奉，我們受
益良多，主恩真美妙！
回港後，因母會推行按年齡組別牧養的關顧策略。
榮基和我負責耆壯事工，兩年後組建了四個團契，訓練
義工，組建關顧大使團隊，鞏固關懷新來賓和新加入的
信徒栽培。上帝幫助我們謙卑配搭服侍。在回港頭八個
月，有超過百人信主和受浸歸入神家。能夠在30多位同
工團隊中事奉，我覺得很蒙恩，也有很多學習。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
你。」（創13:17）我從靈修領受主的帶領。2000年，榮
基就任華傳的加拿大主任，全家搬到多倫多！
在上帝的恩典和華基聯會支持下，我有十年半時間
在頤康護理中心兩間院舍作開荒院牧。我邀請和培訓多

Reflections on Unionville Oasis

倫多50多所教會和五間日
本教會，200多位義工前來
探訪長者，帶領敬拜和團
契。在眾牧者和信徒大力
支持下，有百多名長者公
開接受洗禮，榮耀歸神！
蒙神引領，我來到多
倫多華基教會事奉，牧會
五年多後，主讓我進入
105 Gibson社 區 中 心 開 拓
耆壯事工，得到教牧同工
和信徒們的大力支持和鼓
勵，「豐盛生命學苑」和
「活力長者夏令營」等事
工都有美好的進展。老化
成熟是一個屬靈旅程，樂
齡長者可以活得精彩，也
會成為教會發展的新動
力。
我祈禱U3A（ University
of Third Age，第三齡大
學）終身學習理念模式在
「豐盛生命學苑」中推
展，並發展成為耆壯人士
提升自我、發展潛能，擴
闊視野、運用技能、靈性
提升、使命人生，同步邁
進的豐盛生命；又創建和
諧社區，祝福社群，榮耀
歸神！
（作者為105 Gibson社區中心
耆老事工主任，1月12日
接受按立為牧師）

It was earlier in 2018, I expressed to the
leadership of Unionville (Oasis)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of my desire to retire from
the pastorate. They asked me when I was
thinking of retirement and I told them the fall
of 2018. The leadership asked me to stay on
until the end of last year. Today I am officially a
retired pastor.
The one thing that kept me from retirement
was, Unionville Oasis. After all I did start the
church 15 years ago. We did see most of our
children grow up together serving the Lord.
We did produce at least one pastor and one
missionary with the potential for more. We did
bring many to Christ over the years and have
baptized 69 believers. Unionville Oasis was my
baby and I could not decide what to do with
Oasis when I retire. Then the Lord gently told
me that it was not my decision to make. In
August 2018, Unionville Oasis met to decide our
future. The decision was that we will dissolve
the church at the end of 2018. Last Sunday
(Dec 30, 2018), we had our last service at Pierre
Elliot Trudeau High School with an attendance
of 77 adults, 17 children. Our offering for that
last Sunday was over $12,000. We went out
with a bang.
There are two images of the church in Bible.
One image is the church that gathers. In Acts 2
we discover that the New Testament gathered
for the apostle’s teaching, for fellowship, for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for prayer. The early
church was in awe with the signs and wonders
that happened among them and they shared
everything. They met to praise God, yet there
was not a musical note mentioned in this
chapter. The church met for spiritual reasons
unlike many who meet for social reasons
today.
The other im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the church that scatters. In Acts
8:1 we read that a great persecution broke
out against the church and they scattered like
seeds in the wind. What we read in Acts 8:4 is
that those who had been scattered preached
the word wherever they went. In Acts 11:19 it
reads: “Now those who had been scattered by the
persecution that broke out when Stephen was
killed traveled as far as Phoenicia, Cyprus and
Antioch, spreading the word only among Jews.”
The Lord scatters His church so that His word is
spread.

Kai Mark

from the scattered church. The first lesson
is that the spreading of the word (gospel) is
a priority with God. It seems that God rather
have His church scattered spreading the Word
than to have His church huddled together, not
spreading the Word. It is interesting that the
first few centuries of the early church, they
were scattered spreading the Word. The second
lesson is that the church community was never
meant to be permanent. This may get a few
pastors mad at me, but God did scatter His
church. Name a New Testament church that
exists today. We recognized that churches
have helped the growth of many youth, elderly,
young couples, children, newly married,
singles, and many others in their stage of life.
Most of us if not all of us grew with different
church communities in our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It is very rare to find a person today that
only knows one church community from cradle
to grave. I would more feel sad for him not to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varying Christian communities throughout
one’s life. The third lesson is that since the
church communities are not permanent, what
is eternal is the kingdom.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to pray,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Matthew
6:10). He told His disciples to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Matthew
6:33) There needs to be more of an emphasis
on the kingdom than the importance many
give to the church. Ever wonder why Jesus
talks about the kingdom over 100 times in
the Gospels and yet only mentions the church
three times? When we started Unionville Oasis,
Oasis stood for Open to God,
		

Accepting of people,

		

Serving the community,

		

Imitating Jesus,

		

Sensitive to seekers.

