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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佳音
盧佳定

「耶穌又對他們講了另外一個比喻，說：天國好像一粒
芥菜種，人拿去把它種在田裡。它是種子中最小的，
但長大了，卻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為一棵樹，甚至
天空的飛鳥也來在它的枝頭搭窩。」（太13:31-32）
西 區 華 基 教 會 在 15年 前 有 一 個 夢 想 ， 在 密 西 沙 加 市
（Mississauga）的心臟地帶，華人最常出入的地點，
建立一間社區教會。對於一間小教會來說，這是一個頗
大的夢想。我們的信心只像一粒芥菜種，但是放在神手
中，卻成就了大事。密市有70多萬人口，工商業發展蓬
勃；住屋和工商用地的發展已達飽和。教會若要覓地建
堂，只能到較偏遠、地價較便宜的工業區。這樣一來，
教會與社區的互動就相對較少。

在商場、餐館、超巿報佳音
2005年，我們在密市黃金廣場覓
得一個空置的舖位，希望長遠在這個理
想地點建立教會。不過當時商場管理公
司特別聲明，舖位只供教會辦公室使
用，絕對不可以有教會崇拜聚會。雖然
如此，辦公室無疑是一個立足點，讓我
們有機會接觸商場的工作人員和顧客。
一個很好的起點，就是每年聖誕到商場
及附近餐館報佳音，為員工和顧客帶來
祝福。起初，餐館的員工很有戒心，以
為我們唱完聖誕詩歌便會向他們收取金
錢。但是數年下來，他們習慣了我們到
他們的店舖報佳音，並且成為他們期待
的一個聖誕節目。
到了2013年，商場管理公司的物
業經理突然致電給我，詢問有沒有興趣
多租幾個單位。我告訴她不需要更多辦
公的地方，不過正尋找教會聚會地點。
她竟然告訴我，這商場可作教會聚會用
途。這的確是突如其來的祝福，我們便
租用三個相連的單位，作崇拜、主日學
和其他聚會。雖然地方不算很大，卻有
溫暖家的感覺。這個經歷使我們相信神
在帶領我們在這個地方，學習成為一間
融入社區的商場教會。弟兄姐妹都很興
奮，一起發夢、一同探討如何在這裡接
觸社區。我們為餐館的員工提供下午茶
點和休息的地方。此外，也開辦各種外
展活動。其中一個是為日裔長者提供舉
行社區午餐聚會的場地，使孤立的長者
有社交活動和獲取資訊的機會。
由於平日多了接觸，不少餐館東主
和員工都看我們為朋友，很歡迎我們到
他們店舖內報佳音。最後，甚至商場最
大的超市都邀請我們在聖誕前夕，在顧
客最多的時段報佳音。於是，我們便有
機會向商場內購物的群眾分享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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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進入商場聚會後，有人透過我
們的活動認識福音，也有人主動進教會
詢問，希望參加聚會。我們體會福音除
了口傳外，很重要是透過我們的生命和
生活表現出來。整過過程可能很長，但
是教會能生活在社群中間是一個彼此祝
福的機會。我們可以在教會內致電訂飯
菜，然後在教會後門相隔一條走廊的餐
館取食物。這是十分近的關係，就像一
家人一樣。

倉庫改裝的社區教會
我們租用三個相連單位是簽訂十年
的長期租約。不過經過了五年，主日崇
拜的地方已經不敷應用；中英文堂合堂
崇拜更會坐不下，這是需要再度考慮擴
堂的時候。建堂委員會曾探討不同的機
會和可能性，但至終未能找到合適的地
方。神給我們感動，始終是留在黃金廣
場或附近的地方。
我們的信心雖然像芥菜種，行奇
事的神卻賜給我們出乎意料的恩典。我
們最初向業主詢問有沒有機會購買商場
對面的空置土地。業主坦誠拒絕我們的
要求，因為他認為土地造價太高，而教
會需要用三分二地方做停車場是浪費土
地資源。我們以為覓地建堂又要回到起
點，短期都沒有機會擴展。可是，業主
突然要求帶他參觀由倉庫改裝而成的教
會。我們便和他從密市跑到北約華基教
會參觀。之後他問我們有沒有興趣租用
商場相連的一個倉庫。這個倉庫面積一
萬多呎，比現有堂址大一倍有多，這實
在是十分理想的機會。

不過我們的租約只過了一半，還有
五年時間才到期，不可能這時違約搬到
另一個地點。就在面臨告吹的時刻，隔
壁單位商戶突然到訪，問我們有沒有計
劃搬遷？最初以為他只希望多租一個單
位，但對方竟然要求全部三個單位都轉
給他。由於有人接收我們五年租約的單
位，我們便很順利租得倉庫，業主更願
意給20年的長期租約，而我們更可以使
用商場內龐大的停車場。故此，教會很
易就達到市政府的車位要求。一間寬敞
美觀和現代化的教會，就在今年10月
開始使用。小小的芥菜種長成一棵樹，
可以為飛鳥和動物提供棲息和遮蔭的地
方。

我們的夢想是成為一間融入社
區的教會，彰顯基督的愛和美善。
主耶穌為我們預備了這個地方，有
祂美好的旨意。秋天剛入伙，祂就
為我們預備了機會，在教會內舉辦
怡康中心活力長者課程，讓社區的
朋友進到我們的新堂址。他們都很
喜歡寬敞舒適的場地，喜歡教會坐
落方便的地點；更驚訝我們願意和
他們分享這樣新和美觀的設施。我
們深信，他們已看到基督的愛和榮
耀。
我看到前面將會有更多機會
和挑戰。教會離開密市將要發展的
市中心，只有五分鐘車程；這將會
是高密度住宅的集中地。此外，面
對來自香港的回流人仕和移民潮，
這個地點將給我們很大的機遇。深
願我們的弟兄姐妹都看到神奇妙的
帶領和預備，提醒我們有獨特的使
命，在這個社區成為光和鹽，彰顯
基督的榮美，帶領人成為熱切跟隨
基督的門徒。
（作者為西區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經文為《新漢語譯本》

聖誕詩歌
讓我們享用、善用、重用！
孔慶光

奧地利的奧本古老村莊裡，住了一位年輕的牧師莫爾 (Joseph Mohr)。
1818年聖誕節前一天，他教堂的管風琴忽然壞了，料想聖誕節不會聽
到聖誕詩歌了。當日下午一群小朋友興高采烈地來到教堂，預備為子
夜崇拜練詩，知道這個壞消息後感到十分失落，沮喪地回家去；有一
位小朋友卻去找莫爾。
「沒有聖誕詩歌，怎麼過聖誕節啊？」他懇求牧師想辦法。於是莫爾
隨即寫了一首詞，找好友克魯伯（Franz Gruber）譜以結他伴奏的曲。
當晚全教會在沒有管風琴下敬拜，用結他伴奏頌唱「平安夜」（Silent
Night），共渡一個快樂的聖誕。一個小孩對聖誕詩歌的熱誠，促成一
首普世傳頌的作品誕生。你是否跟奧本老村的小朋友一樣熱愛聖誕詩
歌，覺得沒有聖誕詩歌，便不算過聖誕節呢？

