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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婦分別於1980/81年蒙
召。1986年從神學院畢業，踏
入工場，生兒育女，到子女們
分別也投入事奉工場，已整整
40年。現在想來真是奇妙，就
讓我分享我們家的故事吧！
我倆都在青少年團契信主。那
個年代，因為基督教在中國受
到逼迫，教會的教導十分強調
基督徒要預備隨時為主受苦。
信徒信主後就要委身，在成聖
的路上下功夫；若神呼召，要
奉獻自己為主所用。當年的培
靈會和奮興會，常有全時間委
身的呼召，有不少學生都願意
回應，獻身事主。

夫婦同蒙召
我沒有想過要全時間奉獻作傳道，也禱告求神不要呼召我；部份原因是
當時傳道人的生活比較艱苦。所以我一定要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才會走
上全時間事奉的路，否則神不會悅納。1981年9月在加東夏令會聽到神的呼
召，確定呼召後，1982年進入香港建道神學院裝備自己。當時我們的感情剛
開始發展，我回香港，他留在多倫多。
他於1980年蒙召，1983年大學快畢業那年，考慮繼續讀碩士或入讀神學
院之際，適逢張子華牧師來華基教會講道，鼓勵他回香港入讀中國神學研究
院。就是這樣，我們兩個人都到香港接受神學訓練；1986畢業。同年夏天，
我們在香港結婚，然後攜著四個皮箱從香港回多倫多事奉。當時我是多倫多
華基教會兒童事工傳道，他則在多倫多大學繼續進修，並參與美堅華基教會
植堂。雖然只有我一個人工作，但兩口子簡樸生活，一無所缺，神賜給我們
最貴重的產業，有一女倢 （Muriel）、一子哲昊（Ambrose）。孩子出生
後，我轉到福音機構工作，曾是事工幹事，現在是書室經理；不過我也有另
一個身份，就是教會師母。配偶謝安國全時間進修時，他的身份是女傳道的
丈夫，後來任半職傳道、機構同工，現是北約華基教會牧師。

2020年

至於我和我家
必定事奉耶和華

我倆曾受神學訓練，都以全時間事奉神為己任，生活
價值及人生目標一致，有相同的事奉經歷，能體會教會工
作在時間上不穩定的壓力，以及弟兄姊妹各方面的需要；
也深明福音機構有經濟張力和事工發展的困難。所以無論
工作和家庭，我們都可以無所不談，互相扶持。有時丈夫
是主導，我是輔助；也有時我作主導，他是輔助。青年團
退修會中，我領詩，他講道；我負責兒童暑期夏令營，他
則作跑腿。我們彼此配搭，同舟共濟、同甘共苦，一同事
奉更得力，彰顯主榮美！

一家事奉主
孩子漸長，我們就一起事奉。90年代，我們參與中神
在多倫多的延伸課程工作，女兒才幾歲，兒子則坐在嬰兒
車內，是課程中最小的“學生”。他們兩姊弟跟我們從這
個教會到那間教會，從這個城市到某個城市；我們在領
會，他們就在教會嬰兒或孩童房玩耍，自得其樂。對他們
來說，教會是好玩的地方，是他們的家。
我們早在神前立志：我們的家必定事奉耶和華！更禱
願像戴德生家族，代代傳承都有委身全時間事奉主的僕
人，薪火相傳。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自幼家中都舉行家
庭崇拜。兩名子女在孩提時，我們便開始承傳這個傳統，
在家裡或外祖父母家中唱詩、讀《聖經》、祈禱、敬拜天
父。我們是子女的屬靈導師，親自帶領他們決志信主，女
兒及兒子都是爸爸為他們施洗。他們在成長期間面對的種
種挑戰，我們都盡力與他們同行。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我們堅持不可停止聚會，告訴孩
子這是《聖經》中最容易遵守的誡命，也成為我們生活的
一部份。他們除了患重病外，都回教會聚會。有一個主日
兒子發低燒，我們因為都有事奉，不能留在家中，於是把
他帶回教會，只留在爸爸辦公室休息，不與別人接觸。
我們一家四口無所不談，溝通十分透明。子女從小就
知道爸媽事奉的苦與樂，面對的困難和壓力，他們都明
白；常在禱告中與我們同工。他們在中小型的北約華基教
會長大，十多年前教會英文堂建立，事奉人員不多，他們
都樂於協助。兒女們高中時已參與不同事奉，例如策劃暑
期聖經班、原住民短宣隊、崇拜領唱、青少年事工發展等
等。作為教牧的子女，有不少的壓力，特別是工作沒有人
做時便要承擔，但是他們都沒有怨言，欣然接受。

兒女當傳道
女兒Muriel從小就有事奉神的心志，大學二年級曾經
歷信仰掙扎，感謝神讓她信心更堅固；畢業後進入教育學
院，曾當音樂老師和學校行政人員。2016年入讀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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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神學院，去年完成道學碩士課程，現於北約華基教
會任青年傳道。兒子Ambrose本來修讀戲劇，蒙神呼召後
到Canada Christian College讀神學，畢業後在國語華基教
會任兒童傳道兩年，現在是貴湖華基和瀑布華基的青年傳
道。
子女讀神學或開始事奉，我們總是全家一起出動。幾
年前教會開始在阿根廷植堂，女兒和兒子多次前往阿根廷
短宣，幫助當地教會建立青年和兒童事工。孩子長大後，
因為各人工作時間不同，很少一家去旅行，卻經常一起去
短宣事奉。每次航機途中，丈夫和兒女們討論《聖經》或
神學問題、牧會方法、青少年工作等，我心裡非常高興。
感謝神的恩典，孩子們沒有因為我們在事奉路上有困
苦掙扎而害怕事奉神；他們都羡慕聖工，甘心樂意走上傳
道的路。作為第二代傳道人，其實要面對更多的壓力，要
加倍的努力，還要脫離父母的蔭下，開拓自己事奉的路。
我們以身教和言教告訴子女，事奉會遇到困難，別人會不
明白和誤解，會有失敗和灰心、孤單和無助；惟要仰望
神，倚靠主耶穌，直接支取從神而來的能力，以主耶穌在
世的事奉作為榜樣。
今年復活節主日，正值疫情期間，傍晚收到一對夫婦
專程送來晚餐，是給我們一家的復活節禮物。我們十分感
動，大家異口同聲讚美神！

事奉主是祝福，滿有喜樂，沒有後悔，永不回頭；
事奉主是值得引以為榮的事。
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
（作者謝師母在恩福事奉，
師丈謝安國牧師為北約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兒子的話

