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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聖誕節
謝安國

2020是特別的一年，從三月開始，教堂關了，聚會停了，教堂內
的歌聲也沒有了。但我們的信仰沒有停，藉著網絡的平台我們開
拓了新的聯繫和聚會方式，在家庭中我們重新發現了信仰的動力
和角色，在個人與神同行的路上我們有了更多的反省和體會。
2020年聖誕節我們沒有在教堂的音樂會，沒有各種的聚餐和慶
祝會，卻以各項表達愛和溫暖的行動來見證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意
義。在疫情的黑夜中，我們一起宣告那降生在馬槽中的耶穌，也
是那將要再來的基督，祂才是人類真正的有希望！
華基教會各堂今年都有不一樣的冬天和聖誕慶
賀，願我們在今年「貧窮」的聖誕節，更深
的體會和見證主耶穌真正的「 富足 」！

華基教會的冬日聖誕

聖誕的主怎樣抗疫？

另類探訪慶賀

陳華恩

李維信

聖誕的主怎樣抗疫？這是一個假設
的問題。

今年因疫情的緣故，教會的事工
面對很大的轉變，崇拜、主日學、團契
小組、祈禱會等，都從實體改為網上聚
會。因此，每位信徒都需要在心態上調
校，學習多方忍耐，甚至於習慣單獨在
家中長駐，極少出門。

真正想問的問題是：「疫情這樣嚴
重，今年聖誕節基督徒有甚麼聖誕信息
可以講？」
我們大概會說：耶穌賜你平安。或
者疫症是上帝的懲罰，我們要悔改。這
兩樣我都講過，後來覺得有點不對。第
一個答案沒有要求聽者作出行為上的改
變，把耶穌說成像個菩薩，一味賜人平
安，有求必應。第二個答案嚇人後並不
保證疫情就會過去。我懷疑耶穌當年是
否就會免於一切天災人禍。
我想，我現在會這樣說：「聖誕的
主人翁耶穌，他的生命有抗疫力，你們
都來學習一下。」
一，耶穌生活簡樸，也沒有甚麼財富，
所以他沒有因疫情被困而生活有太
大不安或適應，反正他從來沒有要
年年去旅行，晚宴從來是別人作東
主；積蓄不多的他也不愁經濟衰退
之苦。
二，耶穌的人生目的就是愛神愛人。疫
情來到更有機會多謙卑祈禱、多愛
神；也更有機會愛人助人。
三，耶 穌有聖靈同在，與上帝緊密連
接。聖靈對他的生活有所指引而不
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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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遇上危難而要捨去生命的一
刻，上帝並沒有使他免於受難；而是加
添他力量面向自己的死亡。所以假如有
一天我們自己遇上了疫症，面向自己的
死亡，上帝一樣可以給我們力量去面對
而不是醫治。但這無損我們愛主愛人，
正如耶穌走上十字架，完成人生使命榮
耀上帝一樣。耶穌是我們的榜樣，做基
督的門徒就是在疫情中繼續效法耶穌。

在疫情期間我們不能實體
見面，多倫多華基教會卻用
「以馬內利」作主題，以三個
行動對我們自己、對身處的世
界作出回應。
一，平安夜「以馬內利—盼望與光」網
上三語聚會。
二，「明陣」祈禱默想步行徑。
三，1 05 Gibson 中心為社區人士送禮
物。這些活動歡迎未信耶穌的朋友
參加。我們在疫情中傳福音，就是
傳這位有抗疫榜樣而活出精彩生命
的耶穌。

另一方面，疫情給大家更多機會和
時間去祈禱、讀經、在網絡上學習神的
話語，亦學習一些從前不認識，或不常
用嶄新的網絡科技。
同樣，美堅華基教會教會亦因疫
情，改變了服事上帝的方式，開始網絡
上的崇拜、主日學、團契小組聚會，
祈禱會等，聖餐亦以網上儀式進行。

為了防疫保持社交距離，美
堅教會的牧養關顧，亦要以
「另類探訪」方式，採用網
絡、電話或在屋外問候送禮
等。 教會洗禮以滴禮儀式，在教會、
家中或醫院裡，為初信者洗禮。
在聖誕節期間，美堅不同堂會有
不同的聚會事工，包括安排向長者以屋
外探訪，致送2021教會年曆及聖誕禮
物，在教會停車場裡社交距離下向隔壁
商場獻唱及播放聖誕節歌曲，以網絡方
式舉行聖誕節福音聚會、聖誕前夕崇拜
聚會，年終祈禱會等。我們祈盼將來疫
情受控時，教會能讓弟兄姊妹們一起有
實體崇拜，經歷主內肢體彼此相交的生
活。

