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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看疫情中的

「動」與「靜」
謝安國

當三月份疫情剛開始時，政府頒下限聚
令，整個社會一下子停頓下來，市面顯得
出奇的平靜，路上汽車稀少，但是我們心
中卻一點不平靜。關於疫情的數字不斷的
跳動，我們的心情也跟隨著動。外面的平
靜，與內心的動盪不安成了強烈的對比。
好不容易過了幾個月，疫情舒緩，社會又
活動起來，路上車多了，心情也略為平靜
下來。可惜好景不常，九月疫情反彈，社
會又再次沉寂下來，我們的內心也隨即跳

動起來。這種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交替的
過程中，我們不禁問：「我們的信仰能否
讓我們在環境的變易中，重掌主導權；在
內心的跳動中，能否得到真正的心靈平
靜，在死寂中得到動力？」
我以「動」與「靜」這角度來查看《聖
經》，發現在不少經文中，表達著這兩個
方向：由「跳動」到「平靜」，由「死寂
的平靜」到「帶著使命的行動」。

由「跳動」到「平靜」：
以馬內利
首先，讓我們看《以賽亞書》七
章。當時猶大王亞哈斯面對亞蘭王利汛
與北國以色列王比加聯合攻打猶大，圍
困耶路撒冷，當時亞哈斯王和百姓十分
害怕。以賽亞描寫說：「王的心和百姓
的心就都跳動，好像樹林中的樹被風吹
動一樣」（賽7:2）。
跳動的心，就是在極度恐懼之下
心跳加劇的情形，像樹林的樹木被風吹
動，就是左搖右擺，不得安寧。人們面
對如此挑戰，產生極度的懼怕是正常的
反應。關鍵在於如何面對懼怕？如何從
懼怕中走出來？先知以賽亞奉耶和華的
命，去安慰亞哈斯說：「….你要謹慎
安靜，不要因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
子，這兩個冒煙的火把頭所發出的烈怒
害怕，也不要心裡膽怯。」（賽7:4）
神又曉喻以賽亞叫亞哈斯向耶和華求一
個兆頭，可惜亞哈斯竟以不試探神耶和
華為藉口不去求！但神竟主動給他們一
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
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人同在的
意思），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
必吃奶油與蜂蜜。」（賽7:14-15）
神向懼怕不已的亞哈斯王發出呼
聲：信靠神，有神同在（以馬內利），
就必得拯救！為甚麼亞哈斯不信靠神？
或許他認為這是政治軍事的角力，宗教
信仰始終有點不切實際吧？我們今日在
疫情變化中，面對病毒和各方面的壓
力，心情跳動不已，是否也和亞哈斯一
樣，認為神不足以信靠呢？
談到以馬內利，我們馬上想到耶
穌基督。祂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就
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在《馬可福
音》4章35-41節一段經文中，記載了
門徒在風暴中得平安。當時門徒和耶穌
在船上，從加利利海的一邊要過到另一
邊，耶穌因為傳道工作勞累，在船上睡
著了。忽然起了風暴，情況十分危險。
門徒面對生命危險，看見睡著的耶穌，
便埋怨地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
顧麼？」他們的想法是要耶穌快點醒來
幫忙。耶穌醒來，卻沒有用他們所想的
方法，馬可描述說：「耶穌醒了，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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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
』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耶穌對他
們說：『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
麼？』他們就大大的懼怕….」
這豈不是我們的人生的寫照嗎？在
人生風浪中，我們的心在跳動，神卻好
像十分沉默。我們也像門徒一樣問神：
「為甚麼主耶穌沒有即時出手相助呢？
難道祂不顧念嗎？在這些情況之下，恐
懼填滿了我們的心，甚至把我們吞噬
了！」「為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
麼？」耶穌對門徒說的這句話值得我們
深思。有耶穌同在，我們還用懼怕嗎？
我們的信心在哪裡呢？
耶穌就是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
我們有主在「船」上，還懼怕甚麼呢？
在動盪的世代中，我們的主能賜下真正
的平靜，是世界不能奪去的平安。

由「死寂的平靜」到
「使命的行動」：神的使命
摩西在埃及王宮長大，是公主的
養子。有一天，他看見自己的同胞被埃
及人欺負，便出手殺了那埃及人。摩西
害怕起來，逃到米甸的曠野去，遇見了
米甸祭司葉忒羅，後來娶了他的女兒西
波拉為妻，開始了幾十年牧羊的生涯。
這時候的摩西，過慣了平靜的日子，
昔日的宮廷生活，為同胞出力的豪情壯
志，早已忘得一乾二淨。這種平靜，倒
像一種死寂的平靜。就在這時候，神
在荊棘中向摩西顯現，在「聖地」上
告訴他：「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
3:6）又說：「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
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
們。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
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
來。」（出3:9-10）
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們的哀聲，摩
西都忘記了，但是神沒有忘記！摩西不
能再在曠野過著逃避的日子。神現在要
差摩西回去，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去應
許之地。
在疫情這段日子裡，我們經歷了
動盪和平靜、恐懼和平安。許多弟兄

姊妹都說讀《聖經》的時間多了，祈禱
多了，與神更親近了，心中感到一種奇
妙的平安。不過我們必須小心，這平安
不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享受，乃是要
帶來新使命的行動。我們在平靜中，有
否看到失喪者的苦情，聽到他們的哀聲
呢？我們聽到神對我們發出的呼召嗎？
上月的華基聯會差傳年會中，舉
辦了兩次的差傳講座，討論在疫情時期
的差傳方向和策略。原來疫情並沒有攔
阻福音的拓展，攔阻的力量只是我們的
小信和自我。在疫情中，北約華基教會
開展了哥倫比亞的兒童福音英語外展工
作，通過網上連結，以英語向哥倫比亞
的華人孩子有《聖經》教導，反應很
好；我們都期待疫情結束後，可以到那
裡舉辦兒童營。此外，我們在加拿大的
魁北克省三河市開拓了福音事工。「故
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
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出3:10）神若向你發出呼召，我們是否
願意聽從神的差遣呢？
另外一位在平靜中蒙神差遣，是先
知以利亞。
以利亞是神大大使用的先知，在
亞哈王和耶洗別統治的黑暗時期，那時
全國拜巴力之風極盛。以利亞為耶和華
大發熱心，迦密山一役，大敗巴力眾假
先知。原以為可以藉此力挽狂瀾，為國
家帶來復興；可是耶洗別一聲令下，以
利亞不得不立刻逃命至曠野。以利亞沮
喪地在羅騰樹下向神求死說：「耶和華
阿，罷了，求你取我性命，因為我不勝
於我的列祖。」（王上19:4）神把以利
亞帶到何烈山的一個山洞內。這時的以
利亞是處於失望和極度沮喪中，這與不
久前大戰巴力先知的以利亞，彷彿判若
兩人。他的心情沉寂、沮喪，陷入絕望
求死的漩渦之中，不能自拔。
耶和華向他顯現，沒有在烈風、崩
山碎石、地震或火中，卻以微小的聲音
向以利亞說話。以利亞為神大發熱心，
以為只有他自己一人在為神工作，他要
為神作轟轟烈烈的大事，卻容易陷入了
自我中心的危機。耶和華選擇了以微小
的聲音，不用轟動的場面，這是要告訴
以利亞，神的作為不一定在轟動中才能