女兒的話
謝倢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一直強調要我們在事
業上事奉神，因為我們的生命屬於神，所以無論我
選擇任何職業，都必須以事奉神為目標。
在華基教會成長，我有幸可以自小接觸普世差
傳，聆聽許多宣教士的分享。我還年少時，就盼望
在“前線”成為傳道人去事奉神。
剛讀12年班時，面臨日後事業方向的抉擇。我
決定主修音樂教育，將我對音樂的愛好和恩賜，與
教學相結合；我認為將來當音樂老師，在宣教領域
上事奉神應該很不錯。父母也非常支持我的決定，
強調最重要是尋求神的心意。
大學畢業後，我當了幾年音樂老師，內心卻無
法滿足神的呼召；我希望能夠明確地與人分享福
音。再工作幾年間，每次參加短宣和差傳年會，神
都不斷給我要逼切傳福音的心志。這個呼喚一直
在我內心有沉重的負擔。與此同時，神清楚告訴
我，我還沒有準備好，必須接受裝備，才能為主所
用。2016年，我入讀多倫多大學Wycliffe學院的道
學碩士課程，2019年開始在北約華基教會當實習傳
道。
在整個過程中，父母既是我的靈程導師，也是
難能可貴的代禱戰士。他們指導我作出許多艱難的
決定，又時常鼓勵我尋求神的路。他們以身作則的
榜樣，與神同行的見證，成為我靈命成長和尋求事
奉路向的重要典範。

謝哲昊
我自年幼就深深體會到，生在牧師家與其他家
庭有所不同，別人會以不同的眼光和態度看待我
們。我們必須按著一定的規矩而行，作為小孩，這
是我並不喜歡也不明白瞭解的。在主日，我們一家
時常是第一個回到教會做開門的人，這表示我必須
在主日要清早起床，然後在教會足足等40分鐘才會
有別的小孩來到。作為家庭整體，我們也必須參加
教會許多活動，不管我是帶著功課或作業。其他孩
子可以留在家裡，我卻別無選擇。做牧師的孩子真
不簡單。
回顧過去，我知道所有這些事都是因為我父母
是神的僕人，他們被神呼召，行事為人都要有更高
的準則。他們本是普通人，有缺點和會犯錯誤；但
是他們被上帝呼召要服事祂，他們就這樣照做了。
他們的身教比他們的言教，給我留下更深而長久的
印象。
我記得多次有人深夜打電話來求助，我父母便
立即起床去幫助他們。無論是開車兩個小時到賭場
營救一名賭徒，或是到警署協助被警方拘留的人；
無論是否我們教會的會友，他們都毫不猶豫。
一天凌晨4點，我接到一個少年的電話，他作了
錯事，要我幫他。我不是他的傳道人，我卻亳不猶
豫的馬上起來開車去找他、幫助他，並引導他回到
正路。感謝父母給我立下榜樣，他們身體力行向我
展示如何事奉主。今天，我很高興自己也走在同樣
的路上。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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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印迹

于斌

基督徒相信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神赐给我们婚姻是为
了让我们彼此相爱、和谐幸福，享受神创造婚姻的美好。
但是为什么即使是基督徒的婚姻，仍有那么多的冲突矛
盾、痛苦挣扎呢？本质的原因，就是我们罪人的本性——
即使是基督徒，生命中也仍有败坏与软弱。
在我看来，婚姻就是神手中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用
来深入地破碎、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的罪性；因为没
有一个人可以像配偶那样与我们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又让
我们避无可避，逃无可逃！这个深深嵌入我们生命之中的
人，可以暴露我们最隐藏的黑暗，也可以磨砺我们最深处
的老我。

铁磨铁，磨出刃来
我和太太虽然都是蒙召的传道人，但是一直觉得自己
是不配事奉神，因为我们实在是那「罪人中的罪魁」（提前
1:15）。我们成长在一个信仰崩塌、物慾横流的社会，多年
追求名利浮华。在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慢慢形成
的那些年间，我们对耶稣毫无认识，也没有听说过《圣经》
。我反思自己，若摩西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
都有才能」（徒7:22），那我学到的不但是学问，更有一切的
恶习；虽则说话行事也有一点点才能，但这点才能却愈发
加增我的骄傲，也成了我抵挡神、攻击太太的利器！神的配
合如此奇妙，祂把两个截然不同、又个性强硬、罪孽深重的
人放在婚姻当中，真是「铁磨铁，磨出刃来」（箴27:17）！
今天我们的生命若还有一点长进，婚姻若还有一点见
证，事奉若还有一点成绩，那都是磨出来的结果！对我来
说，婚姻最值得感恩的，并不是我们有多幸福，而是婚姻何
等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命；否则我这个罪人绝无可能事奉
神！我们的生命在婚姻中被碾得粉碎，又被神重新地建造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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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传道人的事奉
我们一直觉得，两个传道人的事奉，最重要并不是为
神做什么事，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讨主喜悦？有没有让
人看到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里面的罪性有没有拦阻圣灵
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而神又愿不
愿意用我们？！
我们在中国多年，都做过管理者、做过生意；太太还做
过公务员、做过律师，学习了很多世界上做事的方法。但是
这些年跟随主、事奉主的历程，我们却要一点一点地学习
放下人的方法，放下自己的血气，放下自己的私意；去寻求
神的心意，等候神的时间，呼求圣灵的工作。这真的是非
常困难，这也是一个生命破碎的过程！但是感谢神，我们两
个都算是爱主、敬畏主的人，都渴望事奉神，彼此灵命也相
当。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彼此监督，一起反省，一起祷
告。在我心里，太太好像是神差来的先知，哪怕是严厉的
责备也让我甘之若饴，因为只有她才能看清我的问题，也
只有她才能诚实地指出我的问题；被太太责备，总好过被
别人责备，目的总是为著我的益处，这是何等宝贵！像婚
前神给我们的应许。「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
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传
4:9~10）

平衡事奉与家庭
我们两个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平衡事奉与家庭。神
给了我们两个儿子，他们还在母腹中就已经被奉献给神，我
们巴不得凡从我们所出的，世世代代都事奉耶和华。但是
我们的忙碌确实亏欠了两个孩子。在家里，孩子们常常会
重复两个问题：
「爸爸去哪儿了？」
「去讲道了！」
「妈妈去
哪儿了？」
「去开会了！」太太多年来一直提醒我，最需要我
的不是「远东」，不是各个教会、弟兄姊妹，甚至不是那些

失丧灵魂，而是我的两个儿子——若不能栽培好
这两个小门徒，怎能奢望他们将来服事神呢？两个
孩子小时候都说将来要作传道人，但是后来又都
改口了。为什么呢？大儿子说：
「因为传道人太穷！
」小儿子说：
「因为传道人太忙！」我们两个人真是
有很多反省，也不得不在神面前悔改。
近些年，我们尽量多花时间在孩子们身上，也
尽量多花点钱满足孩子们不过分的要求。我们开
始陪孩子玩他们想玩的游戏，开始安排家庭旅行，
也偶尔带孩子出去吃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可是最
重要的，我们建立了家庭祭坛，每天带着孩子们
一起查经、祷告；有时也会带他们一起去探访，让
他们讲见证，也让他们为人祷告，与我们同工。虽
然我们不能決定孩子将来的信仰与事奉，但是我
们尽力建立与孩子们的关系，更帮助他们建立与
神的关系。我们凭着信心将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
深信 慈爱信实的主在他们生命中必有最 美的旨
意！我们夫妇认识主的年日短少，能为主做的也很
有限；但是这两个孩子却是自幼敬畏神、熟读《圣
经》，他们将来若是被主使用，必能做得比他们的
父辈有更大、更美的工！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
们的祷告。
我们两个人曾追求世界30年，做了各种我们想
做的事；如今回首，实在没有一件事比事奉神更美
好、更满足、更值得我们付出生命去奋斗！但这神
圣的召命全然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见得比别人更
聪明、更优秀、更可爱、品德更高尚。神却爱我们，
救了我们，配合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更拣选了我
们，将圣工托付给我们，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
生命、事奉、婚姻与家庭，处处留下恩典的印迹，
如同使欣徒保罗说：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
恩才成的⋯⋯」（林前15:10）
（作者于牧師在加拿大遠東廣播事奉，
師母溫曉璐傳道為奧城華基教會堂主任。）