愉快的回憶
兒時還未信主，最美麗愉快的聖誕
回憶，都跟聖誕詩歌有關，而不是收禮
物、看燈飾、吃聖誕大餐。有一段聽報
佳音的回憶：兒時母親在一間教會醫院
當護士，每年醫院都舉辦聖誕聯歡會，
她總會帶孩子們一起參加，玩遊戲、抽
獎，歡渡聖誕。我最享受和印象深刻的
節目便是詩班獻唱，那些詩歌讓我幼小
的心靈感到莫名安詳和喜悅；後來知道
這是「報佳音」，基督徒藉聖誕詩歌將
福音傳給世人。那時我還未信主，卻很
喜歡聽報佳音。
另一段是唱聖誕詩歌的回憶：我
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每逢聖誕節前
數周，學校四處已有聖誕歌聲，那些
美妙的旋律自然地深印腦海裡，「夜
半歌聲」（It Came Upon the Midnight
Clear）、「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 r l d ） 、 「 齊 來 宗 主 信 徒 」 （ O
Come, All Ye Faithful）等經典名曲朗朗
上口。從此我的聖誕節與聖誕詩歌不能

分割，唱聖誕詩歌成了我最愛的節目、
最佳的禮物；沒有聖誕詩歌，便好像沒
有過聖誕節。稱聖誕詩歌為「禮物」是
最合適不過，因為它是上帝給世人的祝
福，它對生命大有益處；每首詩都是福
音信息，每首詩都指向基督，每首詩都
領人歸主！

帶來救恩和平的詩歌
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聖誕詩歌，要
算是「榮耀頌」了： 「忽然，有一大
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
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
喜悅的人！」(路2:13-14）1862年James
Chadwick主教便因它得了啟發，以法
國詩歌填上英語歌詞的「天使歌唱在高
天」（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而成了經典名曲。一個半世紀以來，世
界各地無數的報佳音中，藉著這首令人
歡欣振奮的詩歌，把《路加福音》的信
息送給人，在人心裡撒下福音種子；說
不定千萬靈魂便因此直接或間接得救。

聖誕詩歌不但能叫神人復和，也能
帶來人世間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德英兩國戰況激烈。1914年聖誕
前夕，德軍首先停火，唱起聖誕詩歌；
英軍不久也隨著加入，以英語和唱回
禮，雙方不但休戰，更彼此祝賀、交換
禮物、一起崇拜和派對。類似的聖誕節
休戰（Christmas Truce）也在德法的戰
場上發生過。

寶貴的禮物
聖誕詩歌既然是上帝給世人寶貴
的禮物，我們便應好好珍惜、好好享
用。聖誕詩歌是百聽百唱不厭、永不過
時。我每次唱聖誕詩歌，心中都感到暖
洋洋、十分祥和、歡欣不已；詩歌的歌
詞，也讓我重溫救主的奇妙，肯定救恩
的真確，靈性再次復興。我們也應好好
善用聖誕詩歌，把這禮物轉送給未信主
的人，讓他們早早飽得主的慈愛。很多
未信主的人都抗拒參加教會活動及唱教
會詩歌，但聖誕節則破例參加崇拜和唱
聖誕詩歌，把它作為假日節目，這正好
讓他們跟我們一起頌讚，經歷主愛的美
妙和改變生命的大能。
在今天後現代的世代中，許多人對
傳統都矯枉過正，變成廢傳統；許多美
好的文化遺產和結晶，都因歷史悠久而
被刻意淡化和廢棄。例如聖誕裝飾佈置
中，最濃厚代表聖誕節的紅色和綠色漸
漸被其他顏色取替，不再是主色，甚至
消失了。
我負責教會崇拜事工，常收到有關
選詩的意見；曾有會眾說聖誕節「又」
唱傳統聖誕詩歌，枯燥無新意，應多唱
現代作品。誠然我們必須按主吩咐唱新
歌（詩96:1），卻不等於要除舊啊！傳
統塑造我們帶來特色與身份，傳統也把
我們與古今眾聖徒連結，是強而有力傳
承合一的見證。傳統聖誕詩歌是教會重
要的遺產，我們不單要欣賞、享用；更
要善用、重用它。現在就打開詩集唱個
痛快吧！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牧師）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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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初報
聖誕佳音

許卓憑

基督徒慶祝聖誕時，喜歡頌唱一首聖詩「天使初報聖誕佳音」（The
First Noel）。歌詞第一節是這樣︰「天使初報聖誕佳音，先向田間貧苦
牧人；牧人正當看守羊群，嚴冬方冷，長夜已深。歡欣歡欣…，天國君
王今日降生。」1* 歌詞是根據《路加福音》所寫︰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
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
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2:10-12）
我藉著這些經文，與大家分享「聖誕佳音」。
當時，伯利恆的野外有些牧羊人
夜間露宿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位天使向
他們顯現，對他們說︰「⋯我報給你們
大喜的信息（佳音）。」已故的英國傳
道人 G.Campbell Morgan 認為這些牧
人可能是聖殿的牧人，輪班看守將成為
祭物的羊群 2*。他們是以色列中的貧苦
大眾，沒有社會地位，他們從事的職業
很難出席聖殿的敬拜；但他們牧放的羊
卻要成為聖殿敬拜的祭牲。日後主耶穌
做好牧人，又是神的羔羊，故此神特別
揀選卑微的牧羊人，向他們宣告大喜信
息，以示福音與貧窮卑微的人有關。這
些簡短經文將基督與世人的重要真理說
得很清楚，讓我們看見聖誕佳音兩點奇
妙之處。

今日世界的平等、自由和博愛三大原
則，都是受祂的影響而來，使近代許多
國家脫離封建黑暗，進入民主光明。

一個嬰孩竟能關乎萬民！

耶穌的降生不單關乎世人的政治、
道德和生活；更因著世人認罪並信靠
祂，便不再作罪的奴隸，不再被定罪
與審判的恐懼下生活，又除去永死的威
脅。一個嬰孩的出生竟關乎萬民的出死
入生，難道這不是佳音嗎？

天使說那夜在大衛城出生一個嬰
孩，是關乎萬民的；故此我們不可輕看
這個嬰孩。有人生下來只為自己活，微
不足道；有人如秦始皇或希特勒，在世
時殺害多人性命；有人一生致力改革國
家，像林肯和孫中山，使國家民族獲民
主自由和進步。無論如何，他們的影響
力只限於某個時空裡。反觀耶穌基督，
祂的降生是關乎萬民，其影響力歷久不
衰。過去超過兩千年的人類歷史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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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人類整體影響最要緊的，
是神的救恩藉著耶穌降生、受死贖罪而
帶給全人類。「正如罪藉著一個人進入
世界，死又藉著罪而來。於是死也就臨
到全人類，因為人人都犯了罪。」（羅
5:12）「但是恩賜跟過犯不同，因為若
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那麼神的
恩典和那藉著耶穌一人的恩典而來的賞
賜，必更加豐盛地臨到眾人。」（羅
5:15）「正如藉著一個人的悖逆，眾人
都成了罪人；照樣藉著一個人的順服，
眾人也要被稱義。」（羅5:19）3*