彰顯，神也可以在微小的聲音和
平靜中出現。在微小的聲音中，
神交給以利亞三個使命，差派他
去完成，並提醒他：「但我在以
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
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
親嘴的。」（王下19:18）
在疫情中，我們也許像以
利亞一樣，在愈來愈黑暗的世界
中，我們願意為神發熱心，卻感
到十分渺小、無助和沮喪。罷
了！罷了！我們能作甚麼呢？灰
心和絕望會把我們打倒，沮喪叫
我們墮入絕望的漩渦中。神對以
利亞說的話讓我們看到，耶和華
仍在掌權，沒有被打敗！
我們彷彿回到各各他，注視
那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那是

個人退修的操練

多麼的痛苦和絕望。他們把耶穌
的身體埋葬了。一切都完了，世
界變成是一片死寂，是絕望的沉

盧佳定

寂。奇妙的事卻發生了，主耶穌

傳道人的生活繁忙和充滿各種壓力。一個星期緊湊的日程，忙於教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死寂被打破

會和家中各樣事情。很多時候連每周一天的安息日也守不住，被會

了，死亡和罪的權勢被打敗了。

議、商討事工或緊急事故而佔用了。在匆匆過去的日子中，生命的

復活的主耶穌向門徒顯現，讓他

焦點變得模糊，很容易只看見事工和人，看不見耶穌在我繁忙的生

們親眼看見祂真的復活了！祂向
多馬發出邀請，叫他伸手探入祂
的肋旁；祂又向彼得發出呼籲：

活中。一路累積下來的勞累，不知不覺透支了身體的精力，長久下
來便出現耗盡的徵兆。這個困境並不限於傳道人。不少熱心事奉的

餵養我的羊；祂更向所有門徒頒

弟兄姐妹也有類似挑戰。我們努力事奉，卻在忙碌中遠離我們所事

下傳揚天國福音的使命：「你們

奉的神，聽不到祂的聲音，享受不到祂同在的甘甜。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讓我們在動盪不安的世代
中，靠主得著平安；在平安中勇
敢接受主的差遣，向這失落的世
代，傳揚天國的福音！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我們渴望有退修會或夏令會的時間
重新充電。很可惜，基督徒的營會一般
由早到晚排滿各樣程序，除了多堂講道
外，更有晨禱會、分組查經、工作坊和
晚間分組活動等。愈是多活動，我們愈
覺得退修會內容充實，對靈命有幫助。
到頭來，我們只會更忙碌、更勞累、更
沒有安息。

西區華基個人退修營緣起
個人退修與一般營會很不同。個人

退修是暫時放下追求成效的心態，只為
自己和神騰出空間。參加個人退修不是
要令自己感覺靈性更高，得著很多亮光
和特殊經歷。在個人退修的空間裡，我
們把生活節奏慢下來，多感受和聆聽自
己身、心、靈的狀況，並且專注和享受
神的同在。有人形容這是“為神浪費時
間”。試想想，我們和自己所愛的人在
一起時，不需要特別編排很多節目，只
要簡單地單獨相處，心中專注對方，便
感覺很甜蜜和足夠了。我們也不會覺得
這是浪費時間。
(接後頁)
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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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習慣了教會退修會模式的基
督徒要放下既有的觀念，不帶著“有所
得”的心態參加沒有時間表、沒有講道
和增進屬靈知識的個人退修營實在是很
困難。這也是我們十多年舉辦個人退修
營經歷過的崎嶇旅程。
約在2007年，西區華基教會推動
弟兄姐妹參與不同層面的福音外展。為
了守護參與事奉的弟兄姐妹，在屬靈生
命上避免因繁忙勞累而燒盡，我們開始
探討有關靜修默想和個人退修的操練。
有關這方面的英文書籍不少，其中也開
始有中文的個人退修材料。一些大學校
園福音團契很鼓勵同工和同學們安排
時間單獨與耶穌共度時光（Spending
time with Jesus）。有關這方面的指引
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和幫助，於是我們就
開始探索如何安排個人退修營。