疫情中呼求神！
盧佳定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尋求你⋯⋯我在
聖所中瞻仰你，為要見你的能力和榮耀。因你的慈愛
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你。我要一生稱頌你，
我要奉你的名舉手禱告。」（詩63:1-4）
全能信實的上主， 坐著為王，掌管宇宙和人類
的歷史。在疫情蔓延全世界時，我們深切體會世人的
渺小和無助。我們來到 面前認罪悔改，為我們的驕
傲和自以為是，在國家、社會和家庭中，背棄上主而
痛悔。
求 憐憫加拿大，醫治這地，讓我們在疫情威脅
中得蒙保守。求 賜智慧給領袖和醫療專家，能制定
有效的防疫措施，使確診和死亡人數減到最低。各省
在防疫緊急狀態時，願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使我們
能消除不必要的恐懼。若有人不幸確診被感染，求
讓我們的醫療設施能給每個患者有適當和具尊嚴的治
療。求 也保守前線的醫療人員，有足夠防護設施保
障他們遠離病毒入侵。
當公共機構、社區設施、教育機構、餐館甚至教
會都暫停開放，求 讓我們珍惜留在家中的時間，多
與家人相聚。求 使我們更有創意，用各種媒體維持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關懷和鼓勵。我們特別為眾教會
禱告，求 保守弟兄姐妹有更多空間讀經、禱告和透
過媒體彼此關心鼓勵，共同度過這段日子。求 也供
應各教會的需要，使弟兄姐妹不致在奉獻的事奉上鬆
懈。願聖靈帶領我們多作反思，更認識生命有限和主
再來的盼望。深願我們在疫情中更經歷主的恩典和同
在。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作者為西區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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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同心同行，事奉耶和華
羅梁玉玲
約書亞晚年的告白：「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
和華。」（書24:15）這是我最喜愛的金句之一，沒想
到如此的祝福會臨到我家。

多疑問：「神啊，為甚麼是現在？孩子都快要出生，家裡
需要經濟支柱⋯」他心裡對未來有很多的憂慮。
神透過兩次主日祟拜的信息和詩歌向他說話：「然而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15:10）
是的，我們今天成了何等樣的人，能蒙神如此的恩典，可
以夫妻倆人同受神學裝備，可以同心全職事奉祂；而且神
對我們的應許是「祂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因著
神的話，心中的憂慮全消，兩夫妻一起走上信心倚靠神的
道路。三年後丈夫神學畢業，全職參與國際福音協傳會的
差傳事工，一直至今。

神對家庭的帶領
神對我的帶領
我高中信主，沒想到大學畢業後蒙神揀選，參與全職
的宣教事奉，隻身到香港事奉七年。這七年裡神教導我如
何獨處，如何準備好自己，成為另一半合適的伴侶。在澳
門母會的團契小組中認識羅川弟兄，沒想到他就是神為我
預備的伴侶。我們成長背景不同、南北文化不同、語言不
同、飲食習慣不同；惟一相同的，我們有同一的信仰。
從我們相識多年，異地交往多年，我開始為我們的未
來禱告、為我們的婚姻禱告。神透過《出埃及記》向我說
話：「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護你，領你
到我所預備的地方去。」（出23:20）我想，神要為我們
預備地方，這是甚麼地方呢？「你們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
神，祂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出23:25）經文裡「
你們」這兩個字就跳出來了！我是事奉耶和華，但是我的
另一半還沒有事奉耶和華；但是到了「神為我們所預備的
地方」，「我們」要事奉耶和華！憑著神的應許，祂為我
們安排來到加拿大。另一半來到加拿大後，先參與〈曙光
聖經軟件〉的翻譯工作，並開始全職事奉；其後在福音機
構參與中國事工的服事。我在讀完神學後，於2006年5月
開始在國語華基教會全職事奉。

神對丈夫的帶領
2009年1月，我懷著七個月的身孕，丈夫告訴我，神
感動他要裝備自己更好事奉神。他希望到神學院全時間修
讀宣教學及跨文化宣教，但是看著我快要臨盆，心裡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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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恩光出生，從滿一個月就開始跟我們在教會事
奉；我們到哪裡，恩光也在那裡。丈夫常常到海外宣教，
我需要獨自照顧兒子，也需要全職在教會事奉。兒子很配
合，無論去探訪、晚上在教會禱告會、團契，兒子都陪伴
我，這樣也造就我們母子關係非常密切。現在兒子長大，
仍然跟著我們在教會服事，甚至開始跟著我們到宣教工
場，一家同心事奉，真是何等美好。
在教會裡，我們夫婦二人同心牧養海外留學生的大學
生事工，常常開放家庭，關懷牧養隻身在外的海外遊子，
帶領他們信主、陪伴他們在主裡成長、培養年青同工們承
接福音使命。夫妻同心事奉，真是非常美好。
感謝主，這些年間神不僅帶領我們夫妻同心在國語華
基教會服事。最近兩年，我們再蒙神帶領，同心參與開創
中亞洲的宣教士關懷事工，支援在回教國家前線事奉的中
國宣教士，我們夫妻被邀請做一些年輕宣教士夫妻的屬靈
導師。我們再一次以信心、以神給我們的裝備和經驗，同
心事奉神和祂的隊工。
按照新約教導，「家」是教會的一個縮影，新約書信
常常提到「家裡的教會」，比如：「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
他們家裡的教會」（林前16:19）。夫妻都是傳道人，那麼
在教會和在家裡的服事，從功能上來講應該是一樣的。
初期教會的屬靈原則，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我們在
教會裡有教導、傳道、分享、禱告、敬拜、唱詩、讚美、
互相幫助、彼此提醒、鼓勵和祝福等等，仍然可以在我們
的家裡體現出來，這樣不僅自己的家蒙神祝福，也可以成
為其他弟兄姊妹們的祝福。
（作者羅傳道為國語華基教會副主任，
師丈羅川傳道在國際福音協傳會事奉。）

夫妻獻身，合一事奉
陳宗遠、陳簡鳳萍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在2004年香港一間神學院中
彼此認識、相戀、結婚；之後雙雙進入工場事奉神。由
於我們在戀愛之先，各自已有委身事奉神的心志，所以
往後的事奉路，確實減少很多不協調的地方。