基督是救主，臥在馬槽裡
「你們要看見一嬰孩，包著布，臥
在馬槽裡。」（路2:12）按人的看法，
這位給萬民救恩的救主生下來，理當用

世上最貴重的綾羅包起來，可是天使吩
咐牧羊人去看的，不外是個包著布、臥
在馬槽裡的嬰孩，這是與人認同的卑微
記號；這位原本無比尊貴榮耀的神子，
為了救贖世人，甘心貧窮地出生。我想
起保羅的話︰「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
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
足。」（林後8:9）今日信徒在信心和
靈命上的富足都是從祂而來，也因為祂
如此卑微臥在馬槽裡，無怪乎世人若沒
有智慧的眼光，不可能認出祂是救主基
督；這就是為甚麼伯利恆城、拿撒勒城
的人和今日許多聽過耶穌事蹟的人，仍
然不認識祂。
戰國時代，楚國人和氏得到一塊
寶玉。這塊玉外圍是石頭，毫不起眼，
和氏把它獻給厲王，皇帝見到是一塊石
頭，以為和氏有意愚弄他，便把玉石擲
回，並下令砍斷和氏的左腿。及後楚武
王即位，和氏再將玉呈獻，武王也以為
和氏愚弄他，下令砍和氏的右腿。到後
來文王即位，和氏抱著寶玉在荊山下大
哭，文王打發人查問他是否有冤情，和
氏告知歷朝皇帝都將寶玉誤以為是石頭
而悲不自勝。於是文王吩咐珠寶匠除去
璞玉外圍，果然得到價值連城的寶玉，
並把寶玉定名為和氏璧。
主耶穌也是這樣，包著布臥在馬槽
的基督毫不起眼，很多人不認識祂的寶
貴，我們介紹基督給所有摯愛親人、鄰
舍和朋友，有人以為我們迷信或有意愚
弄他。惟希望我們能效法和氏的精神，
楔而不捨不計代價地傳揚佳美福音，那
是關乎世人的永生：「基督耶穌降世，
為要拯救罪人。」（提前1:15）信祂的
人可得奇妙的救恩，永恆的生命。
華基各教會在12月聖誕期間有好
些不同活動，都是傳送福音好消息的機
會，祈望信徒好好把握，邀請朋友們同
來慶賀聖誕。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國語堂牧師)
註：1.文《世紀頌讚140首》
2.Morgan.Luke “The God Who Cares” 53 頁
3.經文為《新漢語譯本》

說說異端
邪教有策略入侵多倫多教會
編輯組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講到末世
的 時 候 ， 曾 經 這 樣 說 過 ： 「那
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
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
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
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
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
了。」（太24；23-24）
主耶穌告訴門徒，末後的時候一
定有人冒祂的名出來；教會二千多年的
歷史，這樣的事情從未間斷。教會歷史
是一個神的國度擴展的歷史，也是一個
征戰的歷史，是與世界和異端征戰的歷
史。主耶穌囑咐門徒，祂來到的時候是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祂說：「若有人
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
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
內屋中。』你們不要信。閃電從東邊發
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
樣。」（太24:26-28）也正是後面這句
經文，被惡者斷章取義，在上個世紀九
十年代，一個異端名叫「東方閃電」在
中國河南被建立，並用很多不正當的手
段發展起來。他們被中國政府定位邪教
後，改名「全能神」繼續擴張。他們扭
曲主耶穌所講的這句經文，說主耶穌已
經再來，出現在中國的河南，而且主耶
穌第一次來是男人的形象，第二次是以
女人的形象，他們推崇說是一位已經來
到地上的女基督。

他們的基本手段
近些年來，這個邪教已經滲透到
了歐美。在加拿大的很多教會，也被有
策略、有計劃的侵入。國語華基教會多
次有全能神的人進入，感謝神的保守看

顧，也被一一識破。在多次的彼此交鋒
裡，我們也瞭解了他們的一些基本的手
段。
首先在網路上，他們幾乎不用微
信，他們是用Line。因為他們被中國政
府定為邪教後，微信很容易曝露他們的
蹤跡；但是這也不能夠絕對作為判斷他
們的標準。曾經有被全能神的人接近過
的姐妹分享說，當她向那人要微信的時
候，對方也曾經給她一個微信號；但是
後來她回想，她幾乎不確定和微信上通
話的人就是她認識的那個人，所以他們
有可能建立一個微信號來迷惑人。
另外就是他們來到團契的時候，
通常會說自己是來自基督教家庭，但不
是很追求，所以通常他們在查經的時候
會表現很安靜。他們會私下聯繫他們想
要發展的目標，這一點不單單是在團契
中發生，他們也會在主日崇拜結束後，
主動接觸信徒。他們針對的對象，就是
那些單獨出入教會的姐妹們，尤其是比
較追求的姐妹。他們會私下聯繫她們，
邀請她們喝咖啡、吃飯，甚至會提供免
費的中醫按摩，進而他們就邀請人去他
們在外面的查經班。我們教會之前有不
只一個姐妹被邀請去，但是發現他們查
考的信息與教會的教導不符，就想要離
開；但是有的人就受到了咒詛的威脅。
教會最後出面，甚至報了警，警告他們
不可以再靠近。

提醒兄姐，打美好的仗
有一次，教會有兩個團契聯誼去公
園野餐，大家只是在團契的微信群裡發
通知；但是當天在聚餐的時候，竟然有
四個外來人要求主動加入我們的活動，
後來我們發現他們都是全能神的，就把
他們趕走了。原來我們團契的群組裡，

已經有全能神的人在裡面，我們的信息
都在他們的掌握裡。經過這些次的經
歷，我們發現他們都是經過培訓的，而
且很有經驗；所以國語華基教會的防範
措施就是不斷在主日崇拜報告，提醒弟
兄姐妹，如果有人在本教會邀請他們去
外面的查經班，請他們一定不要答應，
而且要告知教牧同工。與此同時，因為
慣常教會來了新人，大家都會很熱情，
極少會有防備之心，經過那些經歷後，
團契清理了微信群，而且大家都不會輕
易將新來的人拉進團契的群。
我們也曾經接觸過一個被全能神洗
腦的姐妹，其家人非常傷心，希望教會
可以幫助她。當我們和這姐妹談話的時
候，發現她真的已經陷的很深，她熟讀
全能神給她的那些小冊子，完全相信那
些人所說的話。後來我們嘗試問她是否
相信《聖經》是神的話？她說相信；然
後我們問她是否有將《聖經》的話讀完
過一遍？她說沒有。於是我們勸她不如
先把《聖經》讀完一遍，然後再分辨那
些小冊子說的是對，還是錯。我們規勸
她如果《聖經》都沒有讀完，就完全相
信那些人所說的，對她來說不公平。我
們也沒有要求她扔掉那些小冊子，只是
希望她可以先讀完《聖經》。姐妹答應
了，後來姐妹的家人說她每天都和家人
一起讀《聖經》。
先前全能神的人借給姐妹一個
iPad，裡面有很多他們的講道信息，也
有視頻通話的軟件。某天姐妹來教會
前，她也很掙扎，就向神禱告，求神讓
她知道孰真孰假。結果那天我們談話過
後，那個iPad就不好用了，後來就退還
給那些人。感謝神！雖然異端很猖獗，
但是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恆切禱告，神會
保護祂的羊群，即使有一時走偏離的，
神也會把他們帶回來，因為祂的羊認得
牧羊人的聲音。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儆
醒、禱告，這樣的事情在主再來前還會
不斷地發生，我們要預備好自己為主打
美好的杖。

