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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學做

教會屬靈領袖

「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為大。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
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
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
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
的。我在磨煉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們。』」（路22:24-28）
在今日的社會或職場，每個人都被要求做
大小不一的領導者（Being Leader）。做一
個成功的領袖，便要致力建造別人做領袖

陳琛儀

明白做領導的三個層面
The Core of Leadership

（Building Leader）；當人人都在不同崗位

一.甚麼是屬靈領導（The WHAT?）

上做高低不一的領袖時，要做領導者的領

從《聖經》的人物來看，屬靈領袖都是認識神的人，又常與
神對話和親近。《聖經》領導的研究中，學者Robert Clinton認為：
「領導者領受了從神賦與的能力和從神而來的責任，努力實踐並完
成神所交託給他們的使命，從而影響神所特定一群屬神的人。」1

袖（Leading Leader），可以說是最艱難的
任務了。
至於教會的領導，會有甚麼特點呢？如何
做合神心意的僕人領導、如何培訓大小的
領袖？怎樣才是討神喜悅的隊工配搭？信
徒又應該如何看待不同的領導者、怎樣才
是正確的態度？讓我們從《聖經》中再三
思想，學做一個謙卑的屬靈領袖。

我們熟悉的《聖經》人物，例如：約瑟、摩西、約書亞、撒
母耳、大衛、但以理、尼希米、保羅、巴拿巴、提摩太，都是神重
用的教會領袖和屬靈人。人既被稱為領導者，就必須有跟隨的人，
領導和跟隨者互相配搭，在不同的情況下作工，建立普世福音的國
度。

二.屬靈領導是如何影響別人（The HOW?）
每一位真正的屬靈領導，他們都看重神的話語，
並且願意時常親近那些與神相交的人。透過與主建
立關係，他們懂得如何以同樣的關係去影響和帶領別
人。按著領導者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有不同卻合一
的領導方式，善用「得力方法」並明白「屬靈權柄」
的真正意義。
多年以來，我領會了甚麼是得力的源頭。要得
力，領導者必須先得到同工長執們的信任，而信任是
來自願意開放地一同商量、一同尋求答案，並非“一
言堂”要別人跟從。信任也是公平地按著同工們的資
歷和能力，共同合作，不偏心看重有能者而輕看較普
通的人。領袖的責任是愛護大小同工和弟兄姊妹，找
機會發揮他們的潛能，給各人都有機會一起合作，完
成神給教會的使命。人人有份，彼此讚賞，是教會士
氣高昂的源頭。
領導者又必須有一個重要的瞭解，就是明白屬靈
權柄（Spiritual Authority）的真義。一個人的權柄雖
然多少透過職位（Position）而來；有某個層面的職
權，就可以有某些權柄作決定。我後來卻明白，真正
的屬靈權柄，其實是神藉著弟兄姊妹所給與；他們因
為看見領導者認識神和信靠神的經歷，有聖潔謙卑的
生命榜樣，以及神所賜與特別的恩賜和能力，就歡歡
喜喜給領導者權柄帶領教會，成就神的異象使命；而
領袖長遠得力的源頭也在於此。
今日的領導學強調「關係」，事工團隊講求彼此
之間的連結關係；透過互相信任，大家有親密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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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領袖無論要傳遞創新異象或推展艱難事工，就能
事半工倍。這好比一個爬山的團隊，領袖走在前頭作帶
領，隊員一個個跟在後面；其中巧妙之處，整個團隊的
每個成員都有繩索互相牽引。那條繩索就是人際間的關
係，前面的領袖既是引路，又可以拉後面的人上山；後
面的人得著指引和扶持，自然歡喜快樂跟著向上爬。

三.為甚麼要做教會屬靈領導（The WHY?）
領導者的價值觀能直接解答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耶 穌 的 話 ：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10:10）是鼓勵我參與全時間事奉的呼召
和價值。這節經文後來更幫助我明白作僕人領袖的一
個模式，就是教會的屬靈領導好像是一個球隊的教練
（Coach），帶領球隊以奪標的心態去比賽。
我們是在屬靈的爭戰中，建立教會如逆水行舟，不
進則退。如何作屬靈的「教練」呢？我思想教練的工作
必須有這七方面：
1.招募有技能的好球員（Recruiting）。
2.推動隊員相信這支隊伍有異象和託付（Motivation）。
3.教導他們每一次比賽都是有價值的，雖然賽事有勝有
負，但是每場比賽都是新的機會，不必過份責怪自己
（Momentum）。
4.建立士氣（Morale）公平公正，人人有份彼此欣賞。
5.每場球賽的準備和建立合宜的策略（Game Plan）。
6.有彈性、有能力在比賽中作必須性的調整
（Adjustment），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出賽。
7.有全隊的大小慶賀，也有與個別球員的慶賀、祝賀和
鼓勵（Celebration）。

大家可以細心思想，一位合神心意的教會領導，可能都會勤力做
這七件事。

實踐做領導的三道門
The Doors of Leadership 2

一.瞭解實況（See the Reality）
作為領袖，最大的責任是認識他所處周圍環境的現況。怎樣可以
瞭解真實的現況？我想應該有以下三方面：
• 話語傳達（Words）：作為教會領袖，務要先對教會現況有清晰的
瞭解，並將從神而來的異象方向，清楚地向跟隨他的人解釋，告訴
信徒事工策劃的輕重，絕不能模稜兩可或隨便了事。例如：信徒固
然要愛主愛人，卻總不能因循每年都是教會主題。
• 行動實踐（Actions）：領導者要以身作則，用行動見證影響別人。
例如：在可見的將來，加拿大可能迎接新一代移民潮，領袖可以帶
領教會以佈道事工為來年重點，他自己又切實地領人歸主，努力向
人傳講福音。
• 存疑解惑（Questions）：教會領袖有時也會遇到澀手的難題或煩惱
的事，甚至不知道如何是好。這時他要謙虛坦白與同工們分享，並
一齊尋求解決的方法；可能這時也會成為同工們一起信靠神恩典的
機會。

聖工時常會面對重重困難，但是不
必灰心喪志；只要默默耕耘，必能
結出果子。從神領受了異象，必須
與長執教牧先分享，然後與整個
教會分享，推動全體會眾接受這異
象，並且一起洞察是否神的心意，
鼓勵教會要抓緊每一次的機會，領
人信主，建立信徒；切忌把自己的
異象抱負強逼教會接受。
領袖還要建立合宜的團隊和事奉方
法，常常與禱告的人多作等候和檢
討，彼此幫助，看別人的事工如同
自己的事工一樣，要從大圖畫中看
整體的益處為著眼點，常常有喜樂
的報告，慶賀要成為教會的文化。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創會及顧問牧師）

二.僕人領導（The Servant Leadership）
領導是事奉神，也是服侍人；又常以負債人的心態自比。以前我
不懂得如何製做機會給長執同工們一展所長，也不知道如何給同工們
有勤勉的工作檢討（diligent performance review & feedback）。後來
我才慢慢明白，作為僕人領袖的重點，就是「…惟有彼此相愛，要常
以為虧欠…」（羅13:8）
如果領袖從來沒有幫助人，沒有看見跟隨他的人如何成為神使用
的器皿，沒有給跟隨者得到生命發展的機會；沒有供應他們資源、地
方、機會；也沒有給他們放手、鼓勵和問責，那就是虧欠了跟隨者；
他們也是枉然與這樣的領袖同工。