在不同工場事奉
我們同心向著一個目標進發，懂得彼此支持和接納。
不過因著事奉範疇不同，我們仍然需要學習互相體諒，並
一同經歷信心的功課。最深刻的一次經歷，是我們結婚後
第二天，中國四川發生大地震。由於那時太太在香港一間
宣教機構事奉，負責中國事工，上司對太太說新婚蜜月回
來，要到四川災區考察，看看差會可以怎樣幫助當地災
民。先生知道後非常擔心，因為那時四川仍不斷發生餘
震，又不能伴陪出發，惟有禱告交託神，祈求主賜平安的
路途。感謝神，最終平安回港。
我們結婚頭十個年頭，分別在不同工場事奉。那時香
港工場多，工人少；夫妻分開事奉，非常普遍。對北美信
徒來說，這並非常態，不是同心事奉的典範，也不能一同
享受勞碌得來的成果。不過舉目觀看，禾田熟透，莊稼發
白，需要培育更多工人；然而願意全時間奉獻傳道的人不
多，我們應當如何回應？究竟是憑信心踏上？還是繼續以
一方為本位，對周邊需要壓在心底，將神的託付擱置一
旁？又或者，我們壓根兒對夫妻一同委身事奉抱持怎樣的
價值觀？若然我們所蒙的呼召、所受的訓練、所走的路，
能夠用來服侍更多群體，我們實在極之樂意回應。
回顧我們曾在香港或溫哥華的日子，雖然大家在不同
工場事奉，在時間容許下仍然彼此支持，一同關心弟兄姊
妹，經歷事奉的甜酸苦辣。記得有一次，一位團友的家人

在零晨時份要自尋短見，我們立即開車探望，一同關心、
安慰這個家庭；並說服、陪同那家人前往醫院。另外有時
我倆其中一方身體突然不適，很難臨時找人代替事奉崗
位，我們就成為對方的支援，默契悠然而生。

在同一教會事奉
三年前，我們從溫哥華來到多倫多，有幸一同在城北
華基教會事奉。雖然大家負責不同事工，但是多了見面和
相處的時間，彼此更多分享事奉的喜樂和掙扎；並且更明
白對方的挑戰，繼而懂得互相體諒和紀念對方的需要，這
是好得無比的經歷。
有人認為夫妻一同獻身事奉不太好，容易把家庭和事
奉糾結在一起，更易影響情緒和產生磨擦；又誤以為兩人
若在同一群體事奉，容易陷入把持局面的試探。對我們而
言，夫妻一同事奉，卻是一個美好的功課，藉此調節心
態，學習對另一半情理兼備，有助增進彼此瞭解，培養更
深的感情。夫妻都是同路人，大家有商有量，又能提出實
質建議和提醒，真是最佳拍擋。我們衷心感謝神賜予伴侶
一同事奉的福氣！
《聖經》有句說我們很喜歡：「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書24:15）這不但表明我們的立場，
更肯定我們是樂意事奉神的家庭。一個事奉神的家庭也會
面對各種的挑戰，但是我們相信同一位主，事奉同一位
神，就能把整個家庭連繫一起。有上帝成為家庭的頭是何
等美好，但願更多弟兄姊妹的家庭也同心樂意事奉神，一
同經歷上帝的福氣！
（作者陳牧師在城北華基教會粵語堂事奉，
師母為城北植堂旺巿華基傳道。）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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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激起情緒驚濤
心靈關顧員張頌恩，求神作工撫平
鄭良華
「在疫情中，一家人靠食物銀行度過逆境。」一個領
綜援的家庭，兩夫婦受疫情影響暫時失去工作，孩子們要
在網上上課，從哪裡能找來多一部電腦？經濟壓力不少，
焦慮愈來愈大。家裡每天有著「困獸鬥」的感受。他們靠
食物銀行每周供應食物，才能度過艱難的日子。義工們積
極替他們尋找一個簡單機件，以應付孩子網上授課。那怕
仍在未知中度日，食物銀行為這個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免
除了張羅。

院牧角色的援助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從地球東邊向西邊擴散
時，加拿大衛生局前期表示本國風險很低，民眾因此不太
恐懼，沒料到不多久疫情便在社區和長期護理院爆發，而
最大的失去，莫過於生命與關係。
病毒對不少病患者做成身體傷害甚至死亡，掙扎於患
得患失之間。政府急忙採取封鎖和禁制在家等緊急措施，
這一切都來得如此突然，給社會各個階層帶來廣泛、深
遠，更可能隱藏長時間的心理影響和打擊。
在這非常時期，神讓張頌恩（Asanda）──心靈關
顧員、註冊心理諮詢師，在院宿和輔導室見證了人生百
態、生命中的脆弱與頑強。以下是三個印象深刻的個案。

三個深刻個案
「心裡很想回家，卻害怕自己因為暴露在高風險的環
境下，會把病毒帶回家，感到十分苦惱。」一位在急症室
工作的醫護人員，透過視像表達了自己兩難的感受。醫護
充滿救人的熱忱，不懼疫情，大不了與病魔一搏，知道自
己每天暴露於高風險環境中，就算穿上全套防疫隔離衣
物，洗手不下百次，也有機會被這個隱形病毒感染。心裡
不害怕是騙人的，更甚是在害怕中帶著沉重的內疚感。隨
著年紀增長，因為還有家人，已經不能再輕視自己的健
康。心裡很想陪家人，卻怕自己不小心把病毒帶回家，選
擇哪一邊似乎都不是兩全其美。
「無法與長輩親身道別，很愧疚沒法在他身旁。」一
位家人在電話中痛哭著，訴說無奈地道別的一幕。長者在
養老院感染新冠肺炎，院方出於安全考慮，家人想要見最
後一面的請求被駁回。臨終前，職員在長者床邊為她讀出
來自家人的離別信，家人用文字與長者作了最後的告別，
同時也允許長者「安心」的離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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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期至今，多倫多華基教會的會友張頌恩，她
接觸過院宿裡孤獨、身心疲弱的長者與他們的家人；以及
不同行業階層的無助者和精神困乏者。她親眼看到這些人
的苦痛經歷，親耳聽到他們的無奈和憤怒申訴，感受很
深，亦很明白很能體會。她不多言，只讓對方放膽斥責、
放心哭訴，盡量宣泄內心的不滿、不安、苦痛和傷悲；此
時細心聆聽與陪伴左右，比任何說話都有用和重要。她會
在適當時候，以說話安撫、祝福或在允許下祈禱，不隨便
評論。在治療關係（therapeutic relationship）裡，作進一
步心靈溝通，提供心理援助及輔導。
不要以為前線人員、特別是醫護人員才承受重大壓
力，Asanda 說在這麼嚴峻的疫情下，大家都困在家中，
不管有沒有工作，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財政與心理壓力和焦
慮。有些人不想或不敢面對又不向人直言，寧願收藏在心
裡，這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2003年香港沙士（SARS）疫潮高峰期，導致當地近三
百人死亡，Asanda改變回港計劃，留在加國延續醫護服
務經驗，並重新起步，返回校園進深，在多倫多大學完成
教牧關顧神學碩士課程後，一直專注以院牧的角色迎接不
同的「職事」。今天她面對比沙士更大的挑戰，在安撫和
輔導有需要者時，始終不忘這節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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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9:35）