2019年 12月

5

務要防範

“全能神教”对教会的滲透和破坏
謝飛鵬
若發現有邪教入侵教會，迷惑信徒，教會會如何處
理並防範？在和「全能神教」
（原称「东方闪电」）打
交道上，我们教会是有些后知后觉，他们其实十来年前
就到美堅華基教会的国语堂拉人了。那时，他们暗暗地
进入我们的一个小组，把我们的三位慕道友拉走了。我
们去劝这些慕道友回教会时，才发现他们是被「全能神
教」的人拉走了。可惜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还没
有在整个教会抓紧防范，以为被拉走的人主要是因为个
人原因。这真是很亏欠神、亏欠弟兄姊妹。
后来约在2011年，「全能神教」的人天天在教会对面的
丰泰超市门口摆摊，发介绍「全能神教」的书籍、材料。这
个时侯，我们才开始在教会反复强调「全能神教」是异端、
邪教，并且也到超市门口提醒一些人不要受欺骗。感谢主！
后来超市不准他们摆摊，但他们偶尔还是会到这个区內发书
籍、材料，特别一直在我们教会內做渗透的工作，想拉人到
他们那里去。我们后来又有两个人被拉走，到今天还没有回
来。这两人是在教会外接触到「全能神教」，他們自己不会
分辨，又不警觉，以至陷进去，等我们知道情况时已经拉不
回来。后来「全能神教」在我们教会做的渗透工作都被我们
的弟兄姊妹识破，我们前前后后赶走5个；他们还有些是看到
我们对他们起疑心、有防备了，知道很难再下手拉人，就自
己离开了。
这里分享一些「全能神教」教徒在我们教会做渗透、拉
人工作时所用的手法。若有人还不熟悉他们这些手法，以后
務要小心防备。

1. 装成对基督信仰很有兴趣的福音朋友。
一个「全能神教」的教徒装成福音朋友，进到我们主日学的
慕道班，装得很追求、问很多问题，好像很想知道怎样才能

6

得救？尽管我们再三向她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但她好像都
听不明白，不断纠缠还有很多的问题，怎么能够得救？几次
这样来回后，我们就发现，她提出问题不是真要探讨基督信
仰，而是要搅扰我们和其他福音朋友探讨信仰，她要吸引其
他福音朋友的注意。我们留意到她私下要其他福音慕道朋友
的电话，就醒悟她很可能是「全能神教」的教徒，于是就打
电话给她，问她几个针对性的问题，发现真是如此。我们劝
她脱离邪教，及早回头，特别是不要再拉人去那里，那是替
魔鬼做事，可惜她不听劝，反而说我们不谦卑。她被我们赶
走了。

2. 装成虔诚单纯的基督徒。
一个「全能神教」教徒装成信主几年的基督徒，进到我们生
命团契的细胞小组。她起初一副老实、单纯的样子，分享一
些她怎样在生活上经历神，得到神帮助的事情，叫人觉得她
是个很不错的姐妹；但慢慢地从她的举止言行，就发现不对
头了：
1 ）弟兄姊妹晚上团契后送她回家，她从来不说住在哪
里，只叫人把她放在某个街角或加油站。2）有弟兄姐妹
发现她分享的一些事情不合理、有谎言。大家知道，全
能神教徒所说很多东西都是假编的，魔鬼仇敌说谎的灵在
他们的身上，他们不以说谎为耻。3）小组的带领同工发
现她私下收集一些组员电话号码。我们怀疑她是「全能神
教」的人，但是还不能完全肯定，她也从不承认。于是，
我们就当着她的面，在小组里指正「全能神教」的错误，
在教会大堂里当着她的面提醒大家，注意「全能神教」教
徒拉人的伎俩，并再三提醒大家，不要把电话号码给不熟
悉的人，不要随便参加家庭查经聚会。她看見再没有机会
在我们这里拉人，就找了一个理由走了。很凑巧，她后来
去另一間教会時，也有我们熟悉的弟兄。这弟兄知道这个
人来过我们的教会，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全能神教」的
教徒，最近在他的教会拉人被发现了，就被赶出了他们的
教会。

3. 有
 些隐藏比较深，不在教会活动时候
做拉人的工作，而是私下偷偷做。
有位「全能神教」的教徒参加教會主日崇拜，也参加一些小
组活动。在教会场所，她只默默观察，寻找一些下手目标。
然后她就去找些姊妹交朋友，约她们喝咖啡。有一位姊妹接
受她的邀请，在喝咖啡时，偶遇了这女士的另一位朋友；于
是幾位女士就一起喝咖啡。交谈中，这女士的朋友就讲起她
最近去了一间教会，很有得着，二人在我们的姊妹面前演起
双簧。其实她们彼此相遇，她们说的东西都是设计好的，目
的是骗我们的姊妹去参加她们的活动。我们的姊妹接触了「
全能神教」一些材料，看了后心里很受搅扰、不平安，就把
她看过的一些视频发给我看。我一看是邪教的东西，就和细
胞小组的组长约这位女士见面。我们问她是否「全能神教」
的教徒？她说不是；我们进一步问她为什么散布「全能神
教」的东西，她就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们劝她回头，不要
执迷不悟，她卻坚持邪教所说有道理。这些人受魔鬼迷惑，
已经到了基本是非都不能分辨的地步，不单看不出「全能神
教」的错误教训，甚至连看到對方用那么多欺骗、不诚实、
下作的手法，都不能醒悟这个组织的败坏。我们明白地跟
这位女士说，她如果离开「全能神教」，我们欢迎她留在教
会，不然请她离开；她后来就离开了。

4. 在小组做渗透、拉人工作。
我们还碰到一个「全能神教」的教徒，她崇拜听道时打瞌
睡，主日学也好像没有心思听。我起初以为她对基督信仰还
完全不感兴趣，却不晓得她进到我们的小组，收集了好几
位刚信主者的电话，又私下约她们喝咖啡；然后就发生上面
提到那种偶遇的事情。幸好一些被她请喝咖啡的人，马上把
这些事情说出来，于是我们去找这位女士，她承认自己参加
过「全能神教」的活动，但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是教徒。后
来，她说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对她的态度不友好，就离开我
们的教会；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给过她许多的关心
和帮助。
他们还有其它的一些手法，不过要有效、全面地防范
她/他们的渗透、搅扰；重点还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好好认识
《圣经》真理，听道行道，和主耶稣一直有活泼的连接，并
和教会其他肢体都有好的关系，把信仰建立在坚固的磐石
上。

「东方闪电」的人
具有以下一些较
明显的表现：
周元祥
1. 基
 本为女性，其中相当一部分受教育
程度较低。
2. 对个人的信息比较躲闪。
3. 喜 欢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在国内已经
受洗。
4. 主 动要求进小组，在小组活动中，喜
欢问问题，对问题的回答似是而非。
5. 喜
 欢向会众、尤其有需要的姐妹要联
系方式。
6. 喜
 欢邀请人到他们家里“查经”；也喜
欢邀请人到公共场所，并且在那里“巧
遇”，事实上为同伙的另外一个人，
然后一起交谈。
7. 跟
 他们清楚讲明「东方闪电」的谬误
后，他们依然不会承认东方闪电有
错，并且喜欢用《馬太福音》7:1-2 为
自己辩护。
8. 直 接或间接指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后，
他们就会离开。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國語堂傳道）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國語堂堂主任）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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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
就是我的使命
我的26年