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
我們探索個人退修操練的過程，
是一個滿有恩典的旅程。最初我們對安
靜退修沒有任何個人經驗，也找不到有
經驗帶領的導師。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我們就從書本中找來一些個人退修
資料，開始了西區華基第一次的個人退
修營。我們從小規模開始，約十多位弟
兄姐妹參加，地點是基督教大專院校的
宿舍。在兩天的退修中，大部分時間都
是個人退修，只在晚上有集體的分享禱
告。大家都發覺，原來要靜下來面對自
己和神是很不容易。我們太習慣快速的
節奏、繁忙的生活和各樣來自外界和內
心的聲音；一旦靜下來會覺得很不舒
服。一小時的獨處安靜看來很漫長，很
難度過。我們腦海裡有很多日常生活的
思緒、未完成的工作、心中的掛慮等飄
過，不讓我們安靜下來。經過這次的實
驗，我們決定每隔一段時間舉辦一次個
人退修營，並且按照累積經驗不斷改善
內容。
一位已退休的弟兄很認同個人退修
的理念和重要，把自己位於多倫多以東
郊區的房屋改裝成個人退修中心。他並
且謙卑地為租用退修中心的團體煮食，
使參加者可以專心退修。找到這個退修
場地，更鼓勵我們定期一年兩次舉行退
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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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退修的流程
個人退修並不是一個強迫自己刻
苦操練的過程，它可以是我們送給自
己的一份禮物，讓自己享受安靜休息和
與神同行的樂趣。我們經過多年的嘗試
和總結經驗，漸漸演化出一個多樣化和
較為平衡的模式。神學家潘霍華在《團
契生活》一書曾說：「凡不能過孤寂生
活的人，要遠離團契」，「凡不在團契
中而沒團契心的人，要遠離獨處。」與
一小群願意學習獨處的基督徒操練個人
退修，真是很蒙福的事。我們通常需要
兩天的時間在退修中心一同退修，學習
獨處。退修的第一個時段，通常是把生
活的節奏慢下來。在這段“減速”的時
間，退修者可以從事輕鬆的活動如美勞
創作、用毛筆抄寫《聖經》或在戶外漫
步。這段時間的長短，很在乎參加者對
安靜默想和退修的經驗。有經驗的人可
能很快就慢下來進入安靜。
當心情安靜下來，我們才進入獨處
默想的時段。通常是按照帶領者提供的
靜修資料，默想《聖經》或閱讀一些靈
修書籍，甚至宣教士的傳記。這是基本
的功夫，幫助我們進入神的話語和欣賞
神的作為。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進
一步放下一切資料，默默享受與神同在
的時間。主要原則是不要逼自己得著甚
麼，只需要憑信心開放自己，聆聽自己
的內心和聆聽神向我們說話。
通常一天的早上，簡短的集體敬拜
後，就是主要的個人退修時段。下午除
了個人退修外，還會有一段戶外安靜散
步的時間。退修中心有一片私人樹林，
我們可以在原始的樹林中漫步，欣賞神
的創造，留心樹林中各種生物、聲音、
色彩和氣味。晚上是比較輕鬆的安靜時
段，個人可以閱讀屬靈書籍或繼續默想
《聖經》。臨睡前有一段集體晚禱的時
間。參與退修的弟兄姐妹經過一天的獨
處，有機會彼此鼓勵、勉勵和代禱。
自從每年舉辦個人退修營以來，不
同的弟兄姐妹都有參與嘗試。不過不是
每個人都能習慣安靜默想和與神獨處。
有弟兄最大的發現是自己身體極度疲累
而不自知，在個人獨處時大部分時間都
睡著了。這是身體給他最真實的訊號，
他先要照顧好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然後

才可以釋放地享受神的同在。雖然大部
分參與過個人退修的弟兄姐妹都覺得這
是很好的經驗，要持續這個操練卻不容
易。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短短兩天的
時間很有限，參與者還沒有安靜下來就
需要離營了。
為了推廣這個操練，我們曾經在教
會的夏令會撥出一個下午時段，讓弟兄
姐妹嘗試一下個人退修的經驗。西區華
基教會每年的執事退修會，也包括了個
人退修的時段。這些年來，持續參與每
年兩次退修營的弟兄姐妹並不多；畢竟
這個操練需要付出時間和金錢的代價，
也不是很快看到具體果效。教會要達到
更多弟兄姐妹積極操練個人退修，還有
頗長的路程。

疫情下仍可個人退修
面臨現在疫情的限制，我們暫
時不可能舉辦住宿的個人退修
營。不過，我們留在家中的時
間多了很多。我們可以利用過
去在退修營學會的方法，安排
一段較長的時間，讓自己緩慢
節奏，安靜在神面前默想祂的
話語。最好先要有一個固定和
安靜的地方，在熟悉的環境使
自己更易安靜獨處。
安靜獨處是修復和更新生命的
重要途徑。我們若要恆常有力
事奉，就需要把定期的安靜退
修放在優先位置。這樣我們才
有力量維持屬靈生命的活力和
事奉的喜樂。
（作者為西區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明陣」有很長的歷史。它有多種
畫法，形狀多樣，像迷宮一樣。起初從
12世紀有基督徒用這種簡單的路徑圖，
畫在禮拜堂的地上，讓信徒安靜地一邊
走、一邊祈禱和默想。一般是由一條路
進人，然後沿路走回頭。

疫情大流行的
靈性操練
陳華恩

2020年的COVID-19疫情，對人類的生活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影響與
恐懼，至今仍然未能全部點算出來。作為信仰耶穌基督的教會，我
們對世界有甚麼福音可傳？我們自己又是否在這時候被福音再次救
贖？是否可以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找到可以模仿和學效的榜樣？
耶穌道成肉身的生命來身是一個美麗的標準，在這意義下他是我們
的救主。有三件事，使耶穌可以戰勝疫情帶來的隔閡與恐懼。第
一、他的生活非常簡樸。其次、他的人生目標清晰。第三、上帝與
他同在，引導他每天的生活。
學習與神同行，可以成為我們在疫情大流行中應該做、而且是可以
做的事。

「明陣」（Labyrinth）
十年前，有人傳來了一個叫「明
陣」（Labyrinth）的路徑圖，可供參加
者行在其中，安靜心神而專注祈禱。我
覺得這個靜修方法很有意思，高興地找
人縫製了一塊很大的布，約有一個半羽
毛球場那麼大，然後把「明陣」路徑圖
以膠紙印上去，人們可走在其上，並沿
著路徑慢走在其中，一站一站地默想，
(圖片來自http://www.labyrinth.org.uk/index.html)
共有11個站。

我採用的「明陣」卻是一路向前走
去，出口與入口不重複，分成11個站，
中間一站面積最大，代表基督的臨在。
於是設計上有五個站引見基督，另五個
站離開中心站而引回世界。每個站均設
有默想材料一份，全程大約要行60至
90分鐘。至於默想禱告材料設計，可以
按不同節日、對象或場合而編寫。

以馬內利—上帝與人同在
我曾策劃帶領了幾次「明陣」。我
的經驗是，參加者有足夠的安靜預備，
一般可以得到一次心靈之旅，去親近主
並接觸自我，是很好的心靈安靜體驗。
我見過有參加者會哭泣，有人停留在某
一個站默想良久，也見過有人在代表基
督臨在的第六站前，乾脆俯伏於十字架
下祈禱。這些都是參加者自然投入的例
子，也是聖靈動工的見證；各人按自己
的步速與需要，各自坦誠地向前漫步，
更是往自己的內心深處走去，經歷上帝
的同在。
《聖經》說耶穌有默想和祈禱的
習慣，所以耶穌說他的擔子輕省，他的
軛容易。走「明陣」，是給自己一點時
間，拿出一點專注，洗淨心靈、親近上
帝；也可以重嘗耶穌當年的默想習慣，
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反思。
疫情也許為我們帶來了很多恐懼與
不安。於聖誕期間，由將臨期開始一直
到聖誕節30天內，多倫多華基教會想開
出「明陣」，並以「以馬內利—上帝與
人同在」為題，邀請弟兄姊妹及社區人
士來走走，給自己一個時間面對自己、
面對上帝的安靜。歡迎你參加，也帶未
信主的朋友來，一同經歷以馬內利。詳
情請留意www.tccc.ca。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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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靜修日」
到「靈修同行」
黃嘉兒