從無奈中找到盼望
Asanda目睹醫院與長期護理院裡的長者在一夜間離
去，最後臉容竟不能讓家人見，更不准觸踫，為要防止病
毒傳播。這麼懾人的生離死別，誰人料得到，死者家人當
然難以接受院方強硬的安排，他們心裡的憤怒、不滿、無
奈和悲痛交雜。她能夠做的，是平靜耐心地陪伴在旁。

長期護理院內的長者不獲准家人探望，他們那種孤獨、
寂寞和無奈的感覺，就算外人也可以想像。一些失智的長者
可能胡思亂想家人把他們遺棄，其實家人多麼愛他們，只是
被厲害的疫情阻隔。Asanda知道說話未必可以安撫這些長
者，因為他們不一定明白，於是輕拍他們的肩膊，讓他們感
受到仍然有人關心有人愛。
她表示這場疫情不但帶給我們新挑戰，也嚴重地加劇生
命中各種焦慮，攪動著不同的情緒，包括憂慮、無助、孤
單、悲傷、痛苦或沉悶等。心理學家Everett Worthington說在
逆境中，人們有找出路的潛在能力，不單有way power（方
法）、will power（動力），還有 wait power（等候的力量）
，就如《以賽亞書》40章31節：「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
得力。」疫情帶來的不安、煩躁與焦慮，Asanda說不限於受
助者，乃遍及社會各個階層、行業和年齡，只是有人勇於面
對並尋求解決辦法，有人卻怯於面對，藏在心裡而已。那麼
壓力與逆境中怎樣找到盼望，繼續活在當下並走過疫情呢？
《聖經》有很好的教導﹕「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
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
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
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
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你們這小信的人
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它這樣
的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
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
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6:25-34）

面對疫情，她提出三點自我照顧（self-care）﹕
Inward looking: Write a journey。檢視我們生
命的優先次序。
Outward looking: Look up to see the nature。
天父看顧我們，勝於天上的飛鳥和野地的
花。
Live by Grace。「存」是恩典，憂慮是小
信的表現。過去，大概我們不能改變；現
在，我們不能控制，只管活在當下。

參考經文：太5:3-12；路6:20-26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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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Gibson Centre

我們一起走過風雨

編輯組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有些家
庭遇到經濟上的困難，在食物上需要求助。105 Gibson 中心在疫情期間
仍然提供「食物銀行」這項必要性服務。從3月中至4月25日，我們的用
戶增加了40%；幾星期內，我們共送出70次服務，提供食物及日用品予
50個家庭，我們預計此需求仍會逐漸增加。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
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以往食物銀行是捐贈者直接送贈食物到中心，然後由受惠者到中心

鼓勵你的參與
• 支持「食物銀行」可直接捐款，以購買
食物及日用品。請到www.105gibson.
com/donate，並在捐款表格問題一選
擇”Food Bank”。

提取。可是自從安省頒下關閉令後，中心便不能以這種形式運作。這段
期間，中心要從營運費用中抽取資金，由員工或義工個別到超級市場採
購食物及日用品，然後義工團隊把購買回來的物資包箱並安排親自送
貨，把物資直接送到求助家庭門口，務求他們不用外出領取食物。
感謝神，我們有8位義工司機每星期均幫助運送食物。其中一位義
工司機Enoch Chan一直是中心員工，現在主動提出成為義工，他說是
源於主的愛：「這段疫情期間，求助的人一定會比以往多，每想到這
樣，我便覺得要多出一分力幫助他們。《聖經》說：『施比受更有福！
』我每次把食物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時，內心就充滿喜樂，感覺到神的
愛。有時我見到受惠者的笑容，內心也覺得感恩。」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
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41:10）
除了食物需求，情緒上的支援亦很重要。這段時期，我們遇到不少
人因為生活上的轉變而感到有壓力，例如收入減少而有財務困難，不能
外出而感到困擾；甚至在家照顧孩子而感到壓力重重。有見及此，105
Gibson中心增設一條免費輔導熱線，由專業輔導員負責，與疫情中受到
情緒困擾的人有傾談的機會。熱線開展一個月內，我們接聽了十多位朋
友的電話。感謝主，讓我們可以幫助那些有不同需要的人。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中心暫時關閉，我們卻繼續善用中心的地方。這段期間，一個由醫
生和社區召集人組成的團體Mobilizing Masks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及
CAA Club Group合作，與我們一起進行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收集捐贈
口罩活動。我們收集口罩後，會捐贈給大多市醫院及長期護理院內的前
線工作人員。截至4月中，已經收集14萬個外科口罩，5,000個為N95口
罩，4,000個面罩，以及7,000個手套及防護裝備。感謝神，讓我們可以
為社區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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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輔導熱線，如有需要，可致電647918-1205、電郵counselling@105gibson.
com、微信WeChat ID:
counselling105Gibson留言或短信，附
上名字及聯絡電話，一個工作天內回
覆。詳情可瀏覽www.105gibson.com/
helpline。
• 支持捐贈口罩活動，捐贈或捐款：
www.105gibson.com/mobilizing-masksfor-health-care-providers或www.
frontlinemasks.ca。

緬北的故事 李金榮與張興菊
林梁淑美
李金榮是生長於緬甸北部的漢人，爺爺放馬，有次馬
匹失蹤，被人冤枉；後更因腳患死去。當時奶奶很痛苦，
有一位牧師關心向她傳福音，她和三個孩子都信了耶穌。
金榮的爸爸是老師，帶領妻子信主，兩人都很愛主。
神祝福他們生養眾多，有12個兒女，但家境十分困難。父
親去世時，金榮只有14歲。母親每日以淚洗面，村裡的趙
約拿牧師把他和姐姐帶到緬北腊戍，到查天儒牧師、張茂
蘭師母創辦的「恩慈之家」孤兒院。在福音協傳會助養計
劃下，華基教會的劉天貴弟兄自1996年成為他的助養人，
一直到他離開孤兒院為止。那些年間在查牧師教導下，他
16歲立志獻身服侍神。
20歲認識一些壞朋友，無心事奉神。為了逃避奉獻，
接受腊戍新光學校魯金蘭牧師的邀請，到萬宏鄉孟薩市當
老師。那裡沒有傳道人，學生千多人，多是外面遷入的孩
子。當老師兩年來，上帝仍不斷呼召他；直到發生嚴重車
禍，他才流淚悔改，去泰北伯特利神學院裝備自己。其後
回到孟薩作傳道和老師，每天帶領50多位老師靈修早禱。
這是教會學校，很多老師卻仍未信主。
其後他跟神學院同學張興菊結婚。在孟薩事奉兩年
後，曾先後在清邁和大奇力作傳道和教書。雖然大家都喜
歡他，但是幾年來他掛念著當初呼召他的地方。2013年毅
然辭去穩定收入的事奉，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去孟薩
山區作開荒工作。