傳媒人生涯
終告結束。
退下火線，做自己喜歡、過去沒時間做
的事。
在某一個晚上，做好晚餐，等下
班的太太和兒子回家共享。因為入廚不
久，廚藝不精，做菜盡量簡單，難得兒
子欣賞，太太肯提點改進。一家共晉晚
餐，過去真是一種奢侈兼強求；從前就
算在普天同慶，基督徒非常重視的聖誕
節，我仍然要上班堅守工作崗位。
我抱歉地說：「為甚麼這樣的日子
來得這麼晚？」
兒子說：「不打緊，珍惜現在。…
爸爸，你看來很開心啊！」
兒子小時，早上在他上學前，我總
是還在睡覺；在我下班時，兒子卻已入
睡，錯過很多共聚的美好時光，慶幸太
太任勞任怨，內外兼顧，默默支持，讓
我無後顧之憂地向前衝。
其實，簡單就是幸福；懂得感恩，
又時刻感恩，自然滿足快樂。憑信心擺
上，是很多基督徒常掛在口邊的慣語，
但是有幾多人能真正落實？在我生病
後猶豫不決應否提早退休時，心裡很
不安、很不平靜；請教過牧師，也求問
過神。細心冷靜分析後，終放下憂慮豁
了出去，任由神帶領，祂自有作為。至
今，機會與供應不乏。

本地中文傳統傳媒在過去26年，確
實有過光輝的歲月，我成為其中一份子
也感到驕傲。尤其是在「六四」和「九
七」兩次香港移民潮後，大多倫多和大
溫哥華地區的華社勢力冒起，華人的聲
音比前壯大，日益受到加國主流社會重
視。配合著中國經濟騰飛，加拿大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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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方各面的交流與合作更加緊密，本
地中文傳媒發揮積極作用，地位不斷提
升，經濟收益也很可觀。
乘著大好形勢，我能夠親身接觸不
少顯赫的大人物，透過媒體傳播他們的
信息，但這並不是我最看重的。能夠在
廣大受眾群體的商業媒體中，爭取空間
傳遞福音真理，反而是我竭力而為；幸
好給我善用了多次機會。
花無百日紅，近十年間免費媒體湧
現，加上社交媒體激烈競爭；傳統收費
傳媒節節敗退，經營愈益困難。精簡編
制，削支裁員，不僅見於主流媒體，中
文傳媒亦不能倖免，而其中從業員工作
壓力愈來愈大。

文：鄭良華
我曾服務的機構經歷過工潮糾紛，
在逆境下，職場氣氛更形緊張。無論如
何，我只管埋頭苦幹，但是不知前路有
多少個日子，擔心再無力撐下去；只好
每天上班前，我在車上祈禱，懇求神祝
福保守。
大約三年前，參加了城北華基教會
的職場事工，得到引導和啟發，漸漸明
白「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在職
場上得以注入新動力，能夠全力以赴。
今天，離開了商業媒體的職場，願
把更多精神與時間投入文字事奉，期望
不負使命。

研討思考
劉家斌
Michael 在印刷傳媒20多年，終於
經歷了更新，以新的眼光看自己的
專業，並且發現耶穌原來同樣看重
報館裡的工作。其實，無數基督徒
都在不同環境中，因思維的改變，
以及聖靈的感動而有所頓悟。
合神心意的工作，未必一定能夠直
接向人"傳福音"。決心在職場事奉
上帝，就要決心把工作做好「無論
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
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3:23
）沒機會傳福音，仍要努力採訪，
將稿寫好。沒機會分享見證，仍要
以誠信與人交易，無論賣汽車、賣
房子都一樣。不能公開提及耶穌的
名，仍要以基督的愛對待每一個學
生，包括那最麻煩的學生。

Michael的事奉並非從退休那天開始。
多年來他一直在事奉，雖然他沒有察
覺，但耶穌一直默默的在扶助、建立、
保護他。耶穌也同樣在你旁邊，為你打
氣。
反思及討論：
1.	你有在工作上經歷耶穌的幫助和安慰
嗎？假如還沒有，你願意在這一刻求
主讓你有切實的肯定嗎？如果有的
話，請在這星期內與弟兄姊妹分享，
一起感恩。
2.	看 看你每天的工作。你認為對社區
（或社會）有甚麼貢獻？萬一你不肯
定，你可以先禱告，求主向你顯露。
3.	你的工作做得好與做得不好，有甚麼
分別？會影響誰？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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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短宣之旅
報告與分享
黃馮玉賢
˙ 各地事工重點：Bologna—學生團契。Perugia—學生團契和
崇拜。Florence—學生查經班。Rome—學生團契、崇拜和兒
童節目。
˙ 突破：首次與意大利教會合作，首次有粵、國語教牧和信徒
組成短宣隊。
˙ 開廣信心：神的愛和祂的手在意大利各城市的華人身上，神
已準備祂的僕人使女服侍意大利的大學生，祂使當地信徒培
訓學生，與他們共享資源。我們目睹各教會兄姐的信心和慷
慨，叔叔阿姨都樂意接待學生，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有
些人更為剛來的學生者提供交通接送、食物和居所。
˙ 靈 性渴求：我們在當地家庭和學生中看到靈性的需要。孤
獨、迷失方向、經濟負擔、語言困難、文化衝擊和學術壓
力，都是他們要面對的社會壓力。我們頗掛心移民和簽證學
生的適應能力。
˙ 古蹟文化：我們到了幾個神聖的地方。例如，使徒保羅殉道
和埋葬的地點，亞西西的方濟各堂和神學院，耶穌在羅馬
的“足跡”，Trappist修道院和地下墓穴。從這些古蹟中，
使徒和追隨者的敬虔和堅定不移的信心，令我們謙卑下來，
並肅然起敬地看著使徒保羅、彼得和早期聖徒們如何持守信
仰，專注基督，完成他們的人生歷程。
˙ 靈裡合一：儘管我的普通話不太好，神卻憐憫我，帶領兩名
國語堂教牧和一些會友加入這個短宣隊。能夠和不同堂會領
袖一起配搭事奉確實難能可貴，藉著祂的恩典掩蓋我的軟
弱。神給這個團隊有同一目標、信念和精神。
˙ 總結：我們完成提《摩太前後書》，分享從神而來的話。聖
靈帶領我們全心全意為教會領袖和學生祈禱。在轉換火車
時，我們互相扶持搬運沉重的行李；也互相分享維生素和
感冒藥，彼此幫助上載免費網路…。我們在不同的事奉角色
中，分擔責任和義務。
˙ 明年計劃：我們得到當地教會正面的回應，羅馬和佩魯賈的
牧師歡迎我們將來開展領導培訓，甚至要求有為期三年的系
統性門徒和領導訓練，建議是：2020年11月。
讚美主，祂是奇妙和不可思議的神！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粵語堂牧師）