三.感謝的心（The Thankful Heart）
作為領袖，後面自然有跟隨者，這不單是個人的榮幸，也是因為
得到別人的扶持和跟隨者的幫助，才能成就領袖的成功。讓我們多感
恩，多說：「謝謝您！」多去慶賀神所賜的成就或大小的教訓，力上
加力，同心感謝成為美好的團隊。我自己感到事奉主有喜樂，自然能
吸引弟兄姊妹多求問神，或許神也呼召他們成為事工隊伍的一員。
註:
1.“A leader, from the study of Biblical leadership, is
a person, 1. With God-given capacity and, 2. With
God-given responsibility, who is influencing. 3.
Specific group of God’s people. 4. Toward God’s
purpose for this group. “
– Robert Clinton
2.“Leadership is an Art”, by Max De P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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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衷、牢記使命

吳克定
吳克定

假如你過去兩年常跑中國，你發現「不忘初衷、牢記使
命」這口號式的標語在各處都出現。對於華基教會，明
年一月就是慶賀45周年，我們的「初衷」、「使命」又
是甚麼呢？無論你是老華僑還是新移民，從起初事奉
主的信心和使命，是否至今仍然堅定不移？《使徒行
傳》20章記載保羅在宣教旅程中，與以弗所的長老分享
自己的事奉原則，既是離別的真誠勸勉，也是鼓勵教會
領袖們有所學效，忠心事主。

一.奉獻心志（Dedication）
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蒙召奉獻，自此謙卑服侍主，
熱心傳道；他切切顧念群羊，為同胞骨肉之親和外邦
人靈魂得救常迫切流淚：「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
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應當儆醒，紀
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徒
20:19,31）耶穌道成肉身，體恤我們的軟弱，明白人生
的甜酸苦辣，他也為世人的失腳犯罪流淚；為選民應在
聖殿敬拜的耶路撒冷流淚：「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
城，就為它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
的事⋯⋯」（路19:41）
回想我自己奉獻作傳道，也是從眼淚中出來。36
年前當我信主不久，剛有自己的診所做醫生，有一件悲
劇卻發生在我家中。我大姐在香港是很成功的女強人，
卻婚姻失敗，患上嚴重抑鬱症而跳樓自殺。當我收到這
消息時崩潰了！就在那一天，我的牧師，也是我的恩
師，高雲漢牧師馬上跑來診所為我禱告。高牧師的安慰
中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你今日經歷的人生苦難，莫
非日後上帝有重任在你身？」我想來想去，醫好人們身
體的疾病，也逃不了死亡；人心靈的病要怎樣醫治呢？
只有耶穌基督赦罪的恩典，才是拯救世人的福音！
神慢慢訓練我凡事謙卑，做醫生15年後，我賣了
診所全職事奉。起初做傳道人有點不習慣，以為多做幾
年就會好轉；誰料難處還是很多，甚至還會被人中傷，
不過有時我也傷害了別人；我求神赦免，也學習原諒
人。事奉主的人生充滿眼淚，我學習與哀哭的人同哭，
與喜樂的人同樂。有時一天之內要主持紅白（婚喪）二
事，不過無論是喜慶或哭泣，我都是憑良心有真實的感
情。事奉主不盡是錯敗的痛哭，也有喜極而泣的快樂，
我看見信徒成長、事工有果效、經歷神的大能，都不禁
讚美歡呼！不過每當我略有成功而沾沾自喜時，樂萍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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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總在旁提醒我，”It’s all from the Holy Spirit!（全是聖靈
的工作）”

二.完成路程（Determination）
事奉主可學效賽跑員的忠心，有時跑手起步很
好，卻不能保持狀態到終點。校園時代許多年輕人熱
心事奉，到中老年仍委身事主卻寥寥無幾。保羅說：「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
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3:12-14）這真是基督信仰的吊詭性，究竟是誰在
追誰？是信徒竭力追隨主，為要得到獎賞；還是主一直
在追趕尋找失喪的人？信仰事奉的人生肯定是長跑，你
昨天好愛主好熱心，不保證你能堅毅到底，時間才是最
好的明證。
有一次，我差點想辭職不做牧師。1998年我做主
任牧師不久，準備帶領多倫多華基教會全體信眾由士
嘉堡區搬遷到萬錦巿，這是一個很大的計劃，不單工
作艱鉅，我還受到很多誤會。我身心疲累，打算辭職
不幹；惟一擔心多年沒當醫生，若重操故業能否勝任。
那時我剛好要到美國馬鞍峰教會，參加由華里克牧師
（Rick Warren）主領的會議。我腦海雖然已有辭職信的
內容，但也想學些東西便前行。幾天會議的最後一堂，
敬拜小組唱詩歌 ”Don’t quit（不要放棄）” 很揪動我的心
靈。到華里克牧師上台，他沒有先講道，卻對會眾說：
「台下幾千人，我看你們大多是傳道牧師，你們來這裡
都是受傷的，我猜很多人都準備辭職吧？你們到前面
來，我為你們禱告，不要放棄！」立時幾百人緩緩走到
台前，那個情景我仍歷歷在目，因為我正是其中一人，
我流著淚與眾人一起彼此代禱。我沒有放棄，是上帝幫
助我繼續前行。
後來約十年前，我想推動105 Gibson社區中心項
目，與同工們商議用560萬貸款買教會後面的相連地。
那時有人以為我瘋了，閒言閒語說我不傳福音，要搞社
會福音了；我感到很委屈和洩氣。這時教會有智慧的老
人家鼓勵我：「吳牧師，不要怕，你的靈要往前行！」
原來這句話是來自《聖經》：「…我的靈阿，應當努力
前行。」（士5:21）每當我事奉感到疲乏，總喜歡頌讀
邊雲波老師的《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是自己的
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
上來奔走。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並非出於無奈，相反

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寧肯叫淚水一行
行地向內心湧流，遙望著各各他的山頂，就是至死也絕
不退後！」
就是這樣，我一直堅持到如今。我鼓勵愛主的信
徒領袖要時常一起同行，彼此激勵和禱告，忠心走完主
所託付的路程。

三.盡忠職守（Diligence）
保羅用了六幅圖畫表現事奉主的堅毅和能力：
• 會計師計算代價：「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
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
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3:8）事奉神的人都曉
得計算代價，以前我做醫生每天大約看50多名病人，
有多少收入可以清楚計算；但是認識基督為至寶後，
一切就可丟棄當作有損的。
• 賽跑手完成終點：「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
後4:7）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賽跑手一樣，努力奔跑不會
半途而廢，務要走到終點贏得獎賞。
• 好管家為主投資：「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林前4:2）主給各人有不同的本事，我們要好好
運用自己的恩賜和才能，為主所用造福人群，人生要
有美好的發揮，不要埋藏恩賜而浪費掉。
• 作見證恩典福音：我們就是主的見證人，帶著基督的
馨香，在本地或世界各地傳講悔改的福音：「當向神
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徒20:21）我們又靠著
聖靈和禱告的能力，釋放世人一切罪惡的捆綁，帶領
世人將信心放在耶穌基督裡。