多年來悉心經營，用心教學，愈來愈多父母帶孩子來
讀他們的學校。2014年他與兩個信主親友合資買地方興建
「榮興中心」，今年已有超過100個孩子，早上五點起床
梳洗後有40分鐘讀經祈禱。吃完早餐送孩子到政府辦的學
校，下午四點放學。放學後孩子用一小時幫忙種菜、灑水
和除草。晚餐洗澡後，六點到八點半是中文班時間，九點
休息。很多孩子的家庭都很窮，只能負擔一點學費，所以
他們要種菜、養豬和雞，周末更上山摘野菜幫補三餐。
2016年劉天貴參加緬北短宣，在「恩慈之家」25周年
感恩禮當天，與20年前助養的李金榮相遇！互相擁抱交
談，才得悉金榮近況。劉弟兄回到加國後，為中心的孩子
有伙食加菜計劃，每月齊集信徒捐款加幣一百元，給孩子
作買肉的費用。有心的弟兄姐妹更捐款資助中心基本需
要，例如購買貨車接送學生上學，增建學生宿舍、敬拜
所、改建廚房及其他建設等，讓中心有更好發展，更多緬
甸山區的孩子和居民得到福音！
寄宿在「榮興中心」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大多是佛教
徒，如果孩子不來寄宿，他們沒有機會認識主耶穌。從
2014年到如今共77人信耶穌，16戶學生家長歸主，31位受
洗，14位青年委身讀神學裝備服事神。現在仍在泰北美塞
伯特利神學院共7人，今年將畢業也有3人。榮耀歸於神！

回想昔日開荒極度困難，生活十分缺乏。還記得夫妻
倆穿一雙鞋子，孩子生病沒錢看醫生，只憑信心禱告。
為了幫補收入，太太在附近農村幹活，每日只賺取200泰
銖。雖然清邁教會不斷向外求援，惟山區偏遠落後，無人
願意去，他便一直留守。孟薩附近幾條小村都有小教會，
卻沒有傳道人。每周六他便留下妻子和孩子，自己開摩托
車輪流去這幾個村莊帶領聚會。這樣堅持兩年，直到美塞
教會無條件支持他們每月5000泰銖，生活才稍為好轉。
李金榮更雄心勃勃，希望向政府申請在現有地皮上建
一所私立基督教中文學校，有更完善的校舍，容納更多山
區孩子得到屬靈栽培，為天國培育人材。他也計劃加入福
音協傳會助養孩童計劃，讓貧困山區孩子同樣有機會接受
教育，得到屬靈教導。榮耀神並興旺福音，讓多人信主，
都是他倆夫婦建立「榮興中心」的目的。「但願尊貴、榮
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1: 17）

吳克定牧師和筆者代表多倫多華基教會送禮物給李金榮、張興菊夫婦

（多倫多華基教會林傳道約訪筆錄，
於緬甸福音協傳會37周年宣教感恩大會後）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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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神的手在引领
记仕嘉堡福建群体聚会

董晓钟
回顾在仕嘉堡开展以福建群体为主的事工历程，心

神透过谢安国牧师的异象分享，带来了新的突破。

中满了感恩。在这些日子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是主的

原来神已经为我们在仕嘉堡的Rosewood社区，预备了一

手在引导。

群可爱的小学生作为服侍的对象。去年7月，我们和北约

事工開始
我是2018年9月加入北约华基教会的侍奉团队，负责
这个事工。事工开始时，我们只有三个家庭五、六个人聚
会，后来又有两个家庭加入，事工团队的核心逐渐成型。
使徒时代初期教会都是以家为单位，家带给我们温馨，
我们彼此关顾相爱。我们在家里聚会，大人在一楼的大
厅崇拜，而儿童主日学用楼上的卧室；聚会后还有爱宴。
我们关心弟兄姐妹的全人健康，经常组织一些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福音书中提到，主耶稣教导门徒，同时也关
心他们肉身的需要。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祝福中
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
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
可指摘。」（帖前5:23）
在家里聚会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感觉空间太小，
不足以开展更多样的事工。神有预备，祂感动了开旅游
社的许姐妹，将她公司在周末给我们作崇拜用。这解决
了空间狭小的问题，也给我们后来开展每周一至五清晨
赞美操事工提供了场所。

不停突破
感谢主！我们一路走来，不断遇到瓶颈，但在主带领
下也不停有突破。最初我们的福音事工都只是小范围，
集中在几个家庭中；我们多是邀请周围的邻居和朋友来
到我们中间，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但不久后，事工有停
滞不前的现象。于是同工们都在祷告中寻求神，如何能
跟社区有更多的接触呢？难道我们就只能维持现状吗？

华基的青年同工团队一起，借用一个教会举行为期两周
的兒童暑期夏令營。之后还邀请参加夏令營的小朋友，
以及他们的父母等一同去郊游。去年10月底，我们还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丰收节聚会，以此替代传统的万圣
节；接着是圣诞节。今年初，我们更借用社区中的天主教
学校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在聚会中，大家欢声笑语不
断；有奖游戏、赞美操、亲子活动，使整个场面一次又一
次推向高潮。这为我们与这个社区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交
流平台。

福音傳開
感恩神开路，我们能在此与同胞分享福音，许多人都
期待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在这期间，我们认识了一
位本来不愿意接触福音的朋友。后来她患了初期肠癌，
神使她的心软化下来，接受我们为她代祷；最后她愿意
接受耶稣。可见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向神敞开的心，神
就会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祂的事工。两年来，我们带领
了四位福音朋友接受耶稣。我们体会到不是我们能做什
么，乃是我们愿意依靠顺服神，祂要带领我们走祂引导
的路。
今年的疫情再一次让事工面对困难。原定3月春假期
间的營會，以至4月要开始的每周日下午的外展聚会，都
受到疫情影响而不能按时开展。不过相信一切都掌握在
神手中，祂是不会误时，也不会误事的。短暂的等候，一
定会使我们更成熟；无论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神的事
工都会有长进。

如何将耶稣的福音有效地带入周围的同胞中呢？在每周

回顾过往，一路满了恩典，展望将来恩典会更多。虽

一次祷告会中，我们寻求神的带领，祂回应了我们的祷

然受阻于疫情，事工没有停止，网络为我们提供更多的

告。

机会。期盼掌管万有的主继续带领，再一次看见祂的恩
手。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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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Karis Le
Ludolf Backhuysen, Christ in 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1695