信仰传承
朱玲玲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对罗马的印象。
那里曾经有繁荣和辉煌历史，有令人惊叹的教堂建筑，
四通八达的交通。然而，现在这些曾经的辉煌已经烟消
云散，只是轮为旅游景点，人们的信仰也只是留在表面
的形式，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就在这样的境况中，一群中国人在这个异国他乡努
力传福音，他们在这里辛苦工作，更没有忘记这是神的
恩典。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传承，为了下一代建立教会，
不但餵养他们的身体，更関注他们的灵性；他们为了
得神喜悦不记个人得失，为学生们提供免费饭食，建立
小组团契，请牧师来教导。这些孩子们有的是生在意大
利的第二代，也有的是学生，只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
服侍这样的第二代，在人看来不会有任何回报。但是為
了信仰可以传承的希望，当地的牧师和同工有从神而来
的异象，为要完成神的大使命，非常艰难的互相扶持。
当地牧师不多，要整个欧洲跑来跑去，他们不求人的赏
赐，但求得神天上的奖赏！更有些地方没有传道，只有
年长的弟兄姐妹承担责任，建立教会、团契小组，请临
时的教牧来作教导，像我们这样从很远地方来的短宣队
也可以帮助一下，对他们也是个鼓励，让他们心里有一
点点温暖，这也是神的恩典。
短宣队两个星期走了四个城市，短短的时间对他
们没有太大帮助，只希望鼓励他们在神里我们都是一家
人，感受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家人、主內弟兄姐妹，
在遥远的地方与他们一起祷告，求神赐能力给他们。我
们生活在北美舒适环境中，是否应该体会一下他们的感
受？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与他们相比觉得非常惭愧，
只有同心呼求神的帮助、怜悯和恩典，临到意大利的教
会和教牧同工、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靠神刚强壮胆，不
要灰心丧气，因为神已胜过这个世界，福音要传遍天
下。为了福音可以传承，我们要努力帮助他们坚定信
仰，把福音继续传给下一代，才能实现神的大使命，把
福音传到地极，直等到耶稣再来！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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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曹榮
贵湖华人基督教會感恩有谢安国牧师带领的团队，
每周都带给我们纯正的属灵信息和教导；感恩弟兄姐
妹们忠心的服事和摆上，但同时也深感教会在肢体关
怀和传福音等事工上仍有欠缺。过去的一年，贵湖华
基的弟兄姐妹们见证了神在我们的生活和事奉中，有
许多奇妙的带领和作为。神对贵湖华基弟兄姐妹有眷
顾保守，祂恩典和大能的彰显，从张炬平弟兄和任桦
姐妹的见证中，可见一斑。贵湖华基2020年的主题是
「迈向成熟（Towards Spiritual Maturity）」。求神帮
助我们在祂的话语中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得以长
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b）。

神有恩典
張炬平
貴湖華基 (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 於2017年5月建立。兩年多時間裡，我的
生命中經過了一段有挑戰的時光。
教會剛成立時，剛離開原來的教會，要處理很多情感上
的事。我不擅長用言語表達情感，但在心中與弟兄姊妹們間
感情上有很多不捨，常常流著眼淚入睡。新建教會，事情千
頭萬緒：註冊機構、建立By-Law、發展會員、申請慈善機
構、講道、帶主日學、帶小組查經⋯⋯壓力非常大。
這兩年多時間，我相繼有兩位親人去世。首先是我奶
奶，在2017年7月去世。然後是我弟弟，他在2016年底診斷
有結腸癌，於2018年6月去世。在近兩年的治療過程中，我
在時間、精力和金錢上都投入很多。他還年輕，有一個未成
年的孩子。兄弟情深，至今想起他仍然心痛無比。
我在神學院的課程也比較繁重，上課、閱讀、寫作業，
周而復始。當然還要努力工作，照顧家裡經濟所需。這麼多
事情，好像每一個都重要，每一個都丟不下。時間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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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減少自己的睡眠時間。由於長期每天只睡5個小時，身
體靈裡都非常疲憊。偏偏在這個時候，我14歲的孩子挑戰
我，我在怒氣中責罵她，她向學校報告，警員上門，惹出家
庭事故；所幸馬上清醒過來，向主悔改，事情得以解決。
所有的這些事情，難道就只是一些繁忙和灰暗的回憶？
不是，它也是一段有恩典的時光。我們從加入華基教會的第
一天起，就受到了這個大家庭的支持。北約華基教會的謝牧
師是一位古道熱腸的牧者，他給予了我們教會極多的扶持。
在我個人需要幫助時，謝牧師總是全心成全。我最後半年的
神學生實習，是在西區華基教會進行的。盧佳定牧師是一位
柔和良善的牧者，他傾聽我很多的想法，給予輔導和建議。
感恩生命中的這段時光有華基牧者的指引。我也參加過幾次
華基聯會的聚會，體會到這是個相愛合一的大家庭。
回首過去，我領悟到神要讓我學習和突破，這是修剪
枝子的恩典。在處理教會各樣的事務中，我對國語群體的文
化有更深刻的瞭解。在不同的觀點中，我學習以耶穌的心為
心，就不被很多事情困擾，卸下擔子。被誤解時，學習放下
自我防衛，選擇讓自己吃虧，更專注向著神。在和孩子的關
係中，學習處理自己的情緒，和她建立美好的關係……神在我
的心裡，早裝上了翅膀，當我轉向祂，依靠祂時，祂就賜下
力量。
這世界並非我們的家，我們只是過客（彼前2:11）。我
們的每一天都是在為回天家做準備。我們的人生並非屬於自
己，因為神掌管我們的人生，所以我們把盼望放在神那裡。
無論我身處何種環境，我可以確信，神引導依靠他的人。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牙买加短宣
任桦
带着牧者、家人、弟兄姐妹满满的祝福，并神的应许和
平安，终于踏上心里多年嚮往的宣教之旅！我深知神为我打
开这扇门是带我进入水深之处，经历祂更深的恩典、看到福
音禾场的需要、体会父神怜悯的心肠、拓宽属灵的视野、加
深生命的水流，好让我更有基督的生命、性情、更好地与主
同行同工，承受祝福，也成为祝福。
这次短宣主要是向牙买加華基教会的蔡静怡宣教士和那
边的弟兄姐妹们学习，作她生活的伴侶、与她事工配搭、支
持福音事工。从舒适、安逸、文明的环境，进到一个炎热、
登革热瘟疫流传、蚊子蚂蚁为伴、治安混乱、做生意为主的
人群和环境中，让我操练顺服和有愿意受苦的心志；从神手
中接过每一个祂量给我的环境，好让我经历祂的破碎、制
作，也经历祂够用的恩典。祂再一次向我施恩、坚固我的信
心。不是靠药，乃是藉着祷告，神医治了我的病。神让万事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让我略微体会何为「无论
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从蔡传道的身上我看到牧者的心肠、基督生命的荣美。
她全然舍己奉献、尽心竭力传福音、代祷、服侍有需要的肢
体。那里弟兄姐妹学历不高，工作时间长，在铁床铁门、高
温、不透气、如同坐监的环境中做工，每天又面临治安问题
的压力、生活上的挑战，还有各种的诱惑；但是他们对神话
语的渴慕和回应、积极装备（每年三次参加在教会举办的神
学课程）、追求属灵生命长进，令我感动和反省。相比之
下，北美优越安逸的环境，高学历的智商，信徒们却不能因
着神如此恩典而快跑跟随，反而停留在仅仅得救的信仰开端
上，枉费了恩典。求主怜悯，让不可抗拒的恩典使我们真实
的悔改！
每次探访跟弟兄姐妹交通，从他们的见证、所经历的苦
难看到神的同在、眷顾和大能的保守；从弟兄姐妹真诚认罪
悔改的祷告中，看到圣灵在他们心中所作的善工；从他们做
工的艰苦环境，看到他们生活的不容易和吃苦耐劳的品格；
从他们委身舍己的服事，看到他们爱主的心；从他们每周给
我和传道送吃的、带我们出去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看到