感謝《華基家訊》給我機會，分
享過去三年北約華基教會粵語堂
在祈禱操練的經歷，見證上主不
斷的帶領和恩典。

認識禱告
我初接觸「靜修」是在2012年春
季開始。簡朱素英傳道籌辦粵語堂第一
次的「姊妹靜修營」，導師是會友蔣
賴玉芳（Sandy）１，那時她在TST 修讀
靈修學。那次兩日一夜的靜修，我學到
福音默觀（Gospel contemplation），
感受非常深刻，信主廿年，從未如此禱
告，從未覺得與上主那麼親近，實在感
動得不能自已。不單單是我，其他參加
者也有深刻的體會。很感恩能夠參加這
個靜修營，亦開始渴望去學習禱告。可
是，同年夏天Sandy完成學業回到香港
事奉。簡傳道一直希望能再辦靜修營，
但因各樣狀況發生，總是未能成事。

「靜修日營」2018-2019年
上主是有衪的計劃和時間。在
2017年4月終於成功籌備了另一次的
姊妹靜修營，主領是資深導師詹維明

6

（Ruth）。簡傳道邀我加入籌備會，
當然喜出望外，很期待認識Ruth，向
她多多學習。我跟Ruth分享自己正在
神學院修讀靈修學，她勉勵我要好好地
在《聖經》扎根，到今日仍然銘記著。
這個靜修營結束後，姊妹們的回應都很
正面，喜歡靈修操練的方式，感覺與上
主的關係親近了，亦認為將來需要再辦
類似的活動。Ruth鼓勵我們要作好跟
進的工作，幫助大家繼續在禱告方面進
深。
於是在同年6月籌辦「靜修營重聚
日」，由我接手指導作經文默想祈禱。
雖然只是短短一個上午的操練，大家回
應都不錯，令我們考慮是否要定期舉辦
靜修營。這樣亦開始了我「膽粗粗」地
一邊學習、一邊實踐、一邊檢討、一邊
改進的屬靈旅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
感恩教牧同工對我的信任，放手讓我去
做去試，感恩有十幾位弟兄姊妹經常參
與，並給予寶貴的意見。這樣開放的空
間對我非常重要。
就是這樣，由2018年開始，我們
試著每三個月舉辦一次「靜修日」。
籌備團隊有簡傳道、Betty、Hannah和
我。感恩有她們的幫助和支持，讓我能
夠專注負責祈禱操練的內容。日營的

準備工作頗繁雜，由訂場地、宣傳、報
名、安排午餐，到當日的場地打點、茶
水點心、影印資料、收集並處理參加者
的回應等等。我們在各自的岡位上謙卑
事奉，希望上主祝福「靜修日」，使用
它幫助參加者在祈禱上有進深，與主的
關係更親近。
在兩年裡共八次的「靜修日」，
我們在不斷嘗試、摸索、檢討中慢慢
建立了一套流程，大致如下。早上9:30
開始，首先以詩歌預備我們的心，其
中泰澤短歌是不錯的選擇。然後我會
帶領大家作呼吸操練，幫助身心靈安
靜準備進入禱告，並講解一下禱告方
式。內容我都希望有點新嘗試，給大家
介紹不同的祈禱方式，例如曾經介紹
過禱讀lectio divina、福音默觀 gospel
contemplation、意識省察 The Examen
....等等。其中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透
過畫畫作靈修 Prayer through arts（希
望將來有機會再做）；然後有一小時的
個人禱告練習。每次「靜修日」會做三
個禱告練習，最後環節是分小組作個人
分享。除了午餐和小組分享，其他時間
都是保持安靜的。

「靈修同行」2020年
「靜修日營」的開始和發展，彷彿
與我的神學進修在平衡發展。感謝上主
的恩典，今天夏天順利完成文學碩士課
程。一個階段的結束，是另一個階段開
始。9月開始修讀另一個碩士課程，希
望更進深地學習靈修學。
因有COVID-19疫情，3月和6月的
「靜修日營」被逼取消。其實心裡未有
感到失落，反而覺得可藉此休息，並且
反省、檢討；亦深信任何事工都是回應
當下時代人們的需要而設，所以都會有
時限的。若是環境改變、人們的需要改
變，事工也可能要改變，甚至終結。只
要我們向上主保持開放的心靈，願意順
服祂，並求祂賜給我們智慧，能夠察驗
祂的旨意，好好裝備自己，等候祂的時
機。

就在6月的時候，簡傳道告知有教會推行網上靈修，
問我網上方式是否可行？於是我們又「膽粗粗」展開另一
個嘗試，辦網上禱告操練，我們稱之為「靈修同行」。7月
初第一次嘗試，完全預計不到有幾多人出席，到頭來竟然
有十幾人參與，才知道這方式的集體靈修真是值得嘗試。
於是7至8月共舉辦了四次，最多的一次有廿幾人參加，讓
我們相信這事工是回應弟兄姊妹的需要。由9月開始便每月
舉辦一次「靈修同行」，計劃直到12月。
因為形式的限制，每次「靈修同行」所用的時間不適
宜太長，到目前為止，參加者都普遍認為一個小時是最理
想。前半小時作經文默想，後半小時分小組作個人分享。
流程就是上文提及「靜修日營」的禱告練習濃縮版：開始
是播一首詩歌，準備我們的心進入禱告，接著主領者慢讀
一段經文，並提供一些經文背景和默想題目。然後有5至6
分鐘安靜默想，同時播放一些環境音樂（Ambient music）
，幫助放鬆心情，專注細味經文。接著第二次慢讀經文，
再有5分鐘安靜默想。最後同頌主禱文作為結束經文默想環
節，進而就是分小組個人分享。以上內容亦會放在
PowerPoint 展示，同步讓大家看到。

在此鼓勵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作出嘗試，找尋
合適的形式開展靈修祈禱小組。現在我們
的「靈修同行」每月舉辦一次，下次暫定
在11月16日和12月14日，星期一晚上8-9時，
亦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要懂得用
Zoom）。查詢或報名可聯絡北約華基教會，
電話 416-441-2232，電郵 info@nyccc.ca
1蔣
 賴玉芳（Sandy）現為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副院長，華基
聯會差傳部支持同工。
2作
 者和丈夫 Johnny 為北約華基會友，剛在多倫多神學院
TST的 Regis College 獲文學碩士學位，主修靈修學和屬
靈導引。