• 作先鋒為主宣告：保羅素常在信徒中間來往，從不認
為自己是主角，只是主的開路先鋒，走在前面傳講神
的道和救恩真理（徒20:25）。施洗約翰認定「祂必
興旺，我必衰微」正是我們的事奉態度。
• 守望哨警告危險：「⋯⋯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
不在我身上。」（徒20:26）我們是守望的哨兵，將生
死之道警戒世人，勸戒他們認罪悔改離開惡行，他們
若悔改便救了自己的性命；他們若不聽，必死在罪孽
中。我們如此行，是救自己脫離不傳講真理而被定罪
的後果（結3:17-19）。
事奉神的人領受職事，不會缺神的供應。「如今
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
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20:32）保羅有許
多親身的經歷，似乎要死卻是活過來；似乎悲哀卻常常
喜樂，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
我的傳道事奉也常常有奇妙的經歷，看見神豐富
的供應。記得有次為105 Gibson 擴建籌款，因為數目龐
大，費煞思量。這時突然有位謙遜的姊妹表示，她願意
捐55萬加幣作對等籌款，於是籌款數字很快就達標，那
是何等奇妙！
教會的事奉領袖甘心樂意忠心擺上，委身事主，
有牧養的心腸，就永遠不欠神的群羊。「務要牧養在
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
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彼前5:2-3）事奉者要傳講不偏不倚、正確無偽的真
理；勸導世人快快向神認罪悔改，信靠主耶穌基督。
(接後頁)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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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約書亞記》看
四.證明福音（Dissertation）
基督徒要證明福音的真實，不能單憑
口講，也要以生命來演譯，在公在私言行
一致。「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
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徒
20:20）我時常鼓勵教牧同工無論多忙碌，
仍要做探訪的工作，去到信徒的家中、職
場或醫院，表達主內真誠關懷，是愛護群
羊的表現。
培訓門徒素常是華基教會的事工異
象，有優秀的門訓裝備，才有能幹的帶領
領袖。「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
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
的教會⋯⋯」（徒20:28） 領 袖 有 真 智 慧
辨別是非，就能隨時儆醒防範各種危險：
「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
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
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應
當儆醒。」（徒20:29-30）
最後，事奉的人也要提防種種個人的
罪性。「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
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
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
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
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
有福。」（徒20:33-34）保羅不是驕傲自
恃，他不單對神的真理有豐富認識，他更
謹慎自處，不貪錢財、不自私自利，卻勤
力不懶惰，是我們學效的榜樣。他辛苦勞
碌一邊織帳棚維生，一邊到處傳揚福音：
「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
做工…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
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若有
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
今日在社會上有很多貧苦軟弱的人，
他們有各種難處，正等待我們伸出援手。
教會作為愛的群體，我們能否在社區作光
作鹽，有基督憐憫的心，有「施比受更為
有福」的胸懷而加以協助？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顧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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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的生命特質
謝安國

《約書亞記》第一章起首說：「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
（書1:1）這句話說出約書亞成為以色列人的新任領袖，有兩個
很重大的挑戰。摩西是無與倫比的領袖，面對法老而不畏懼，40
年來領導頑梗的以色列人，在曠野艱苦飄流而不氣餒。約書亞現
在要繼承摩西作領袖，這是何等大的壓力啊！此外，摩西還有沒
完成的事，就是帶領百姓進入神應許的迦南地，這事交給約書亞
去成就，真是又大又難的工作啊！
面對這些挑戰，約書亞得著從神而來的應許和指引，他盡忠
職守，完成使命，帶領數目龐大的以色列人排除萬難，進入應許
地並安居下來。在《約書亞記》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重
要的功課，更深瞭解作一個屬靈領袖的生命特質。

一．約書亞作領袖的基礎在於神
摩西死了，耶和華曉喻約書亞說：「⋯⋯你要起來和眾百姓
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書1:3）約書
亞的職份是來自神的命令，是耶和華曉喻他、叫他去做這又大又
難的事。神不但呼召，更應許與他同在：「我怎樣與摩西同在，
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書1:5）
神的呼召和應許，帶來順命的回應：「只要剛強，大大壯
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
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
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
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書1:7-8）約書亞的事奉是出於神
的呼召，他不害怕，是靠神的應許；他成功的秘訣，是謹守遵行
神的律法。
在30多年的事奉生涯中，我多次面對困難，感到害怕想退
縮，感到無助想用自己的方法；感到疑惑而前路茫茫不知所措，
惟想起當年神的呼召，想到事奉主必須走在神的路上、思考神的
道、活出神的道；更想起主耶穌確實的應許：「我就常與你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一股生氣便油然而生，從失
望灰心中再次振作起來，繼續奔跑事奉主的路。

二．約書亞認識自己不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以色列百姓過了約但河，過了逾越節，面對的挑
戰便是耶利哥。耶利哥城牆堅厚，他正在思量如何攻城
之際，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
面站立，約書亞詢問對方的來意，他回答說：「…我來
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
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書5:14）
在人看來，約書亞是百姓的領袖；但是在神看
來，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不是約書亞，是神的使者，是耶
和華自己。耶和華吩咐約書亞攻城，是繞城七次並吹號
角等（書6:1-11），這聽起來都是有點匪夷所思的軍事
行動，但是約書亞卻是毫不疑惑，完全遵命而行。
作領導的人，很容易犯一個毛病，就是以自己當
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自居，全是自己想策略、自己推
行、自己自己⋯⋯忘卻一個屬靈領袖的首要自我定位，
就是自己是主的僕人，神才是帶領者。作領袖的人，必
須學習忘記自己，全心全意去聆聽神的聲音，去察看神
的方向，去謹守遵行神的旨意。
在過去事奉的經歷中，走了不少冤枉路，往往都
是未能體會耶和華軍隊是元帥，不是自己，乃是耶和華
自己。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自己甚麼都不做，甚麼都不去
想；乃是要多去禱告、多去尋求神心意、多學習聆聽、
多學習順服。

三．約書亞正視罪
以色列攻下堅城厚牆的耶和哥，在面對人少的艾
城，應該是垂手得，為甚麼他們在艾城一戰中卻初嘗敗
績？「⋯⋯眾民的心消化如水，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
和以色列的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俯
伏在地，直到晚上。」（書7:5-6）耶和華告訴他問題所
在，就是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神的吩咐，取了當滅
之物，又偷竊，又行詭詐；耶和華又吩咐約書亞必須把

當滅之物除掉，不然就不與他們同在了（書7:10-12）
。當下，約書亞遵旨而行，叫百姓自潔，按支派、宗
族、家室，最後找出罪的源頭，原來是亞干犯了罪。
耶和華是聖潔的主，祂的百姓要活在聖潔中；屬
祂的僕人也要自潔，才能帶領百姓走在聖潔的路上。我
們若心存詭詐，心中仍有貪婪與惡念，又豈能成為神的
器皿？又豈能代表神帶領百姓進入神的應許之地？
我們若不在神面前有真誠的悔改，深深體會自己
其實一無是處，全靠耶穌基督十架寶血的救贖，又如何
成為神恩典的出口、流通的管子？我們若不自己謹守追
求聖潔，又如何帶領屬神的子民自潔，作外邦人之光？

四．至於我和我的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完成神給他的使命，在年邁時向百姓道出
他的遺命，勉勵他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的事奉
他」（書24:14）。約書亞語重心長的向他們說，若是
「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
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
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然後他自我表白說：「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這
句話總結了約書亞一生的心志，就是要事奉耶和華；不
但他自己，他全家的價值和目標也是如此。
作為一個屬靈的領袖，會有許多引誘，一不小
心，會轉去追求名利、權力等偶像。我們所追求的，
不是人的嘉許，不是人的喝采，不是人的認同；不是要
建立豐功偉績，流芳百世，也不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王國
而沾沾自喜。我們乃是為了一件事：事奉耶和華！事奉
神就是我們最大的喜樂，得見主的道興旺，信徒得以造
就，教會被建立，神的名被高舉，我們就喜樂；得到主
說：是良善又忠心的僕人，我們就滿足了。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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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兒當自強 强
「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一個出名的女人，是難上
加難；做一個出了名，偷稅漏稅後又不用坐牢的女人，是
只有范爺才能搞定的難。」1 當著名女演員范冰冰轟動一
時的“陰陽合同偷稅漏稅”案件以雷聲大、雨點小方式草
草了結後，這句調侃式的幽默便在互聯網上流傳。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這些話的前半部分已經家喻戶
曉，成為千家萬戶茶餘飯後的話題 2。不僅因為這出自曾
獲金雞與百花雙料影后、兼百花三連冠影后，個人財富位
居《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45位、離過三次婚的話題女王
劉曉慶，而且她的確道出同時代許多職業女性的心聲。