In 2010, at the 12th week of my pregnancy, doctors
advised me to abort the baby if I wanted to keep my life.
They tried their best to explain all the risks that would
take one or both of our lives. However, I believed in the
Mighty God who could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and
insisted to keep the baby. I visited various doctors, and
they all gave me one same advice: abortion. I remember
having no one else to turn for help except Jesus. God has
graciously walked us through our terrific storm. Anna,
our healthy and lovely daughter, is 9 years old now.
We all encounter various storms from time to time. It does
not need to be a life and death issue. It can be anything that
is beyond our abilities. It takes away our joy and overwhelms
us with fears. I hope this article will encourage you,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facing the storms in your life now.
In Mark 4:35-41, Jesus instructed the disciples to go across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of Galilee. Out of nowhere, a great
windstorm arose, the waves were breaking into the boat,
and the boat was already filling. This real and life-threatening
storm frightened even the skilled fishermen. Have you ever
wondered ‘Did Jesus foreknow that this storm would arise?
If he knew, why would He still tell them to cross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Though the disciples had been with Jesus
for a while and witnessed lots of His miracles, they were still
afraid in times of great troubles. In that way, we are very much
like them. The Bible did not inform us how long the disciples
had struggled before they ran to Jesus for help.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in no way match for this storm, they
ran to their only hope: Jesus.
What was Jesus doing at that time? He was sleeping. Have
you ever felt Jesus kept silent and did nothing while you were
struck by one of the hardest storms in your life? No matter
how we feel, the truth is this even when it seems like Jesus
keeps silent, He is still there with us in the storm.
The disciples woke Jesus up and asked “Teacher, do you not
care that we are perishing?” This is both a cry for help and a
complaint. It is like “What? How can you merely lie there and
sleep while we are struggling with this deadly storm? Please
wake up and do something.” The disciples have witnessed
how much Jesus cared for the sick, for the demon-possessed,
and for the crowd. However, when their own lives were
threatened, they wondered if Jesus cared for them. They
asked this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who Jesus truly was.
At that time, they clearly did not know the lesson Jesus want
them to learn when He let them endure this storm. Only after
Jesus’ crucifixion and resurrection, the disciples could truly
understand how much Jesus loved and cared for them. He
cared for them so much that He forsook His equality with
God to make himself nothing, became a man and obedient
to death, even death on the cross.
Do we see ourselves in this story? When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storm, we might ask this same question. ‘God, do you
not care?’ ‘Do you not care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sick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dying every day in this pandemic?’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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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not care that I have a family to feed and bills to pay?’ If Christ was willing
to die for us on the cross when we were still sinners and unworthy of His love, can
anything hold Him back from loving us and caring for us? When we are deeply buried
in our worries and fears, we tend to forget who is our Lord and the greatest thing He
has done for us: dying for us on the cross. If we keep this mind, we would not doubt
His love and care.
When the disciple turned to Jesus for help. He woke up,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He delivered two messages “Peace! Be still!”, “Why are you afraid?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John 1:1-3 reveals that all things were made through the Word. He is
the Maker of heavens, earth, and everything in it. He is the Lord of all. When Jesus
rebuked the strong wind and the raging sea, they heard His voice, acknowledged His
authority, and obeyed His command. This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story, a dramatic
change from a great windstorm to a great calmness. All by Jesus’ power.
“Why are you so afraid? Have you still no faith?” Asking these questions, Jesus gave
the disciples an opportunity to access their faith. Jesus also reveals a truth here for us:
where there is no faith, there is fear. Get back the questions I asked earlier “Did Jesus
foreknow that the storm would arise? If yes, then why He still allowed them to face
this storm?” It is interesting to learn that sometimes God allows us to face the storms
in our lives so that we can draw closer to God and know Him better. Yes, God could
use the storms to draw us closer to Him and help us to know Him better.
Today, our world is severely hit by the coronavirus. It throws millions of families into
uncertainties and hopelessness. It spreads tragic death and great fear everywhere.
Right now, you might also go through some storms. It can relate to your health,
career, finance, relationship, or any others. In Mathew 28: 20, Jesus promised to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of the age. No matter what we are facing now, there is always
hope for us in Christ because the same Jesus who was with the disciples and calmed
the storm that day is the same Jesus who is with us and is able to calm the storm in
our life today if we ask Him.

Karis is a Vietnamese. She studied M.A.
in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Before she
graduated, she was asked to pioneer
the ministry of CNEC in Vietnam. Thus,
she started Salt and Light Ministry
(CNEC Vietnam) since 2008 and have
served with CNEC as Vietnam National
Director/Coordinator from 2008-2016.
On Dec 2016, she came to Canada. In
Jan 2017, she started her M.Div. program
at Ambrose University and graduated
this summer. She was ACEM subsidized
seminary student.

Thinking of the storm you are facing now, are you willing to stop trying on your
own but turn to Jesus for His help? Are you willing to ask Jesus to turn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to a calm one? Are you willing to experience His power in your life and
know Him better? May we each find GOD Himself in the midst of our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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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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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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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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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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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基聯會
1. 差傳部資助各堂暑期實習神學生：多倫多華
基—Sally Ng；城北華基—陳嘉慧；奧城華
基—馮約翰。
2. 暑期差傳實習神學生：國語華基楊萍5月至8
月牧養瀑布區及紐芬蘭的學生群體。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教會網站周一至六提供「每天祈禱」，兄姊
每天和教牧一起為全球疫情及受影響人士
禱告，並每周三晚 7:30 參加網上教會祈禱
會。
2. 原定4月26日舉行會員大會，因疫情改期。
3. 教 會 賬 災 小 組 及 執 事 會 一 致 通 過 ， 在
疫 情 下 以 慈 惠 金 援 助 ： a) $ 2 , 0 0 0 透 過
「Mosaic Interfaith-Out of The Cold」幫助
露宿者。b) $ 3 , 0 0 0 支持 105 Gibson中心與
「Mobilizing Masks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合作捐贈口罩。c) $30,000資助前線人員保護
裝備和社區需要：$24,000資助醫院、長期護
理院和庇護所，$3,000撥至105 Gibson中心食
物銀行，$3,000資助送食物行動。
4. 成人基教部主日學5月3日起在網上舉行：路
得記(9堂)、耶穌論天國(9堂)、啟示錄(18
堂)、作個環保地球人(13堂)、信仰探索班
(9堂)、初信成長班(9堂)。
5. 原定四年一度8月舉行教會聯合夏令會，因疫
情取消，改在2021年7月31日至8月2日舉行。
6. 105 Gibson中心：a) 食物銀行透過8 位義工幫
助，已送出70份食物給50個家庭，而40%是
新用戶。疫情期間，社區對食物銀行需求很
大，呼籲捐款www.105gibson.com/donate(
選擇”Food Bank”)。b)增設疫情免費輔導熱
線，647-918-1205/counselling@105gibson.
com/WeChat ID:counselling105Gibson（
請留言或短訊，附上名字及聯絡電話，一
個 工 作 天 內 回 覆 ） 。 詳 情 www.105gibson.
com。c)中心與Mobilizing Masks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合作，為醫療人員收集口罩，
捐 贈 支 持 www.105gibson.com/mobilizingmasks-forhealth-care-providers 或 www.
frontlinemasks.ca。d)5月起免費網上課程和豐
盛生命學苑課程www.105gibson.com/onlineclasses/ 。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網 上 主 日 崇 拜 時 段 ： 粵 語 — 8 : 4 5 a m
& 1 2 : 3 0 pm( 直 播 ) , 1 1 : 0 0 am( 臉 書 ) 。 英
語—9:00am (臉書),11:00am& 5:30pm (直
播)。國語—2:00pm (直播)
2. 增設網上#rhcccfam平台，鼓勵信徒疫情期間
分享見證、家庭照片、視頻等，彼此鼓勵。
3. 從 慈 惠 金 撥 出 奉 獻 幫 助 以 下 機 構 ： 麥 健 時
烈治文山醫院$20,000、食物銀行$15,000
、South Lake 區域健康中心$15,000購買醫療
用品；又已捐贈12,000個口罩到大多巿四間
醫院。