因為疫情的原故，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給
搞亂了，被迫困在家裡上班上課，不能返教會、
不能出遊、不能與親友相聚，這樣的 lockdown
以前從未試過，難免心生焦慮和擔憂，更渴望上
主賜下平安，更需要朋友精神上的支援。「靈修
同行」就是為此特的殊情況而開始，它並非最理
想的的群體禱告練習，模式上亦有改進的空間；
惟此時此刻，卻是一個可行的方式，提供一個平
台，讓我們一起從安靜默想經文中得安穩，與弟
兄姊妹分享和關懷中得安慰，知道我們不是孤單
的，而上主亦是常與我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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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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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MHCCC)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Canada
www.markhamchurch.com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560 Erindale Station Rd., Mississauga,
ON Canada www.wtccc.ca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Kent School
4700 Epworth Circle,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CCC)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Canada
www.barrie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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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Olive Branch Community Church
175 Anderson Ave, Markham, ON L6E 1A4
www.mjc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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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Priory Park Baptist Church
8 Torch Ln., Guelph, ON Canada https://guelph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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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去年差傳承諾資料
親愛的華基教會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感謝你參與華基聯會第42屆差傳年會。由於COVID-19
大流行，今年差傳年會的所有聚會，從實體出席都轉移
為線上進行。因為是網絡聚會，我們沒法像往年一樣，
要求參加者填寫任何委身承諾卡。
由於未及開設線上委身承諾卡，同時也顧及個人私隱，
差傳年會籌委會議決，今年再次使用去年 (2019)所收集
弟兄姐妹的委身承諾表資料。
華基聯會支持的宣教士、差傳機構、帶職事奉者的代禱
事項或最新資料，將繼續發送給去年(2019)已填寫承諾
卡的代禱勇士，我們也將重用你去年在差傳年會所作的
承諾資料：為宣教士代禱、委身事奉主、金錢奉獻。
如果你想更新去年差傳承諾的資料，請電郵至聯會同工
Isabella Wong (admin@acem.ca)。
主恩豐盛！
李維信牧師
華基聯會差傳年會主席/差傳部主席

差傳聚會重溫 —「再思宣教」
兩晚國語聚會已分別上載華基
聯會網頁和臉書，請瀏覽。

宣教無界限
由疫情中的差傳年會說起
姚董幼明

華基聯會2020年的差傳年會已經結束。一如既往，我們聽到精彩 攔阻與突破
的講道和難得的差傳討論。今年由於疫情，形式較特別，所有聚會
都在線上舉行；主題和焦點也與過往有點不一樣。實在感謝籌委會
同工們為每個聚會的付出和努力，不單為參加者填補被困在家的日
程，更讓信徒對疫情後的差傳策略有更多認識。相信每個出席聚會
的弟兄姊妹都能從講員分享或研討會中有所學習，「再思宣教」，
我們要思考以甚麼策略重新出發。
那麼，今年的信息到底有甚麼不同？有甚麼值得我們注意並以行動
作回應？兩個差傳網絡研討會（Webinar）的重點是「新方向、新
策略」。在COVID-19疫情和政治氣氛籠罩下，一個重要的信息是，
儘管禁令似乎關閉了教會和許多宣教的大門，實際上卻帶給教會和
普世宣教有更多正面積極的方向。

超乎想像的網絡世界

礙，困城的生活比想像中來得豐富。

在適應新常態中，上帝賜下令人難
以置信的禮物。若沒有挑戰，我們就會
停滯不前，保留舊日例行模式，不斷循
環是容易省時的事。但是當挑戰臨到，
我們在足夠的時間停下來面對震愕後，
會開始思想要做些甚麼去克服困境。對
基督徒來說，我們開始知道這是擺脫安
樂窩的絕佳時機，我們學習使用網絡科
技，發揮自身優勢，接觸正對我們開放
的新世界。

過去幾個月在媒體網絡裡，我參
加了為福音未及之民的祈禱會，與住在
印度、澳洲、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信徒
一起禱告。我出席在黎巴嫩舉行的網絡
研討會，討論中東局勢；也參加了在英
國和美國舉行的會議。我又在美國一間
神學院選修了護教學課程，還加入一個
以美國為基地的線上討論小組，與來自
巴布亞新畿內亞、塞爾維亞和世界其他
地方的基督徒聊天，幫助他們解答《聖
經》疑難和實際的生活問題…. 所有這
些事情我都從未夢想過。我也知道有同
工與聯會支持的宣教夥伴聯繫，定期為
寮國或其他宣教工場有門徒訓練課程。
疫情可能仍與我們共存一段日子，誰都
沒法知道接下來還會怎樣演變，我們現
在只是準備妥當，學會利用新科技擴闊
差傳地域，消除一切空間的限制。