女性大逆襲
以不同時代作縱向比較，必須承認當今女性承擔的責
任，遠比她們的長輩要大。因為從封建年代夫為妻綱而三
步不出閨閣的家庭婦女，到大躍進年間走出家門撐起“半
邊天”3 的勞動女性、“不愛紅裝愛武裝”4 的颯爽英姿，
更逆襲為職場上叱叱吒風雲的“白骨精” 5。無數的中國
女性不斷與時俱進突破自我，實現從舊時代的弱女子，到
新時代女強人的華麗大變身；同時還要扮演著賢妻良母的
角色，工作之餘還要顧家，不可謂不辛苦。
令人沮喪的是，許多男性在實現自我提升這事上似乎
慢了半拍。於是“陰盛陽衰”和“女強男弱”等社會現象
應運而生。
以大學為例：當年筆者就讀電子工程專業，全班70人
中雖然只有九位女生，但八位成績位居前十，令男生無比
汗顏。以職場為例：論學歷、資歷、能力和職位，職業女
性並不在同齡男性之下，在一些強制男性服兵役的國家（
例如新加坡）猶為明顯。
女性愈能幹，男性就愈容易自卑。尤其在婚戀問題
上，許多大齡“剩男”缺乏自信，因為“剩女”在各方面
都很優秀，成為名副其實的“勝女”。熱播電視劇「歡樂
頌」的女金領安迪曾感歎：「女人啊，時代發展了這麼多
年，卻依然只有忍和鬧兩條路可以走，好像沒有男人就活
不下去一樣，真是唏噓。」「都挺好」的蘇明玉更直截了
當：「錢可比男朋友更能給我安全感。」男人如果不長
進，女人又怎敢托付終身呢？
註：
1.網友對范冰冰的戲稱
2.劉曉慶：“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一個出名的女人，是難上加難”
3.毛澤東：“婦女能頂半邊天”，1955年
4.毛澤東《女民兵題照》，1961年
5.網絡用語：意即“白領”、“骨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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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傳道

“陰盛陽衰”、“女強男弱”的教會？
“陰盛陽衰”及“女強男弱”等現象，同樣發生在教
會圈子裡。
陰盛陽衰，是指會眾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不論已婚
還是未婚，都是姊妹多、弟兄較少。這不僅對師母、以及
女傳道人有更高要求，而且對教會的男性牧者和長執們來
說，既要當爹，又要當媽，甚至當媽的時候比當爹還多。
不過試設想：如果家長風格過於“陰柔”，這個家是否難
免有點“娘娘腔”呢？
與“陰盛陽衰”的教會不同，有些教會盛產女強人。
君不見詩班裡弟兄寥寥無幾，還湊不出兩個聲部；主日學
老師（尤其是兒童主日學）、關懷部，幾乎清一色是姊
妹；參與團契、小組、禱告會等活動，弟兄們好像僅扮演
司機的角色。有些弟兄在家凡事有勇氣、有擔當，當仁不
讓是一家之主；奇怪一回到教會，便自動倒後檔，不合時
宜地搞女士優先，秀其所謂的紳士風度。

男兒當自強
使徒保羅說：「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
可苦待他們。」（西3:19）弟兄該站出來的時候卻往姊妹
身後躲，弟兄應該承擔的時候卻讓姊妹去承擔；這不叫紳
士風度，而是“縮頭烏龜”！
《創世記》開宗明義地闡明上帝賦予男性與女性有不
一樣的使命：「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創2:18）可見個人英雄主義並非上
帝的期望，祂期望弟兄能欣然接受姊妹的幫助，平等合
作，共同完成主的囑托；而不是推卸責任，讓姊妹獨當一
面成為孤膽英雄。所謂女士優先的社交禮儀，怎可作為屬
靈事奉的原則？無論在家庭或是在教會，弟兄都應該主動
承擔屬靈帶領的責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
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弗5:23）
男兒當自強，路要自己走。當摩西和保羅功成身退之
日，約書亞和提摩太預備好了嗎？盼望上主興起更多華基
教會的弟兄們委身立志，為神擺上。
男兒當自強，在奔向標竿人生的跑道上，已經落後的
弟兄們，要趕快迎頭追上，勿讓姊妹們在前方等候太久。

透过《诗篇》23篇
对侍奉的一点反思

何勇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

们牧者的概念，并深植在他们属灵生命中。记得一位

托付我了。」
（林前9:17）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神赋予他传

弟兄的分享，他对妻子讲：
「我会努力用主的爱爱你，

福音的职责。同样，我们在教会做传道人，既然神将牧

但只有在神那里才能有完全的爱。」自己今后也要像

养的职责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当尽职、尽责、甘心情

这样，在这方面不断提醒和强调。不要用我自己属灵

愿将这份职责坚守到底。从2010年开始在城北华基国语

生命的状况和肉身的局限，成为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

堂的侍奉，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身

锅盖，或称为瓶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检讨自己，

体与灵里的软弱，但最让我胆颤心惊的，是担心自己所

让自己真正谦卑下来，时刻儆醒自然而然生出的骄

做的事，是出于自己的血肉而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还以

傲，这样才能让神的能力在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出祂的

为是在神的心意里；到头来一切都是草木禾秸。

荣耀来。

前些时候，有机会探望一位属灵长者，就此事讨教

三.要用神的眼光了解羊的需要。要知道自己的有限，要

他，他给出很好的建议：用《诗篇》23篇作为镜子，时常

知道神才是真正的牧者，并不等于可以妄自菲薄，找

检讨自己的侍奉。他自己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有很多

理由不承担神交托给自己的人生使命。我們要清楚

的收益。我们大家熟知《诗篇》23篇，也是我最早能背下

神给自己的职责，并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成为

来的几段经文之一。但以往都是从被牧养的羊的角度去

合祂心意的牧养工具。既然真正牧者是神，我们是

读，去认识我们的天父是怎么的一位神；卻从来没有从

工具，所以如何牧养主的羊，就不能按我们自己的看

牧者角度去思想、去学习天父如何牧养祂的羊。最近，我

见，而是要按着神的看见。「耶和华是我牧者」后，也

尝试从这个角度思想这章《圣经》，圣灵在我里面工作，

列出了羊的需要，羊需要餵养（溪水、草地），羊需要

让我有所得着。下面分享对第一节所做的一点反思：

平安（安歇、躺卧），羊需要艰难中的陪伴（陪），羊需

一.要放弃“奉献”的心态。这里的奉献是带着引号，不是
指要把自己的生命、生活的全部献给神，被神所用，
而是过去时态。自己走上全职侍奉，认为自己已经舍
弃很多，包括世人以为好的事业、名声、地位、金钱、
舒适和享受等等。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要得胜时的鼓励与欢呼（宴席），羊需要行错路时的
提醒（仗、杆、走正路）。这是神为我列出的牧养事工
清单。我在思想具体弟兄姊妹的牧养需要时，就要按
此一一对照，看看他处在那种境况下，如何成为神的
工具，按神的方式去牧养。

其实，我要充分地认识到神让我现在所拥有远远超

用牧者的角度思想《诗篇》23篇，让自己真有不少的

过自己的“奉献”。神给我现在侍奉的机会，完全都是

得着。每次重新思想时都会有新的看见。自己侍奉的道

神的恩典。如果我不能放弃已经“奉献”的心态，就很

路还会很长远，愿意在神的心意里建立自己。我们牧养

难用一个平和的心来面对事工中的艰难。当被同工和

弟兄姊妹，不单单是用一些神学和《圣经》知识，而是

弟兄姊妹误解时，就更加觉得满肚子的委屈，就会觉

要面对自己和弟兄姊妹们的真实生命，用自己的生命去

得受伤。只有知道自己并没有为神做什么，才能用感

牧养；不单单是做一份事工，更重要是真实活在他们中

恩的心踏踏实实的来服侍。

间。牧养事工的核心就像主爱他们一样的爱他们，
《诗

二.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牧者。同样是对「耶和华是我牧者」
的反思。好像这个道理自己以前就知道，但问题是，
在每项事工中，在牧养弟兄姊妹的过程，是否能真正
体现出这个真理、能带有这个元素？其实一切侍奉的
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与神建立这种一对一