他们爱人的心…。我所得到的恩典和厚爱是不配的！千言万
语汇成一句：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
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特别让我感动是他们走出去发报纸和中信。在这个网
络、信息通达的时代，文字工作受到挑战。但弟兄姐妹愿意
靠着主爱、凭着信心、藉着祷告、付上代价（不能上班、要
保安陪同），挨家挨户送上门，也送上神的平安和祝福。福
音以这种方式在播种，每个月都送出300份以上给当地华商
和华侨。何等平凡、却是讨神喜悦的服事！看到有怎么多华
人还没有信主，福音禾场很大。相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
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这是我
們应该效法的。要走出去，勇敢的传福音，到有需要的人群
中，到灵魂还没有得救的人群中，把基督救恩、生命、爱和
光带给他们。愿福音的火持续烧在牙买加的教会，也烧在我
和你的心中！
这次短宣有机会参与神国度的事工，是神的怜悯恩典，
也是神加给我的荣耀。感谢主，让我天天、处处看见神的恩
典、荣耀的同在和祂大能的作为，也经历事奉主、与主同行
的喜乐和满足！难忘的短宣结束了，但是与弟兄姐妹在主里
的爱不会结束！身虽不在牙买加，心却与他们同在。愿我所
学习、经历、领受的，不但成为我属灵生命的祝福，也成为
众人的祝福！
201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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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Short Term Missions
Trip to Mongolia
A total of nineteen volunteers from Canada went on this short team missions trip
to Mongolia between August 1 and 12, 2019. Six workers came from Toronto and
the remainder came from either Calgary or Edmonton. Four volunteers from TCCC,
Pastor Harding Ng, Pastor Ray Lee, Meagan Lee, and Alex Lui went on this trip.

English Summer Camp

by Meagan Lee
by Ray Lee,

Executive Director of 105 Gibson Centre
The camp Meagan and I were involved in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Mongolia! It was very well organized to maximize the sharing
of gospel, for discipleship, and for follow up by local church. Each
Christian camper who came to the camp brought at least a nonChristian friend. Some of these Christian campers were asked also
to be English teaching assistants so they can be aid with transl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be discipled in their faith as they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STM team. The camp was interactive, engaging,
filled with games and opportunitie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for the
sharing of life and of the gospel. Each STM member contributed
to the building of the entire camp! We had 70 campers plus local
assistants and short term missions members totally about 130 people
at the camp. 49 non-Christians campers made decisions to follow
Christ. The finale connected the campers with the local church
for a Youth Music Night. There were tears and many relationships
developed over the course of a week. Mongolians are quite open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hear the truth. They are beautiful people in a
beautiful country. Much of their landscape resembled the terrain of
Banff and Al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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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irst ever Mongolian English Summer camp w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not only to spread the gospel, help the local community,
but also to build relationships that can last years to come! As I was
one of the youngest member, I felt confused as to why God was
urging me to attend this mission trip where we would be teaching
English to university students, however when we arrived, we were
greeted by people of all age groups, from young children to older
adults. They all came to camp with an open mind and I was able to
see their strong desire to learn. As we all lived together in the same
proximity for 4 days, we truly were able to create deep connections,
allowing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 outside of the camp when we
returned back to Canada. Not only did this opportunity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my faith and my assistant's faith, but we were able to
help many students to find their desire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This mission trip was incredibly rewarding, as I was able to make
many new friends and helped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lives by
introducing Jesus Christ. By sharing my testimony, I was able to
personally connect to few students who didn't feel ready to commit
life with God, and by the end of the camp,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begin their transformation to a new life with Him. There we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lifestyle.
Once I got over the cultural shock, I realized how beautiful and
special their community is and how open they are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Christ!

occasion. One day, she was very surprised and encouraged,
when one of her former students told her that she was led to
Christ while studying at university. The student told her, ' I now
understand what you were trying to teach us years ago during
the Christmas occasion'. Our God's Word is so true: 'One sows
and another reaps' (John 4:37).
• A
 lay leader couple went from Mongolia to Inner Mongolia and
stayed there with another pastor couple for five years. Together
the two couples managed to establish three local churches, one
home church in a small city and two planted churches that meet
every Sunday in yurts in the country side, located at 160 km
and 260 km respectively from the mother church. There are now
some 20 believers gathering inside each yurt for every Sunday
worship. Praise the Lord!

Pastoral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by Alex Lui
Pastor Harding and me co-taught a course for four days on
'Christian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Book of Nehemiah, and on 'The
Joy of the Gospel and Serving in Partneship' for one day based on
the Book of Philippi. The attendance ranged from 25 to 35 students
who were pastors, missionaries or church leaders from Mongolia or
Inner Mongolia, the former being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hereas
the latter being a part of China.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very
good interactions and heart-to-heart sharing inside the classroom
and at the dining table. During the praying session every evening,
led by a pastor couple from Edmonton, these Mongolian pastors
and leaders much treasured this opportunity of sharing and praying
together. Students who came from Inner Mongolia (or other parts
of China) were particularly eager to share their needs and their
spiritual life. We could feel their loneliness and their deep feelings of
being constantly watched over as well as a lack of religious freedom
allowing them to freely express or share their faith with others.
However, expansion of God's Kingdom and preaching of His
Truth cannot be stopped. We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faith
and spirituality of these Mongolian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in their
burning enthusiasm when praying to God and when they were
singing hymns, they never needed any power point slides.
Sharing a few encouraging and touching stories below:
• A
 pastor's wife, who is a teacher, shared with me that although
it is not allowe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her student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but she still strives to grab every opportunity such
as those of cultural exchange, for instance, during Christmas

• A
 traveling pastor goes from place to place in the countryside in
Inner Mongolia, and he told me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 difficulties,
God still opened doors and he had opportunities of preaching
and sharing the gospel.
Out of three local churches in Ulaanbaatar which we visited
while preaching during their Sunday services, two of these churches
held their services in either a conference room or a banquet hall.
During one service, there was a very impressive spiritual dance
accompanying their spiritual hymn singspiration.
Mongolian churches are very missional. Apparently it ranks
second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missionaries being
sent out, and on a per capita basis of its Christian population. We had
the privilege to witness the testimony of a young believer who went
to Palestine to do missions work for 10 months and just came back.
During the same service, this church was also receiving a missions
team of 5 missionaries who came from Turkey and just finished some
missions work there, including two USA lady missionaries being part
of the missions team.
Should anyone be interested to support our Mongol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kindly note that there will be another 6 pastoral training
sessions and a Youth English Summer Camp that will be held in
2020. You can please look up the CCCOWE web site or contact
CCCOWE Canada for further details. I think it is very worthwhile
to get ourselves engaged in the evangelistic ministry and pastoral
training work in this beautiful country of immense missions potential,
while reaching out to and supporting Inner Mongolia, through our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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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獻卡

堂會

認獻
志願卡

數目 為宣教士
多倫多 粵
國
英
城北/百/
奧/旺
美堅堂 粵
國
英
麥城堂
北約堂
貴湖
國語堂 國
英
西區堂 粵
英
瀑布
總計

數目

信心
認獻
$

(截至2019年11月10日)