疫情剛開始時，我們可能聽到很
多無聊困在家，不停吃零食的肥胖笑
話。但是不用多久，很多人就開始使用
YouTube或其他媒體彼此互動，大家提
出有趣的想法進行身體和腦力鍛煉，並
伸出援手幫助鄰里社區。我們雖然無法
實體到教會敬拜、會議和聚會，我們卻
透過先進技術仍然相交，打破距離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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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發展在疫情前已經開始，就
是中國的大門已經關閉。過去20年，
領導層改變了政策，決定重返專制的基
礎。特朗普總統一直努力要敞開穆斯林
國家的門，但是路途還很遙遠。不幸的
是，這些封閉國家（包括許多穆斯林國
家和共產主義國家）藉著新技術，可
以更密切監視所有外來訪客和遊客，連
他們的護照、旅遊證件以外的其他網
絡上更多資料都可能被披露。OMF的
Richard Schlitt警告說，務必仔細檢查
互聯網上的個人信息，教會發佈有關宣
教士的任何信息都必須非常敏感謹慎，
這一點非常重要。
儘管這些國家不允許宣教士進入，
卻開放給那些能夠幫助他們的專業人員
和商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平台，特別
對年輕的專業人士和商人而言，你可以
同時回應上帝的呼召，並且在自己的專
業領域有進一步發展。願主帶領你前往
有迫切需要的宣教工場，服侍當地人生
活上實際的需要，也顧念他們的屬靈需
要。
最重要的是，在差傳研討會一
而再地強調祈禱的重要性。民眾教會
Sandra Ryan 牧師提供了許多祈禱資
源。我們常因時空限制，有時希望有所
回應，卻又感到無能為力。讓我們信靠
權能的神，祂賦與我們每個人都有代禱
的能力。讓我們跪下、合起雙手祈禱：
為我們的鄰居、教會、城市、國家和世
界祈禱；也為教牧祈禱，他們有服務社
區和世界的心志；為教會內的朋友禱
告，有人剛聽聞福音，有人則從未有機
會聽到。我們必須知道，世上仍有許多
地區的人從沒聽過福音，這些人許多生
活貧困，受到專制政府的剝削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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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各華基教會都推動差傳年會，有差傳
主日，教導會眾普世宣教的信息。就像多
倫多有許多培靈會一樣，我們會在日曆上
寫上記號，參加聚會、留心聆聽、點頭認
同，享受聚會的敬拜團隊和信息，然後年
會過去；一周後回到常規生活，一切恢復
如常，再等明年的年會。這就是我們的真
象嗎？我們是否滿足於周而復始、年復一
年的差傳年會去填滿兩周的日程，以此履
行我們的差傳職責？當然不是！
我懇請華基教會的領袖們拿起傳承的棒
子，為差傳聚會期間燃點的火把繼續燃
燒。差傳網絡研討會中每個人都清楚表
明，宣教不是教會中某些精英的事；宣教
熱誠是所有基督徒自然的流露。每個人都
應該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宣教，我們不能聲
稱自己是主的門徒，卻冷淡對待宣教。願
教牧和領袖師要帶領羊群走在正軌上，不
要讓差傳年會只成為教會提供的惟一的宣
教教育。每個人都需要認識大使命的重要
性，需要在教會中營造差傳為先的文化。
我們必須有所突破，進入社區、進入世
界，將主耶穌基督的愛和好消息帶給所有
人。讓我們「再思宣教」，重新思考主呼
召我要做甚麼？

God is Good!
God is Great …
All the Time!
Ray Lee
As a young boy, I remember being dropped off by
my mom and leading my younger brother to attend a
local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attend their Sunday morning
children's program. While we were there listening to the
Bible stories and program, my mom went to work for a few
hours at a nearby Chinese restaurant. Such were my first
memories of church as a Canadian-born young child, raised
by immigrant parents in the city of Windsor, Ontario. After a
few years, our family decided to move and my visits to that
church ended. My exposure to church and Christianity was
put on hold for the time being.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with a
Bachelor of Science (B.A.Sc.)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 accepted a job offer with Ontario Hydro, the provincial
electrical utility and eventually moved to Scarborough,
Ontario. Now that I had a new job, a new Honda Civic, a new
apartment and living on my own, I thought life was great
and I had it made. After a few years of working, a sense of
loneliness began to creep in, and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if
this was all there was to life.
As time went on, I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area, did
some research, and decided to visit the Toronto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Agincourt Mission). It was a small
congregation of about 30-40 people with worship servic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minister was Rev. C.C. Hoh, and the sermon was translated
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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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ss Maureen Chung. As my Cantonese was not good,
I really neede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fter service, there
was a time of refreshments and I got a chanc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the minister, Maureen, and a few others. We
chatted a bit and Maureen invited me to join their career
group the following Saturday for a BBQ.
I did visit the career group that Saturday and it was led
in Cantonese. Even though the group spoke to me in broken
English, I felt they were genuinely trying to care, be friendly
and help me feel welcomed! I enjoyed the time due to their
friendliness and openness and kept attending that career
group every Saturday morning. The fellowship eventually did
start an English-speaking group for a few of us who spoke
English and Mandarin. As I attended that church fellowship
career group, I came to understand more and more about
Jesus and the Bible.
At one summer retreat, I came forward to surrender my
life to Christ - Praise God! It was a wonderful time as I had
a desire to learn what it means to be a follower of Christ.
The baptismal classes that followed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baptism. I was baptized
that Christmas as part of the Church. God is Good, God is
Great.... All the time!
In 2008, the Lord 'whispered' a challenge to me to leave
work and my job and career as a Senior Technical Engineer
with Ontario Power Generation. The more I thought and
prayed about it, the more it became a firmer possibility for
me. I began to reflect upon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my
life as a Christian. I remember the beginning and formative
years in the Toronto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Agincourt
Mission). I remember the joy, fellowship, and discipleship in
being called to serve as the youth group chairperson, vicechair, treasurer, youth group Coach, Sunday School teacher
/ Superintendent, and serve on the Board of Managers as a
Deacon.

remember serving as a youth fellowship Coach with BASIC
junior-high fellowship in 2001 and later AGAPE high school
fellowship in 2004. I remember the many years serving on
the Young Life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the experience
gained on the English Ministry Committee in 2003 focussed
on Christian Education. I remember the excitement and
enthusiasm of my Grade 12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as I
taught my "Preparation for University & College 201" course
and shared the challenges of campus life with them.
By faith, I left my job at OPG, enrolled in the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degree program at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and Seminary in September 2009. After graduation
in May 2012, I joined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as a Pastoral Intern for YLD youth ministries and have
been serving as a Youth Pastor to impact and disciple youth
and young people ever since.
I am grateful for the many students, volunteers,
parents, and leaders that I have served together with,
learned much from and who have provided much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I am also grateful for the many servants
of the Lord who have provided much care, counsel, and
friendship to me: Rev. C.C. Hoh, Pastor Maureen Chung,
Rev. Tom Eng, Rev. Gabriel Tsang, Rev. Sam Chan, Rev.
Irene Cheung, Rev. Steven Folts and Rev. Ho-Ming Tsui. I
am especially grateful to my wife, Rita and my son, Rob for
always loving and supporting me through this journey of life
and ministry together. God continues to shower me with His
love, grace, and faithfulness.
God is Good, God is Great.... All the time!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Proverbs 3:5-6)
(The author is YLD pastor of RHCCC. He is ordained on
Nov 12.)