篇》23篇处处看到神的爱。神在我最近的灵修中给了一
节经文：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
是神给我最近要操练的爱的功课。愿在主的爱中，成为
合神心意的器皿，成为神手中的“牧者”。
（作者為城北华基教會國語堂傳道）

的牧养关系，确实的让弟兄姊妹们建立起神才是他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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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加拿大聯邦大選十問
問：各大政黨政綱各有利弊長短，很難取捨，輪流每次投
票給一個政黨，這最公平簡單吧？
答：每次大選，除了從各大政黨中挑選一個成為執政黨
外，選民也可以對現時執政黨有所評估。執政黨要
在選民前展示政績，說服選民給他們連任的權利。選
民可以從過去幾年中，在領袖能力、價值、法制、經
濟、貿易、外交、環境等領域，給執政黨評分是否合
格；若然不合格，選民就可從其他政黨中，挑選一個
與自己價值理念和對加國社會前景有利的政黨。
不過，選舉過程也包含情緒因素。若選民對執政黨極
度失望，以審判懲罰的方式去投票，結果往往出人意
表。例如90年初，安省自由黨第二任期剛過了一半，
就召開省選。在宣佈省選前，輿論都指向他們會再次
連任，殊不知省民有懲罰式投票，把自由黨趕出省議
會，也沒有投給第二大黨保守黨，反而支持新民主
黨，讓當時的新民主黨黨魁有意外的驚喜。
問：這麼多政黨、多麼複雜的政綱，叫我迷糊，但不想浪
費手中一票，跟隨家人、兒女意願好嗎？
答：誠然大選過程頗為複雜，尤其對第一次投票的選民來
說，很容易會頭昏腦脹。不過我們可以參考不同報
章、網站或權威時事評論人的意見，作為我們投票的
幫助；每個人的理念往往受其本身的政治立場影響，
沒有純中立的觀念。在選擇接受某種投票指引之先，
選民要考慮指引來源的真確性（太多假消息）、可信
性（個人誠信）、其立場和選民的立場是否相乎等。
問：我們去投票站投票，是選人或選黨呢？
答：加拿大政制分別屬巿、省、聯邦；巿的選舉對民生有
直接的影響（例如垃圾收集）。至於聯邦大選，選舉
結果影響選民的程度看似不如省和巿，但是因為聯邦
政府所支配的宏觀發展、外交貿易、國防、能源等議
題，其影響涉及每個加拿大國民。由此看來，各選區
投票在聯邦大選的角色，就是選出執政黨；所以選民
選「黨」比較重要。
在過往的選舉中，魁省選民要懲罰自由黨，卻不願投
保守黨，大舉投了新民主黨，有些候選人預料自己勝
數不高，根本沒有舉行區內拉票活動，選民也不知他
是誰，卻仍當選為國會議員。話得說回來，我們也要
去瞭解各候選人，明白他們的背景、經歷、理念，甚
至品格，作為投票的考慮因素。
問：我們是華人，選民要投票給華人候選人嗎？
答：一個稱職的國會議員，必須包含許多因素，例如價值
理念、能力、語言表達、幹勁、熱誠、胸懷、理想
等等。華人候選人自然比較瞭解華人的議題，在政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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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映；但這不一定是決定性因素，我們必須全面評
估，君不見有些華裔議員連英語都說得不清不楚，又
怎能反映選民需要，如何發揮影響力呢？
問：我們是基督徒，要投票給基督徒候選人嗎？
答：這與前一個問題類似，稱職的國會議員若有虔誠的基
督信仰，以服事神的心志，服務社會和國家，當然
是美事；但是單有信仰或價值，卻缺乏溝通能力，沒
有團隊精神，又如何有效地發揮信仰的影響力呢？此
外，我們還要注意「基督徒」這名號對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意義。在大選期間，要慎防人帶著「基督徒」的
稱號，旨在瞞天過海，想吸收信徒的選票。最好是選
民組成一群人，邀請候選人親自和他們對話，在大選
期間，候選人珍惜每一票，必定前來赴約。若對方推
辭不來，選民就可以看清楚對方的真面目了。
問：我們是華人，政黨必須親中才選他嗎？
答：不錯，我們是華人；不過，我們不是住在中國的華人
啊！我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建立家庭，在這裡成
長，我們的關注首要從加拿大的利益出發來評估各黨
的政綱。中國是大國，也是加拿大的重要貿易夥伴，
政黨對華政策當然不能忽視，但是對中國有利的事，
不一定對加拿大有利，這是每個加國華人必須面對的
事。在加拿大的聯邦大選，我們要帶著唱 O Canada
的情懷，為加國未來的遠景投下神聖的一票。
問：除了投票外，我還可以做甚麼？
答：加國民主制度需要每一個公民參與，才能保持。選民
除了在投票站投票，更可以按自己的時間，為支持的
候選人助選；或逐家逐戶派發傳單，或幫忙打電話，
或在投票日監票…這些體驗對作為移民來說，能幫助
我們更深入、更實際瞭解何謂民主制度。當你愈投入
參與，你會深深發現民主制度不是書本上說得這麼理
想化。民主制度是人為，有人的參與，就有腐敗的機
會。好人多參與，它就會更好；好人不參與，壞人就
會把它弄壞。
問：我參與助選時，作為基督徒要注意些甚麼？
答：加拿大選舉是有法可依，無論在捐獻、競選行動上都
有仔細的法律規管，每個選區競選涉及數百到數千名
義工，很容易出現營私舞弊、破壞抹黑等行為。基督
徒參與這些行動，必須嚴守法則，與違反真理的行為
隔絕，若發現選舉團有就這樣的行為，也要向候選人
反映。若教會兄姊分別支持不同候選人，更加要謹慎
自守，不能互相攻擊，弄虛作假，必須按規矩公平競
爭，盡力而為；同時交托給神，讓神來作主。在競選
路上是對手，在教會裡仍是弟兄姊妹，在彼此間仍是
朋友。

大使命
小人物

華基聯會第41屆差傳年會
2019年10月17日至27日
問：大選期間可邀請候選人分享政綱嗎？
答：首先，在教會的主日敬拜中，主要是
敬拜神，宣講神的話，不宜變成政治
化的活動。若教會想弟兄姊妹瞭解候
選人的政見，可特別舉辦候選人答問
大會（all Candidates Meeting），切
記必須請所有候選人在同一時間、同
一地點出席，不能每次只請一位。此
外，教會也不應動用教會資源支持某
一個候選人，這樣做除了會觸犯教會
作為慈善機構的法則外；更重要是，
可能把教會拉進政黨政治的漩渦中，
實為不智。教會可以提供各政黨的資
訊，但不能指示應投甚麼黨。教會可
以從《聖經》教義分析不同議題，但
不能指引該投甚麼黨。教會應該鼓勵
弟兄姊妹去投票，但不能指示去投那
一位。
問：基督徒支持的政黨當選，執政後卻有
不合宜政策，我還要忠心對黨嗎？
答：基督徒選民效忠的，不是政府、不是
政黨，乃是神！我們參與投票無論結
果如何，都要監察政府，從神的話語
為基礎，發揮先知角色，對不合宜的
政策予以批評，對不好的政策予以反
對。我們要知道，世上的政黨縱然有
許多基督徒在內，卻不是代表耶穌。
只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政黨，它的理念
從選民中得到授權，並推展政策。
任何人的組織都有腐化和變質的可
能，尤其政黨執政後有了權柄，就會
有濫權的危機。作為基督徒公民，就
要發揮監察的作用。如何監察？可以
寫信給區內國會議員約見他，直接向
他表達，這是十分有效的。當然，還
藉著不同的論政平台，表達意見反映
民意。
盼望在今年10月21日或以前，我們作
為基督徒選民，珍惜這投票的權利，
在選票上盡上公民的責任，深信管理
萬有的主，求神揀選適當的人，帶領
加國走向更公義、和平、仁愛的將
來。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 12:24）