職場/
本地
校園見證 福音外展

參與
短宣

參與
植堂

進神學院 全時間
事奉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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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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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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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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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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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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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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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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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4

2
2

3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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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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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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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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 Erindale Station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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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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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CCC)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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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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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ono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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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第41屆差傳年會各堂信心認獻統計，
請參閱P18。

1.	聖 誕音樂佈道會（粵語）「時代巨輪中
的意義」12月21日晚舉行。

2.	華基聯會大會11月24日舉行，通過
2020年聯會預算及差傳預算。

2.	英 語堂12月22日聖誕崇拜時間改為上午
十時。

1.	教 會 11月 繼 續 邀 請 宣 教 士 一 系 列 主 題
宣講，鼓勵兄姐參與本地和海外福音工
作。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聖 誕期間透過三部曲慶賀耶穌基督降生
及思想其意義。a)將臨節：12月1，8，
15日主日「迎候基督」(Expect Christ)；
b ) 12月 22日 將 臨 節 暨 聖 誕 主 日 ， 各
堂崇拜及聯歡同樂日：「經歷基督」
(Experience
Christ)；c) 平安夜中英聯
合崇拜：12月24日晚7:30「高舉基督」
(Exalt Christ)。
2.	105 Gibson 社區中心：a)「社區聖誕聯
歡」12月14日下午舉行。b) 豐盛生命學
苑12月5日中午舉行聖誕「愛的季節」聯
歡會，購票往 105 Gibson 中心查詢。c)
「40小時義工同行計劃」安排高中學生
參與義工服務，增加自我/群體/文化認
識。此項目明年1-5月舉行，現物色有心
志與高中生同行成年義工。查詢：陳靜
文牧師sophiac@105gibson.com。d)中心
明年推出心理輔導服務，現招聘部分時
間 Counselling Services Coordinator，詳
情 105gibson.com。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 得曉這道」研經講座：登山寶訓—神
國度的進程12月6日舉行，講員：鮑維均
博士。
2.	為未得之民 (UUPG) 禱告：11月為巴基
斯坦的Rajput群體(穆斯林傳統)祈禱。
3.	Downtown Markham（DTM）一周年堂
慶：感謝神恩典及帶領。
4.	黎 巴嫩/敘利亞和平福音隊11月10-25日
由傅再恩牧師、劉袁䓝萓傳道領隊，隊
員：陳淑芳、朱衛海。參加敘利亞全國
聯合禱告會；到黎巴嫩與當地教會作進
一步策略性宣教工作研討。

3.	聖 誕福音崇拜及愛筵（國語）12月25日
上午舉行。
4.	社 區 英 語 班 這 學 期 12月 12日 為 最 後 一
課。
5.	教 會參與短宣中心12月21日在新旺角商
場佈道。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1 1月24日會員大會共146會員出席，通
過2020財政預算及選出20-21年度執事：
胥西嘉、趙榮富。
2.	12月15日聖誕節浸禮。
3.	12月21日粵語聖誕聚餐。
4.	12月22日主日崇拜聖誕大合唱Christmas
Can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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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 約翰11月27日-12月15日到烏干達短
宣。

旺巿華人基教會
1.	12月2日主日佈道會，慶賀主耶穌誕生，
福音傳給鄰舍。

1.	今年收集101個聖誕鞋盒，捐贈第三世界
貧困孩童。

1.	任 樺結束牙買加一個月宣教平安返加，
感謝神使用她作福音使者。

2.	12月15日舉行聖誕洗禮。

2.	10月27日開始新季成人主日學，課程：
新約聖經普通書信，是區應毓牧師主講
「邁向成熟」系列一部分。

3.	12月22日聖誕主日崇拜。
4.	12月24日晚聖誕平安夜燭光祟拜。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11月24日詩班往耆老住宅報佳音。
2.	聖誕慶祝12月15日晚舉行。
3.	12月20及24日在鹿宜商場及黃金廣場內
報佳音。
4.	1 2月 31日 晚 舉 行 「 除 夕 感 恩 分 享 見 證
會」。

7.	日 裔長者12月11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
及講座。

浸禮
西區—Abigail Lam、Hilary Tsui、Kathy
Yang、Fiona Yue、Sharon Yiu、
陳龍光、邱燕英、李慧妍、羅麗娟、
嚴潔怡、葉丞淙、Sharon Yiu。

新會員
國語—王雅靜、王韶欣、何林、馬寧、
陳英麟、張馨軒、解丹迪、
楊啟文傳道、劉曉雲。
西區—陳龍光、邱燕英、何子華、
麥翠珊、李慧妍、嚴潔怡、
葉丞淙，Sharon Yiu。

離世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北約—陳麥遂歡11月20日安息主懷。

1.	11月24日召開會員大會，陳利瓊傳道分
享2020年事工展望，並全數通過2020年
財務預算。

人事

2.	12月24日晚有平安夜音樂敬拜。
3.	12月29日舉行執事同工退修會。

6.	國 語 堂 12月 25日 晚 舉 行 聖 誕 慶 祝 佈 道
會。

《華基家訊》

2.	1 2月 22日 中 英 聯 合 聖 誕 崇 拜 及 慶 祝 活
動。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6.	「活力人生」逢周四早上在教會舉行。

5.	12月22日在停車場帳蓬內接班唱聖誕詩
歌，並向社區居民派發福音單張。

1.	教 會11月開始「生命嗎哪」《啟示錄》
靈修生活。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11月17日會員大會通過2020年度教會財
政預算。

4.	粵 語堂聖誕音樂舞臺劇：「旅店奇遇再
結良緣」12月14日晚舉行，免費索取門
票，憑票入座。

奧城華人基教會

6.	12月31日年終感恩祈禱會

5.	讚 美操每月第一、三周四晚及逢周六早
上舉行。

3.	趙 永智及李賴小蓉11月27日-12月15日
參與華傳非洲烏干達短宣，服事貧民窟
小孩。

3.	12月22日聖誕福音聚會。

2.	教 會多次為香港前途禱告，求神開路、
賜執政掌權者有智慧管治，又賜和平給
市民。

5.	12月24日國語堂舉行聖誕之夜。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2.	聖 誕節聯合浸禮12月21日上午在善牧堂
舉行。

2.	教 會將兒童與青少年11月17日的義賣善
款轉交柬埔寨何明恩宣教士，支持當地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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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李 黃婉雯11月13日請辭部份時間事
工助理（特殊需要事工）。

聘請
多倫多—誠聘半職總務員，有意致電陳耀賢
弟兄905-477-7533（287）/ yyc@
t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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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華基與CMCA合辦「Freedom In Christ
在主裡得自由」多元族群活動11月9日舉行。

貴湖華基9月前往牙買加短宣，
支持蔡靜怡傳道的工作。

城北華基傅再恩牧師、劉袁孟萓傳道
帶領和平福音隊到黎巴嫩和敘利亞。

城北華基短宣隊黃馮玉賢牧師帶領11月前往意大利服侍。

西區華基和平短宣隊10月到烏干達作醫療事奉。

多倫多華基與城北華基短宣隊
10到巴拿馬服侍。

華基聯會大會11月24日舉行，
通過2020年聯會預算及差傳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