I remember the years of outreach and mission with
Jaffra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 remember the times being
called to serve as the youth fellowship Coach, youth Sunday
School teacher and elder responsible for English Ministry. I
remember being part of the building project, the core group
in planning and starting our English Youth Service and seeing
the lives of many young people committing and surrendering
their lives to Christ!
I remember when my wife and I started attending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in 2000. I
Pastor Ray Lee, his wife Rita and son 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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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is Grace,
For His Grace
Kelly Tam
My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and it was
my start of journey of asking spiritual
questions. I wanted to know what life
was about, what happened after death
and what the purpose of our time on
earth was for.
About that time, a few friends
brought me to RHCCC for an
evangelistic event and it was there
that I felt something stir in my heart. In
hindsight, this was the Holy Spirit
prodding and guiding me towards the
Father. Shortly after, I started attending
Agape Fellowship and was accepted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testimony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 slowly began to let God work in
my heart and transform me.
It was a slow and gradual process,
but I accepted Christ in my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is ongoing. Daily, I choose
to submit my life to Christ and allow
the Holy Spirit to build me up to reflect
Jesus.
I was baptized in October 2002.
As I grew in my faith during my
Undergraduate years, God allowed me
to take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at my University. My job was
to write Bible Studies for Small Groups.
I grew so much in the area of studying
Scripture and teaching. I am sure God
allowed me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so

that I may be prepared to go into full
time ministry.
I felt God calling me into Youth
Ministry as my life was changed in my
formative years. In Psalms 17:81, it
says “Even when I am old and gray, do
not forsake me, my God, till I declare your
power to the next generation, your mighty
acts to all who are to come". God was
asking me to do the same and disciple
young people. In Seminary, I was part
of the Leadership Team at RHCCC’s
High School Fellowship. Later on, I
served as the Youth Pastor from 2008
- 2018.
In July 2018, I transitioned as a
Worship Pastor for the English Adult
Service and have held this role since.
This ordination is not simply
a recognition for my calling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Church. It is a way
for me to continue discipling those
who come after me while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me. For
me to pave the way for young women
to pursue full time ministry and have
equal partnership.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lead where I am.

my life. To my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made a deep impact on my life
and ministry, I am grateful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o my RHCCC co-workers,
past and present, I am glad to be on
this journey of ministry together.
To be ordained by ACEM is a great
honour. One that I humbly accept
knowing that it is by God’s grace and
mercy that I am saved. It is a privilege
to serve a God who pursued me
relentlessly with His love. I will forever
choose Him as He has died for me.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straight your paths. - Proverbs
3:5-6
(The author is an English pastor of
RHCCC. She is ordained on Nov 12.)

To my husband Vince, you are
my co-lead to our family and I am
thankful for how God has blessed
and challenged our marriage. Thank
you, Bradley and Theodore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love. To be your
mother is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of

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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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專一
仰望神

楊方苑菁

我自幼在天主教中、小學讀書，對
《聖經》故事有基本的認識。直到我留
學加拿大，才開始真正接觸基督信仰。
在多倫多讀中學的時候，幾位基督徒同
學邀請我參加當時華基教會的青年團
契，讓我有機會真正認識基督信仰；明
白耶穌十字架的救贖恩典。幾年後，聖
靈感動我在某個主日，高雲漢牧師證道
的時候決志信主，然後受洗加入華基這
個大家庭。
信主之後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我生活的重心開始改變，對《聖
經》有更大的追求。感謝神，初信之
時，神透過牧者、團契導師，教導我怎
樣讀經、祈禱，將神的話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出來。1985年，由於當時華基教
會要植堂於多倫多北邊，我和丈夫隨著
其他70人跟隨陳琛儀牧師、師母北遷，
開始城北華基教會的事工。初期的城北
華基需要很多信徒參與事奉，因此教會
給予我很多事奉的機會，讓我可以接
觸、服侍教會各個部門。
40年前我決志信耶穌，信主15年
後，神給我機會入讀部分時間神學課
程，2008年神更神蹟地讓我可以成為
全職神學生，在2010年5月完成道學碩
士課程。畢業後，城北華基教會邀請我
負責統籌並舉辦教會第一次的啟發課
程，當時我剛從神學院畢業，還沒有確
定神是否呼召我成為全職僕人；而且對
於被委以重大職責，實在是一個挑戰，
雖然心裡誠惶誠恐，但也憑著信心接
受。當我投入這個事工的第二個月，已
經很確定清楚這是神對我的呼召。所以
當教會聘請我作實習傳道時，我就謙卑
接受這個事奉職位。一年實習後，教會
委派我在傳道部服侍，負責粵語堂的佈
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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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神賜給我另一個神學進
深的機會，開始在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修讀教牧學博士
課程。感謝神，2010年1月，神學院批
准我的博士論文。回顧這三年的學習，
我對耶穌的大使命既有更深的瞭解，擴
張我的學習境界，又重燃我對傳福音
的熱忱。這個課程除了增添我在佈道
神學上的知識外，更讓我在三位導師
的身上看見主耶穌！尤其是Dr. Robert
Coleman，他雖然是世界知名的佈道
家，一位對傳福音極有負擔的牧者；他
卻給我們這12個學生（傳道人），展示
了一個真正跟隨主耶穌基督門徒的生命
素質。他謙卑誠懇的態度，對失喪靈魂
的負擔，以及對永恆那種盼望，是我這
幾年最大的學習。
過去10年在傳道部的服侍，讓我
對佈道的事工有更深的領受。城北華基
教會一直鼓勵弟兄姊妹透過不同的渠道
去接觸、建立關係，將福音介紹給親
友。從大型佈道會到啟發課程（Alpha
Course)、生命歷奇（Christianity
Explored）、信仰尋真（FIND）、福
音外展活動等等，都是教會傳福音的
其中策略。近這幾年，我更積極鼓勵
個別團契、小組去策
劃屬於自己群體的啟
發課程、信仰尋真等
課程，而傳道部就負
責提供資源、訓練及
裝備弟兄姊妹做個人
佈道的工作，藉此可
以向更多不同年齡群
體介紹耶穌基督的真
理。弟兄姊妹不單可
以跟他們差不多背景
的福音對象更有效的