講員：
林祥源牧師（粵）
張路加牧師（國）

差傳之夜
10月19日(六) 7:30pm @ 城北華基教會

立足本位•更新突破•邁向萬民（粵）
真的不徒然（國）
10月25日(五) 7:30pm @ TCCC, 105 Gibson Centre
English Mission Night
10月26日(六) 7:30pm @ 多倫多華基教會

誰願為我去做宣教事？（粵）
智慧的抉擇（國）

差傳工作坊
10月17日(四) 7:30pm @ 多倫多華基教會

城市宣教分享會 - 日本城市的案例（國／英）
10月22日(二) 7:30pm @ 美堅華基教會

前進歐洲，更待何時（國）
10月24日(四) 7:30pm @ 麥城華基教會

化變遷為機遇（粵）

職宣研討會
10月19日(六) 4-6pm @ 城北華基教會
10月26日(六) 4-6pm @ 多倫多華基教會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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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短宣回想
每當我在教會遇見朝氣勃勃的兒童事工教牧時，他總叫
我一聲 “Miss England”。我知道他指自從2011年教會有
20多人參加英國COCM短宣後，往後幾乎每年我都繼續
參與這事奉。今年6月是我第六次踏足英國。這次由吳
克定牧師帶領，一行四人。

務。可是在餵養和培育信徒方面，教會常常倚賴外來支
援；要帶動教會發展，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反觀自己在
多倫多屬靈的家，無論牧者傳道或各樣資源供應都十分充
足。我除了滿心感恩，更逼切為這教會禱告，期盼天父為
他們預備牧者，也感動更多人對福音禾場有負擔的兄姊前
來。

第一站是Milton Keynes，是英國第一個衛星城市，距
離倫敦約個半小時車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總
辦事處就在這裡。過去我每次的英國短宣都是參加COCM
舉辦的年底福音營，服侍對象是定居在英國的華人家庭和
中國留學生。今年 COCM 第一次舉辦學生宣教營，期望營
會推動年青人參與普世宣教使命的催化劑，讓他們成為宣
教工場上一股新力量。營會主題：「我可以差遣誰呢？」
參加者170人都是基督徒，1/3 已經工作，2/3 仍在唸博
士或博士後，都是專科人士。大會透過四日三夜，除了安
排講座和工作坊，有八個宣教機構展覽，讓參加者認識不
同機構的異象和服侍對象。吳牧師是大會講員之一，我們
三個短宣隊員則負責帶領小組。每次分組，組員都彼此分
享生命故事，互相學習和激勵，若有面對挑戰就彼此勸勉
和代求。營會閉幕禮時，有十幾位年輕人站出來，願意委
身全職服事；也有許多人立志專一跟隨耶穌基督。今次我
除了學習如何有效帶領小組外，最大的得益是透過營會信
息，對宣教和委身有進深的領受。

接著我們前往西北部港口城市利物浦（Liverpool）
。利物浦曾是世界繁華的海港，早期中國船員都在這港口
上岸，歐洲最古老的華埠也在此建立。我們走訪以便以謝
華人基督教會（ECCC），並去年12月才運作的英國晨曦
會戒癮中心。台灣晨曦會福音戒毒中心劉民和牧師對英國
有負擔，在他鼓勵和推動下，透過ECCC的溫志文牧師付
諸實現。戒癮中心現有四位來自台灣和一位來自西班牙
的華人弟兄，他們被毒癮和賭癮煎熬多年，後來聽聞晨曦
會的工作，決心透過福音徹底戒掉不良嗜好。現在他們已
脫離捆綁，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更有弟兄願意全時間事
奉，以過來人身份服侍那些仍在毒海、賭海浮沉的朋友。
在幾小時的探訪中，我們一起唱詩讚美主，聆聽他們講述
個人回轉得救的經歷，有血有淚，十分感動，喜淚不住的
流，滿心讚美福音的大能。我們還一起享用弟兄們下廚，
為我們預備的愛心晚餐。

第二站是Portsmouth。這城市位於英國南部，曾是
非常重要的軍港。在我們到達前兩周，國際正慶祝登陸諾
曼第75周年。當年盟軍登陸的指揮部設在這裡，而登陸部
隊就是從這個軍港出發前往諾曼第。這城市雖然有著顯赫
的歷史，可惜今非昔比，市容盡是陳舊的建築物，街道也
冷清。我們探訪樸次茅斯華人基督教會（PCCC），弟兄
姊妹告知樸市曾有四萬多華人居住，現在只約有一半；年
輕人大學畢業後都跑到城市工作和定居，只有假日才回來
探望親人。故此很多華人教會都出現斷層，領袖和參與服
侍的人，都是退休或已屆退休的肢體；傳道人也缺乏。這
間教會的運作、聚會統籌、關顧探訪、牧養群羊等，都由
四位理事會成員策劃和負責。我們逗留三天共主領五個聚
會：佈道會、帶領查經訓練、個人佈道訓練、長者團契和
教會復興會。在上午和晚上聚會之間，短宣隊探訪了四個
家庭。各人都十分興奮，因為當我們用五色珠向兩位分別
94歲和82歲的婆婆傳福音後，她們都願意接受耶穌為個人
救主。哈路路亞！感謝讚美主！記得當我和隊友向94歲的
韋婆婆講解福音時，總覺得自己說話結結巴巴，好像沒有
把救恩信息講解清楚，誰料神已經預備人心，祂願意與我
們同工，更樂意讓我們嘗到收割的喜樂。父神獨行奇事，
遠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今次英國短宣大大擴闊我的視野，也加深我對英國福
音禾場的認識。從接觸的兩所教會，我知道他們除了面對
一些獨特的挑戰，也有一些共同的難題，例如缺乏牧者、
資源有限、人口分散等。若不是神給我機會探訪這兩所教
會，我仍不知道英國華人教會的需要。

在PCCC的事奉裡，我感受那四位同工的辛勞和面對
的挑戰。雖然會友輪流探訪有需要的肢體，負責教會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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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加ECCC的主日崇拜。這教會已成立一段日
子，不過也面對相似的問題，會眾年齡出現斷層，大部份
是長者和育有5至10歲孩童的家庭，年輕人寥寥可數。每
逢主日，溫牧師、師母和戒癮中心主任夫婦都要出動，接
載長者參加崇拜和聚餐。溫師母和一位姊妹也負責教導兩
班兒童主日學，好讓家長們安心敬拜。近年講普通話的中
國僑胞人數明顯增多，崇拜都以國粵語傳譯進行。崇拜和
會後聚餐雖然合共只有兩個多小時，但是因為人手和資源
不足，牧者和幾位兄姊要同時兼顧各樣事務，倍感吃力。

很多時候，當我告訴別人參加英國短宣時，他們都很
奇怪地問：「英國是基督教國家，為甚麼還要去宣教？當
年的戴德生、劍橋七傑都是從英國差派到中國的宣教士，
為何現在中國人要把福音傳回英國？」這百多年的英國教
會歷史變遷，實非一言半語可以解釋得清楚。這些年來，
我多次參加英國短宣，神把英國華人福音事工的負擔放在
我心內，我不知道將來能作甚麼，不過希望透過現在的分
享，或許神也感動你，讓你多注意英國華人教會的發展與
需要。也許在那一天，你也踏出英國短宣的第一步。