An oasis is a place for the desert travelers
who will refresh themselves and move on. It
was never a place where you would build a
home and start a family. We at Unionville Oasis
have been spiritually refreshed for the past
15 years. It’s time to move on and spread the
Word. We will meet again in reunions and in
glory. We did not die, we just stopped meeting
on Sundays.

There are three lessons that we should learn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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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華基教會各堂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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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湖

*海外植堂華基教會
巴拿馬
貝諾諾美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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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

3

阿根廷華基

6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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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4

-

Pe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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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城北DTM-Downtown Markham一堂多址聚會於2018年10月開始。
* 資料由各堂提供，奉獻數字未經核數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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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 Cross Conference 1月2-5日在美國Louisville舉
行，差傳部資助12位兄姊參加（多倫多華基2
位、美堅華基1位、北約華基9位）。
2. 按牧團查問信德小組去年11月6日一致通過，
按立多倫多華基陳梁燕芬傳道為牧師。聖職
典禮1月12日下午在多倫多華基教會舉行。
3.聖經領譯：感謝神供應及兄姊支持，為剛果民
主共和國巴利民族的聖經翻譯工作，華基各
堂會共籌得$60,315。

1. 執事就職禮1月6日主日各堂崇拜舉行。
2. 1月13日為教會32周年堂慶培靈會，講員︰馬
英傑牧師。
3. 國/粵語第一期主日學1月13日開課。
4. 去年10月為印尼賬災收集$1,670，已透過世
界宣明會轉交捐款。
5. ESL英文班1月12日早上開課，歡迎報名參加。

1. 去年12月2日會員大會通過2019年財務預算和
執事選舉。
2. 12月16日完成14次《登山寶訓》主日學。
3. 12月23日舉辦音樂特會，紀念耶穌的誕生。
4. 1月開始「初信造就課程」成人主日學，預計
4月完成。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1月20日為教會25周年堂慶。
2. 讚美操：逢周五早上舉行。
3. 英文堂十多位兄姊年初分別參加在美國舉行
的Urbana Cross Conference。

多倫多—鄭港進、戴美莉、吳文傑、吳陸麗
霞、梁錦成、許舒曼玲、梁王燕薇、梁
穎姬、李漢宏、葉彪、葉梁少馨、沈國
榮、陳思遠。
城北—劉曉莉
西區—陳英南、陳黃肖冰、梁志文、梁黎美
華、黃詠雯、丁謝智慧、Andrew Lam,
Edith Ting, Wilma Ting, Derek Kiang,
Rebecca Trinh, Tommy Lui。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受浸

1. 成人主日學1月新課程：扎根與建造、使徒行
傳及保羅書信研讀、王國的建立—舊約歷史
書通讀、異端與極端 。
2. 1月13日為任命主日，委任2019年度執事及各
團契職員。

多倫多—黃榮焜、歐陽清毅、楊桂英、楊思寧、
蘇曉瑩、甄仲權、吳火山、蔣開顏、吳靜
敏、馬航、袁承業、熊順發、Amy Lee,
Brandon K. Y. Lee。
城北—陳惠恩、陳雪麗、陳曾月崑、張余婉
儀、張智成、程艷玲、趙中元、鄒凱
欣、顧問、李培豪、梁淑華、吳家麒、
吳美蓮、顏珮琳、農偉芬、曹慧珊、
胡文傑、Penny Yao、陳宏功、Michael
Hor、Brian Leung、胡芷其、國語部：
陳大衛、馮越、高仁雄、韓麗萍、蔣伯
濤、蘆敏、孟磊、孟銀寶、糜虹、潘亞
鴦 、 Jason Qin、 王 德 玉 、 黃 向 陽 、 謝
鳴、俞蕾蕾、趙詠梅、鄭惠娥、Ashley
Chan, Christina Luu, Bella Sun。
美堅—布懿文、陳迎娣、沈慕貞、馮榴娣、周澤
滇、王璐依、趙剛、龐大凡、李華、曹
頤、陳瑤、周雪蓮。
北約—張穎。
國語—林斯久、陶萍、朱穎茵、Jack Xu, Ryan
Wu。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2018年12月2日舉行第43次會員大會，472人
出席（佔會員人數58.4%），議案結果：a)
以96%
通過2018年9月16日會員大會會議記
錄。b)以95%通過2019年財務預算。c) 以87至
95%通過2019-2020 度執事。
2. 成人基教部「生之源－讀經互動」運動：配
合 教 會 主題及1至4月《約翰福音》講道系
列，提供講道經文及討論資料，以分組形式
由教牧、執事和小組長在主日早上進行共14
次讀經互動。
3. 第 一 季 主 日 學 課 程 （ 除 「 生 之 源 － 讀 經 互
動」外）：羅馬書（國語）、信仰探索、新
生命新生活、基督生平、嘉年班。
4. 吳克定牧師和孔慶光牧師於1月23日至2月1日
前往巴拿馬貝諾諾美華基教會主領8周年堂
慶。短宣成員：鍾謝桂芳、鍾張麗玲。
5. 傳道部之啟發課程「人生的機緣巧合」3月19
日至5月7日逢周二晚舉行，讓未信者認識基
督教信仰，課前提供晚餐，費用全免。
6. 105 Gibson中心：a) 剪髮及古法線面籌款活
動，逢主日下午舉行，收益全數支持中心服
務。b)本會與服務露宿者及有需要人士機構
Mosaic Interfaith Out of the Cold合辦「寒冬
送暖傳愛心」，1月20日至3月31日每主日下
午至周一早上提供免費服務。義工事奉電郵
jzhong28@hotmail.com。c) 豐盛生命學院 「良
辰共慶賀榮壽」於1月19日下午進行。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2018年12月執事會議決通過，從慈惠奉獻撥
出加幣$40,000捐贈下列機構：Light Patrol及
360 Kids(各$2,500)幫助烈治文山市流浪街
頭的青少年，加拿大晨曦會($5,000)幫助成
人及青少年戒毒，Yonge Street Mission及Scott
Mission(各$7,500)幫助低收入人仕，食物銀
行 ($15,000) 幫助窮困家庭。
2. 會 員 大 會 ： 去 年 1 2 月 1 6 日 舉 行 ， 共 1 , 6 4 4
位 會 員 ( 7 1 . 0 8 % ) 投 票 ： a) 9 7 . 3 2 % 通 過 接
納教會2019年度經常費預算$6,056,540
。b) 96.17%通過接納教會2019年度建堂費預
算$1,128,720。c) 98.84%通過委聘Stephen PF
Chui Professional Corporation為教會2018財政
年度的核數師行，並就該財政年度進行核數
程序。
3.兒童詩班在教會內報佳音：12月9日及16日。
4. 2019歲首祈禱周「活出使命人生，成為健康
教會—連繫與復興」1月15至17日舉行。