溝通，同時亦重燃整個群體對傳福音的
熱忱。我盼望未來的日子，裝備更多愛
人、愛神、愛傳和平福音，願意為福音
勇敢冒險的「福音人」，承擔使命，走
入人群，以生命影響生命。
猶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特別對
《馬太福音》其中一節經文有很深刻的
印象：「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得見神。」（太5:8）昔日我是初信者，
今天被神呼召成為傳道人，但是追求清
潔的心，仍然是我服侍的心態，也是我
開始作傳道時的禱告。作為傳道人，我
經常自我省察，我事主的心是否正確？
在事奉的崗位上，是抬高自己抑或是高
舉耶穌的名？我雖然沒有大衛的才華洋
溢、保羅的無畏無懼，但我願意學習摩
西的敬虔、亞伯拉罕的信心。願神賜給
我一個清心，專一仰望神，聽命於神的
話；一生以神的事為念，直到主再來的
日子。
回顧過去的日子，神透過生活的挑
戰、人際關係，一些生命中似乎空白的
日子來操練我，刻意的塑造，裝備我成
為一個合祂所用的器皿。我感謝一直在
我身邊支持、愛我的家人，鼓勵及幫助
我屬靈成長的牧者、導師、執事、事奉
團隊及默默為我祈禱的弟兄姊妹。願榮
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天父，阿們！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粵語堂傳道，11月12
日接受按立為牧師。）

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	第42屆差傳年會圓滿結束，感謝主
帶領差傳籌委會、華基教牧及義工
們參與及代禱。
2.	按 牧 團 查 問 信 德 小 組 8 月 6 日 一 致
通過，按立城北華基教會李大新傳
道、譚任家凝傳道、楊方苑菁傳道
為牧師。聖職典禮於11月12日晚8
時舉行，網上直播：live.rhccc.ca。
3.	差 傳聚會重溫—「再思宣教」兩晚國
語聚會已分別上載華基聯會網頁和臉
書，請瀏覽。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今年第二次洗禮於12月13日舉行。
2.	因 應 人 們 從 香 港 回 流 或 考 慮 移 民
多倫多，10月16日有「加人有約
WebTalk」網上互動平台。
3.	105 Gibson 中心：a) 「同行度疫」
籌得 $70,900。b) 禮品卡計劃，售
出每張，中心將收到現金回贈。訂單
收集：10月11日至11月15日，詳情
https://105gibson.com/gift-cardprogram/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教 會35周年堂慶10月11日舉行，崇拜
後有「與主領牧師傾談」時段，共625
位兄姊參與。
2.	食 物 銀 行 募 捐 ： 教 會 慶 祝 3 5 周 年 堂
慶，為烈治文山食物銀行籌募3,500磅
食物。
3.	3 5年的35個故事：過往35年，神透
過事工讓教會成長和經歷祂的大能，
兄姊將這些經歷活現出來。網上閱讀
www.rhccc.ca。
4.	秋 季家庭歡樂之夜：10月31日晚舉行
在線家庭活動。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各堂崇拜及主日學仍在YouTube 及 Zoom
舉行。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會員大會於11月22日舉行。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國 語堂10月10日中秋感恩雙節網上歡
慶會。10月11日網上福音主日「天有
不測」，講員：徐武豪博士。
2.	粵語堂10月19日靈修同行(網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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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 倫比亞兒童英語福音外展活動，隔
周六網上聚會，Muriel傳道帶領。
4.	會員大會11月7日舉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 疫路同行—教會同工事奉網上研討
會」10月18日進行，39位教牧、執事
和事奉同工參加，商討教會未來牧養
和福音事工的挑戰與契機。
2.	兒 童部給孩子們分發「愛心關懷糖果
禮物包」。
3.	教 會11月12至15日聯合參加大多市
國語培靈會「進入神新的季節」，講
員：劉彤牧師。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會員大會12月6日崇拜後，以實體及聯
網舉行。
2.	每 周六早上舉行網上讚美操活動，歡
迎參加。
3.	12月浸禮及入會禮於12月27日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	教 會在10月11日感恩節主日於新聚會
地點重開實體敬拜，並有洗禮。
2.	教會10月1日起遷往 Kent School。新
地址：4700 Epworth Circle, Niagara
Falls. 電話：905-650-5899。
3.	會員大會於11月8日召開。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旺市華人基教會
1.	7 周年堂慶感恩聯合崇拜10月11日舉
行，數算主恩，旺市繁榮發展，努力
建立教會。
2.	崇 拜時段前後10分鐘線上時間，可留
下決志和聯絡資料或與教牧溝通。
3.	11月1日完成講道系列「人人都應當知
道」，幫助兄姊認識神的塑造，盡心
事奉主。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	10月25日崇拜為炬平和王芳加入World
Team宣教有差遣禮。除教會弟兄姐
妹，20多位來自宣教機構和其他牧者
同工參加差遣儀式。
2.	11月29日召開線上會員大會。
3.	兄 姐個人或聯合收看10月17日和24日
華基聯會國語差傳之夜網上信息。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1.	親子網上粵語講座：a) 塑造高智能的
孩子，11月14日下午。b) 建造孩子健
康的身心靈，12月19日下午；講員，
簡朱素英傳道。詳情/報名www.mjccc.
net/news。
2.	疫 情期間，每周六下午5:30有網上聚
會。有關教會聚會連結、資訊、靈
修分享、信息重溫，歡迎瀏覽www.
mjccc.net 或 https://www.facebook.
com/MountJoyCCC。

1.	教 會成立12周年：10月11日舉行網絡
特別敬拜和感恩分享會，感謝主過往
恩典和眾兄姊陪伴守望，共同仰望神
在新常態下的異象和帶領。
2.	1 0月23日邀請柬埔寨宣教士進行線上
見證分享，並為跨國神國工人有特別
禱告會。

受洗

奧城華人基教會

離世

1.	疫 情反覆，教會暫緩實體聚會重啟，
網上崇拜：上午8:45（粵）；下午1:00
（英）2:00（國）。
2.	1 0月17日首次網上教會領袖培訓，學
習《教會的意義》（史百克）。
3.	執 事和同工10月19日與城北教會的財
務和植堂部會議，探討教會自立和過
度期財務運作及交接。
4.	溫 元京牧師於10月30日為執事和同工
進行執事培訓。

多倫多—顧李敏蘭9月14日、黎淑玲的母
親黎胡麗琴10月1日在港離世、呂
國琛的母親呂何韞徽10月10日、
黃德輝10月13日在溫哥華病逝、
張睦群10月22日安息。
城北—馮紹智10月18日、
甄榮楝10月22日。
美堅—劉作元9月28日主懷安息。
奧城— 王麗民10月11日主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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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華基首次實體敬拜，50人參加，20人線上看；當天五人受洗。

國語華基事奉同工網上研討會，商討疫情期間及教會未來牧養的挑戰與契機。

華基聯會第42屆差傳年會，國語差傳之夜網上直播。其他圖文參閱P.8-10。

喜樂山華基首次網上聚會 10月10日舉行。

華基聯會差傳部網上會議。

海外阿根廷華基網上慶賀母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