ᖚ݈၁
ಞቢᐂ

人能拿甚麼換生命？
鄭良華

Asanda 的職場感悟

對於一個生命的開始，以至生命的結束，其中經
歷過的折騰，心靈關顧員張頌恩（Asanda）有深刻感
受與切身體會。她經常接觸善終病人，既要安慰病人，
亦要關顧病人家屬的感受。若遇到情緒失控的家人求
助，更需要當場緩和緊張局面，為求助者解困。在新生
命來臨之際，一些準母親和她的家人也想有心靈關顧員
在場，陪伴見證這重要一刻。
Asanda認為在職場的崗位， 「帶出」基督的愛，
是要「履行」出來，並非光是掛在嘴邊。她憶述有次一
位準媽媽需要催生，產婦和家人都十分緊張。當晚準媽
媽忍受著十級的痛楚，留守的助產師緊急傳呼她快到
產房，給這個家庭有精神支援。她首次陪產的情景至
今歷歷在目，站在產房裡默默為他們禱告，並隨時候
命跟同事互相配搭。準媽媽好不容易把小得用一隻手掌
能抱著的嬰孩放在手心，父母倆卻小心翼翼把嬰兒轉交
Asanda的掌心，求她為這個寶貴小生命開聲祝禱。
她因此有機會細心聆聽父母倆對祝禱的期盼，以
及其中的意義。原來準媽媽在醫院忍痛待產十數小時
後，成功產下嬰孩，夫婦倆被這奇妙小生命觸動，又受
禱文感染，欣然接受Asanda向新任父母發出的邀請，
接納耶穌基督為他們個人的救主。
從助產員及護士口中得知，這對父母主動要求心
靈關顧員在場，不是因為信仰緣故，只求一種「說不出
的安定、穩妥」的感覺；但是沒想到這卻造就Asanda
引領這個家庭信主的機會。
凡此種種，她想到這節金句：「耶穌走遍各城各
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
病症。」（馬9:35）她接著說：「我在《聖經》裡認識
的耶穌，是祂在世時也曾親自走遍各城各鄉宣講天國福
音，並吩咐門徒延續祂所作的事。」Asanda願意走進
人群中，進入真實的場景。透過所見的人、事、物，與
人接觸並相處，覺得這是阿爸天父委託她的使命。她只
管專注、忠心地作好這份職事。

研討思考：
劉家斌

站在生（存者）和死（亡者）之間，她突然想
到：人能拿甚麼換生命？是生命換生命嗎？
她認為大概未至於要為別人犧牲性命那麼壯烈，
但是若以個人的生命歷程，去感染別人的生命又如何？
若果讓自己的生命在別人的生命中發揮影響力，不就是
生命換生命的另一種方式嗎？那麼不管是一次約見、一
個療程，甚至只是一杯涼水，若能給予生（存者）安
慰，又怎能吝嗇呢？
Asanda擔任醫院和長期護理中心的院牧，院友時
常說要好好珍惜眼前人，她卻始終相信生命是一生時間
的總和。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職事要完成。她
時刻帶著戰兢、畏懼的心走到「各城各鄉」，延續阿爸
天父所託付的事。這只因生命無價，必須竭盡所能。
Asanda回首說走到今天這個崗位，中間經歷不多
不少的考驗與試煉。她大學畢業後，有一段時間做過
文職工作，沒有甚麼滿足感，打算回香港尋求新發展。
當時工作已辭退，機票已買了，但是沒料到香港爆發沙
士疫潮不斷惡化，愈來愈嚴重；高峰期近300人死亡。
她為了不想父母擔心，押後回港；並重整計劃，另作部
署，在多倫多尋找新工作。最後，她竟獲一間醫院聘任
沙士篩查的臨時職位。
沙士沒法讓她按計劃回香港，她便全心留在多倫
多繼續發展。她有了在醫院服務的入門機會後，接著在
醫療界不同部門與領域工作；屢積經驗並得到信任，不
斷與醫療專業人員溝通和接觸，曾經多年專責處理善終
病人的聯絡與關顧。
天父再延伸對Asanda的邀請，
她返回校園進深，才能不作「鳴的
鑼，響的鼓」走進人叢中。她後來
於多倫多大學完成教牧關顧碩士課
程後，一直專注以院牧的角色，迎
接不同的職事。
Asanda

1.在今天的加拿大，即使帶著“院牧”的職分，也不一定方便隨時隨意向人傳道。Asanda所傳的
福音需要身體力行。你會怎樣向人表達耶穌的福音是真實的？
2.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太35-36）。怎樣才算“憐憫”？你
有憐憫別人的心嗎？你願求主使你更能體恤憐憫人嗎？
3.回顧近一個月來，你所遇見的陌生人（或者不太熟識的人），有誰仍然留在你心中？把握時
間，現在就為那人禱告，求主耶穌差派工人（也許是你）去服侍。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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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短宣使我靈命增長
這次多倫多華基教會的短宣服侍對我有很大影響，神
藉不同事情使我靈命增長。每天靈修與羅燦銓傳道互相交
通，分享《約翰福音》，領受主耶穌關於服侍、作僕人的
謙卑，以及主耶穌對門徒的關懷備致。主離開前，給門徒
足夠的安慰和保證，預告聖靈保惠師要與信徒同住，故此
主沒有離開信徒；主亦答應為信徒預備天上的住處。主的
恩典真的十分實在和有保證。
我在預備個人見證及聚會中作見證分享期間，神的靈
使我更清楚看見祂對我的恩典，使我更渴望將施恩的主介
紹給別人；亦希望弟兄姊妹對上主的信心更加堅固，傳福
音的渴望更強烈。我與當地的弟兄姊妹交往時，體驗到他
們單純的愛心。他們無私地為我們預備食物，也為大家預
備愛筵及燒烤食物等，都是以行動實踐彼此相愛的生活；
這些事在較大的教會極少看見，他們的愛心對我有很深的
影響。
我對今次短宣的期望是多作探訪工作，只是短宣日子
不多，以及天氣炎熱，能用作探訪的時間也實在太少，很
多時候未能與探訪對象有較深入的交談，更時常因著其他

梁錦成

原因而要中斷交談，例如探訪對象突然有顧客到訪，我們
的談話便要停止；我只能邀請他們到教會聚會。羅傳道因
此做了一張有福音信息和教會地圖的單張，更有效地介紹
當地教會給所有我們曾探望過的朋友。
在探訪過程中，我體驗當地信徒對我們的關顧，以及
對教牧的尊敬。他們對教會的關顧事工很關心，我知道信
徒牧養不能只靠每星期一至兩次的聚會，個別信徒探訪是
非常重要。在探訪過程中，我也瞭解弟兄姊妹個別的困難
及苦處，提供適當的輔導和安慰。我亦體驗教牧同工做探
訪工作的勞苦，以及事工的人手短缺。
對於仍未信主的中國移民，他們的生活焦點就是做生
意、掙錢和養活下一代。他們被困在店舖裡，除了做生
意，很少思想生命的意義及信仰的事；他們認為信仰不是
生存的主要因素。我希望主的福音能提供他們出路和生存
盼望。羅傳道鼓勵我不要只看今天沒有成果而失望，只要
專心將福音種籽撒出去，將來必定有好結果。他的說話肯
定我做短宣的價值。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慶幸與羅傳道同工，從他身
上學到真心服侍的態度和工作。我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參
與短宣，福音能廣傳各地。