1. 2019教會主題：基督是世界的光。
2. ESL英文班 1月暫停。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會員大會通過接納2019年財政預算，授權執
委會有需要時可從經常費撥款到建堂基金，
並重新委任2018年度核數師。
2. 讚美操每月一、三周四及周六早上舉行。
3. 活力人生每月第二、四周四早上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完成自2016年1月開始至2018年12月所制定的
三年讀經計劃，帶領全教會將《聖經》完整
讀一遍。今年使用生命樹查經資料作為全教
會主日學和小組查經教材。
2. 12月24日教會舉行平安夜敬拜，有唱詩、青
少年兒童節目，並預備禮物和茶點。
3. 12月30日舉辦辭舊迎新新年愛宴，兄姊攜帶
美食共享主內交通。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去年12月12日兄姊到商場、社區中心和超市
門口等，派發聖誕崇拜聚會單張。
2. 去年12月16日兄姊參與食物銀行捐贈食物活
動。
3. 去年12月23日下午聖誕崇拜聚會，之後有感
恩分享和愛宴聚餐，共132人參與。
奧城華人基教會
1.2019年新一屆堂委會名單已經確定，並獲城北
執事會通過。
2.12月23日教會舉行聖誕福音主日崇拜，有聯合
詩班及兒童部獻詩。
3.平安夜舉行「神家我家齊來報佳音」聚會。
旺巿華人基教會
個人讀經兩年計劃：每星期聚會，兄姐帶領答
疑，解釋和總結上周各章經文，並督促兄姐按計
劃完成個人讀經。先試點新約讀經計劃。

新會員

離世
多倫多—岑陳銀煥於12月9日、朱劉惠芬於12月
12日、梁美志於12月14日在溫哥華、胡
惠嫻於12 月26 日安息。
城北—張筱嫻於11月19日、雲吳芷君於12月16
日、張仁官於12月17日。
人事
多倫多—葉建明於12月4日起請為半職粵語堂行
政助理。
城北—李強去年12月11日起為國語部部份時間
事工助理，一年合約。陳陳綺梅傳道請
辭，2月28日離職。司徒元亨傳道回應呼
召到士嘉堡社區服侍，1月31日離職。
國語—行政秘書黃袁萬儀2018年底離職。
Oasis—麥禾皆牧師自1月起榮休。
聘請
國語—聘教會行政主任，有意者電郵履歷
search.tmccc@gmail.com

華基 聯 會記 事 簿
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www.acem.ca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華基聯會按牧聖職典禮12月按立美堅華基阮仲謙傳道為牧師。

阿根廷華基1月首次舉辦夏令會，謝安國牧師主領。

社區關懷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國際福音協傳會新任同工去年底到訪華基聯會，共商差傳事工。

貴湖華基去年首次獨力籌辦聖誕音樂會。

Urbana18在美國St. Louis舉行，差傳部資助6位教牧及69位兄姊參加。

Unionville Oasis 華基麥禾皆牧師今年1月起退休。去年12月30日為最後一次崇拜，分享文章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