《華基家訊》
ACEM Monthly
May 2020 Vol.
340© 版權所有

4. 「縫製口罩」行動：教會為非前線醫護人員
及社區人士縫製口罩、長袍和手術帽，感謝
他們在社區的服侍，至今完成縫製超過450
件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送 至 以 下 機 構 ： L’Arche
Daybreak, Yellow Brick House，烈治文山孟嘗
閣、新寧醫院、多倫多公共衛生的護士們、
敬老院、烈治文山的婦女庇護所。
5. 因應疫情，偉耀博士為教會錄製系列福音短
片「『疫』有盼望」，直播日期：5月16日「
隔離」、5月23日「焦慮」、5月30日「十字
架」，網上live.rhccc.ca播放，時間8:00pm。
6. 個人佈道訓練：5月9日網上舉行，配合「『
疫』有盼望」，傳道部鼓勵小組長和有傳福
音負擔兄姊參加。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網上主日崇拜：粵語早上9:30、英語及兒童
信息早上10:30、國語早上11:30。
2.各堂團契及小組聚會改用網上進行。
3.兒童部「相約星期三」逢周三下午3:30舉行。
4.國語堂成人主日學「信仰研討班」5月3日起
早上10時網上開課。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基要真理班、小組長培訓、各查經及青少年
團契均通過網絡聚會。
2.5月份培靈會和14周年堂慶將通過網絡進行。
3.兒童部在疫情期間為2歲至5年級孩童舉辦微
信群組兒童主日學，家長與孩子一起學習。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疫情期間，教會積極探索新型網絡聚會與事
工模式，使用社交軟件繼續各項事工，提供
屬靈安慰和支持。
2. 兄姐禱告熱情不斷復興，4月4日起姊妹開
始“40天接力禁食禱告”，4月9日起興起“
弟兄禁食禱告會”。
3. 兄 姐 積 極 響 應 政 府 號 召 ， 參 與 社 區 捐 款 捐
物，以及服務志願者活動等。
奧城華人基教會
1. 教會從4月19日起製作網上敬拜。
2. 4月12日起，主日透過網絡視頻進行青少年兒
童活動。
旺巿華人基教會

1. 網上祈禱會：粵英語堂均每周三晚8時，國語
堂每周一、二、四晚8時和周五晚7時。
2. 國語堂網上主日學：啟示錄，每周六早上10
時舉行。
3. 原定5月24日家議會將延期。

1. 鼓 勵 參 加 教 會 小 組 ， 得 到 關 顧 、 餵 養 和 團
契。
2. 4月1日起每周三晚有網上禱告會(國/粵語)。
3. 牧者每周「勉勵的話」視頻在教會網頁發佈
vaughanccc.ca，互相勉勵，剛強壯膽，靠主
走過疫情。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慶祝母親節：兄姊寫上對母親的祝福語並拍
下照片，母親節網上崇拜當日播放。
2. 執事會通過從慈惠基金捐款$3,000給北約克
Harvest 食物銀行 。
3. 原定5月舉行年度會員大會延至6月28日。
4. 疫情期間教會暫停對外開放，主日崇拜全面
網上直播；祈禱會、主日學及小組團契均線
上聚會。
5. 教會耀能組（Dystonia Support Group）開始
每周一次輕鬆討論聖經(英文)。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教會網絡主日學4月12日至5月31日每主日上
午進行，主題信息：苦難、堅忍和盼望。從
聖經人物和經文研讀，反思今世代如何明白
神旨意和帶領。
2. 5月3日網上神學主日，講員：區應毓牧師。
3. 5月10日母親節主日，講員：簡朱素英傳道。
4. 5月起方豪牧師為成人基教牧師，參與培訓及
主日學事奉。
5. 原定5月24日年度會員大會，改6月28日。
6. 原定7月的暑期聖經日營，因疫情取消。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疫情期間，主日崇拜改在網上舉行，英文堂
早上11時，中文堂早上11:15。
2. 網上祈禱會每月第二、四周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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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教會通過向貴湖醫院捐款$8,000，其中
兄姐捐獻$5,250，教會財務撥出 $2,750。
離世
多倫多—陳霖4月23日、馮志立4月3日、勞周佩
玲的家姑勞許德煥3月30日、唐玉華3月7
日、黃許芝香3月3日安息；陳華美的母
親陳沈海蘭4月1日在香港安息。
美堅—蘇銀英4月21安息。
人事
城北—金弘實習傳道完成一年實習，4月20日起
出任國語部全時間傳道。
麥城—孫慕華實習神學生2020年5月1日至2021
年4月30日在國語堂繼續實習。
旺市—鑑於疫情，余錫康牧師延遲退休日期，
為期三個月；視乎疫情進展，6月30日再
作決定。
聘請
麥城—聘堂主任/牧師，具認可神學學位。
神學畢業8年及5年以上牧會經驗，富
領導、宣講及教導恩賜等。電郵履歷
及 蒙 召 見 證 poonchanyeelok@gmail.
com，Enoch Chan 收。

創會牧師：高雲漢
行政助理：張尹秀瓊
聯會會牧：黃少明
編輯委員：陳盧道賢、陳鈞陶、李顯華、鄭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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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之寧、劉聰艷、鄧鍾慈芳（顧問）
文宣幹事：張余杏貞 版面設計：陳鈞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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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社區關懷

華基教會透過不同媒體，在網路一起敬拜、團契和會議。

華基教會網上崇拜時間表
教會

粵語

國語

英語

網頁

8:15 a.m./11:15 a.m.

9:40 a.m.

9:40 a.m.

www.tccc.ca

8:45 a.m./11:00 a.m./12:30 p.m.
---

2:00 p.m.
---

9:00 a.m./11:00 a.m./5:00 p.m.
9:00 a.m./11:00 a.m./5:00 p.m.

www.rhccc.ca
www.rhccc.ca

百里

8:45 a.m.

2:00 p.m.

11:00a.m

www.barrieccc.ca

奧城

8:45 a.m.

2:00 p.m.

11:00 a.m.

www.auroraccc.ca

旺市

11:30 a.m.

9:30 a.m.

10:40 a.m./12:20 p.m

www.vaughanccc.ca

美堅

9:30 a.m.

11:30 a.m.

10:30 a.m.

www.mccc.on.ca

麥城

9:30 a.m.

11:15 a.m.

11:15 a.m.

www.markhamchurch.com

北約

9:30 a.m.

11:30 a.m.

10:15 a.m.

www.nyccc.ca

貴湖

---

11:30 a.m.

--

www.nyccc.ca

國語

---

10:45 a.m.

9:15 a.m.

www.tmccc.ca

西區

11:15 a.m.

---

11:00 a.m.

www.wtccc.ca

瀑布

---

10:00 a.m.

--

www.nrccc.ca

CCCC

---

---

11:00 a.m.

www.cornerstonechurch.ca

多倫多
城北
DT Markh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