參考經文（約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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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 家 訊
14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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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 基 聯 會 暨 各 堂 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特別事工部：各堂聯合嘉年團之金色年華
繽紛夜9月15日舉行。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頌恩旋律”和ZiON NOiZ樂隊7月27日「
仍可更美還可更美」慈善音樂會，為105
Gibson中心籌得$12,526.25。
2. 「真道課程：基要信仰」9月逢周二晚上
課，講師：王成偉牧師。
3. 新季主日學9月課程：舊約班—小先知
書、新約班—馬可福音、嘉年班—耶穌
的 50吩咐、青年班—護教學、福音性研
經、信仰探索、初信查經。
4. 105 Gibson中心：1)「頌讚同行」步行
籌款10月5日舉行。詳情www.105gibson.
com。2)剪髮及古法線面籌款，剪髮逢
周三下午，剪髮及線面周日下午。可致
電預約。3)「社區教室」9月7日兩場「
自製包包帶回家」烘焙課程，龍島主廚
Stone Yu示範。
5. 牛奶袋收集行動：支持贊比亞家庭，宣
教團體用牛奶袋製成地氈。現收集乾淨4L
牛奶袋，收集箱於105 Gibson中心北邊接
待處。詳情 https://markhamreview.com/
from-milk-bags-to-mats-to-mission/。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男人的天空2019年父子營9月6-8日舉行。
2. 恩愛夫婦營（粵語）9月27-29日舉行。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粵語堂8月31日關懷部退修會。
2. 國語堂8月31日聯合團契戶外聚會。
3. 國/粵語啟發課程9月7日逢周六中午開
始。
4. 國/粵語第三季主日學9月8日開課。
5. 粵語堂9月14日晚「月亮代表我的心，懷
舊金曲分享會」，歡迎新朋友參加。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讀經快樂分享會（國粵）9月7日舉行。
2. 29周年堂慶洗禮聖餐聯合崇拜9月8日舉
行，講員：黃少明牧師。
3. 社區英語班(ESL)9月11日開課，逢周三、
四早上舉行。
4. 「國際關心中國慈善協會」9月21日步行
籌款，支持中國孤殘棄兒生命事工。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北約平台讚美操每周五早上舉行
2. 粵語堂本年度第三次靜修日9月28日舉
行。
3. 「跨代興趣小組」9月開始推出，亦有
「父母成長園地」同步進行。今期推出
「親密之旅」課程研習小組，由朱素英
傳道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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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9 月 8 日 崇 拜 ， 蔣 麗 萍 姊 妹 分 享 關 懷 社
會、服務社群信息。
2. 9月14日「永遠的朋友」中秋音樂晚會，
詩班獻唱及家人歸主見證；並設愛宴。
3. 秋 季 主 日 課 程 ： 生 根 與 建 造 、 新 約 研
讀—保羅書信、舊約研讀—詩歌智慧
書、家庭專題：同一屋簷下（家庭更新
協會帶領，探討婚姻及親子關係）。
4. 9月27日晚聯合團契講座「基督教價值觀
和參政意識」，講員：謝安國牧師。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個人退修營9月6至7日舉行，操練安靜及
與神獨處。
2. 門徒生活學堂9月21日起逢周六上午舉
行。
3. 活力人生逢二、四周四早上舉行。
4. 讚美操一、三周四晚及逢周六早上舉行。
5. 日裔長者9月19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及
講座。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9月1日戶外敬拜活動，特約嘉賓王一民
弟兄分享見證，並有年青人分享OJ短宣
心得。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8月3日聖樂訓練，教導音樂編輯軟使用
技巧和注意事項，解決欠缺詩琴問題。
十多位兄姊熱心學習，獲益良多。
2. 8月17日領袖退修會議，討論2020年事工
方向、計劃、財務預算等。
3. 8月24日外展活動：兄姊參與社區舉辦的
龍舟比賽，新老朋友共度歡樂時光。
奧城華人基教會
1. 于斌牧師和溫曉璐傳道於8月23日至9月1
日在加東各地帶領一系列營會。
2. 教會8月舉辦兒童夏令營（VBS）及一系
列青少年外展活動。
3. 10月13日舉行10周年堂慶暨感恩節崇拜。
旺巿華人基教會
1. 音樂佈道會：教會聯同傳揚音樂佈道團
及更美的家鄉多倫多敬拜合唱團，9月
7日晚在城北教會副堂舉辦「更美的家
鄉—天路歷程敬拜音樂會」。
2. 戶外活動：8月24日遠足活動。
3. 家長禱告日9月1日上午舉行。求神帶領
家長傳承信仰。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戶外崇拜8月11日舉行，成人和兒童
共 67位參加，孫嘉馨傳道證道。
2.楊帆蘇華夫婦9月全職就讀在台灣本部的
中華福音神學院，求主帶領。
3.任樺10月去牙買加宣教一個月，求主保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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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
多倫多—伍綺雲、歐陽欣怡、原景、葛
蘭、周兆英、呂國華、Zachary Low,
Isabelle Mah, Gavin Sum, Timothy
Wong。
北約—李樂仁。
新會員
多倫多—李敏慈、劉麗蓮、蘇雅麗、俞秀
慧、李水竹、安新衛、Samuel Hong,
Renie Kee, Timmy Cheng。
城北—區潘國明、Edwin C.W. Chan、陳
綠蒂、鄭大康、張耀強、蔡克敏、
朱華卿、馮建聰、劉詹佩蘭、關信
民、羅佩儀、郭尤漢、黎鳳芝、劉
明恩、李家禮、李彭佩華、鄭李佩
珊、凌翠薇、羅嘉敏、駱紅、蕭繼
忠、王淑慧、曾志剛、羅德華、胡
展威、梁靜怡、余愛玲、余慕瑞、
庾慧薇、Tammy Chan, Wayne Chan,
Mike Kim, Justin Lam, Robert Lee,
Colin Yeung、蔡燃、曹
、陳志
強、陳怡萍、冀靜、李新樣、李洪
濤、劉秀蘭、樓驁、孟磊、秦哲、瞿
凱琳、王曉波、謝歆、袁發平、周
佳。Rex Budiwarman, Chihymn Chan,
Giovanna Ngai 。
奧城—余建蓉
離世
多倫多—司徒頌8月7日安息。
城北—陳余靜8月9日、余林玉媚8月12日
在港、郭施彼顧問牧師(Rev. Grover
Crosby) 8月18日安息主懷。
西區—郭賴潔衡8月10日安息。
人事
多倫多—1)Chris Cheung8月6日起聘為105
Gibson中心全職業務經理。2)阮丁美
麗9月以為期9個月合約為事工執行主
任（Ministry Executive），以協助陳
華恩主任牧師。3）梁慧賢9月24日辭
任教會秘書。
奧城—韓國宣教士楊主明和頌子惠老師9月
起擔任義務宣教傳道。
聘請
多倫多—1)聘半職行政助理，詳情www.
tccc.ca或yyc@tccc.ca陳耀賢。2)聘
半職總務員。有意者電陳廣文647274-4363。3)105 Gibson社區中心聘
全職 “Youth development worker” 部
分時間 “Sports coordinator”，詳情
www.105gib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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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華基短宣隊7月到阿根廷，負責兒童、少年和青年營，並協助開始
粵語崇拜工作。

暑期海外差傳神學生：北約華基Vincent Ng於5月至8月前往牙買加事奉。

差傳部資助全時間神學生，非華基會友Karis Le 日前探訪聯會辦事處。

聯會媒體資源部8月9和16日晚於舉行「敬拜和唱班」。講員：吉中鳴博士。

北約華基短宣隊7月到魁北克的OJ原住民工作。

城北華基短宣隊8月前往馬其頓、塞爾維亞作羅姆人事工。

吳克定牧師、李漢宏傳道與短宣隊8月到外蒙古作英語營老師及教牧
領袖培訓。

多倫多華基短宣隊7月到洪都拉斯參與Water Ambassadors短宣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