那怕疫情險峻。人間有愛主恩常在
城北華基10噸食物，滿載祝福給社區送溫飽
鄭良華

任憑疫情多嚴峻，前路多艱難，總有一絲希望，
一份祝福。人間有愛，愛就是力量！
安省疫情在10月急轉直下，城北華基教會四千多
名弟兄姊妹毋懼感染威脅，齊心籌集了10噸食
物，捐予列治文山市與周邊地區的食物銀行，給
有需要者送上溫飽，並藉著這些食物和行動，送

城北華基教會劉袁䓝萓傳道（Maymie）表示：「今年
10月正值教會成立35周年，我們感謝神的信實，以及祂如
何祝福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故此以愛心與實際行動去關顧
鄰舍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在疫情日益嚴重的時候。原
先計劃向列治文山食物銀行捐贈3,500磅（1.75噸）食物，
沒想到弟兄姊妹的反應極為熱烈，經過兩次收集，共收到逾
20,300磅（10噸）食物，遠超預期。」
「因此，除了向列治文山市食物銀行捐贈外，還把食
物送到萬錦市的 Gibson Centre 和 Humanity First Food
Bank，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Humanity First 是一個匯集
中心，會把收集到的食物再分發至北約克、旺市、賓頓市與
Concord 等地區的食物銀行。」
劉傳道指出，根據每日麵包食物銀行的調查，自疫症爆
發以來，到食物銀行求助的人激增兩倍。更有約四分一受訪
者表示，他們沒有足夠金錢購買食物，一整天沒吃東西。隨

上了主的愛和祝福。新冠病毒雖然很醜陋可怕，
城北華基教牧與會
眾卻合力在教會所
處城市，劃上最美
麗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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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加拿大緊急福利金
（CERB）的補助在
9月結束，相信更
多人生活艱難而溫
飽不保。
她說有一對
金齡夫婦認為社區
急切的需要，就是
分享主愛的契機，
他們不辭勞苦到處搜購
享有折扣的食物，最後花了百多
元，更親身送到教會收集站。另有國語
堂的弟兄在收集日差不多最後一刻，送
來他一位朋友特意購買的百多磅食物。
一位洗牙師姊妹請她的牙醫僱主捐贈牙
膏，對方即時答應。這只是一些個案，
都是同心同行、集腋成裘的最佳寫照！
難怪 Humanity First 的義工
Michael Brooke 見到堆滿教會運動場
的食物時感動不已，他驚訝地連聲說：
「Unbelievable！（難以置信）」他感
謝城北會眾無比的慷慨與愛心，還即時
有意向30個宗教組織募捐。這次經歷
或許已在他身上播下福音的種子。
因為捐贈食物實在很多，列治
文山市食物銀行、Humanity First 與
Gibson Centre 派來的工作人員不能一
下子帶走所有食物，需要來回多次。教
牧團隊幾乎傾巢而出，幫助列治文山食
物銀行人員搬運上車，主領牧師傅再恩
和崔皓明更在食物送出前，帶領在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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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弟兄姊妹齊心禱告，祈求這些食物
滿載著主的祝福和會眾的愛，臨到有需
要的個人與家庭。
疫情一爆發，城北華基教牧們立即
鼓勵大家「洗手洗腳」。「洗手」是為
己為人，盡力保持個人衛生；「洗腳」
則因著主愛服事鄰舍，尤其是有需要或
軟弱者。主呼召教會成為世上的光、山
上的城（太5:14），我們當勇往直前，
在任何情況下都與人分享耶穌的盼望，
善用神所賜的資源影響這城市。是次熱
烈的食物捐贈正正是「洗腳」的最新延
續。
在此之前，有幾十人參與的縫紉小
組，親手縫製數以千計的口罩、醫護帽
和醫護袍，送給大多市超過30間長期
護理院、社區組織與醫護機構，以表示
對前線醫護人員的支持及長者的關愛。
縫紉小組還在這些個人保護裝置上縫上
「以馬內利」（Emmanuel）和「耶穌
愛你」（Jesus Love You）字樣，讓受
助者知道縱然在最黑暗艱難的日子，神
仍然與他們同在。這項事工緣於4月疫
情嚴峻時，有熱心的姊妹做了一些口罩
送給住在列治文山附近，來自伊拉克北
部的雅茲迪（Yazidis）群體，這個族
群沒能力也不懂得買口罩，況且當時疫
情剛開始，口罩難求。其後不少弟兄姊
妹積極響應支持，有人專職運送，有人
全心剪裁，有人專注縫紉，有人捐布，
有人捐錢，更有品質檢定！

12月是普世歡騰的聖誕月，今年
肯定不一樣。沒有耶穌降世的集體慶
祝與崇拜，沒有弟兄姊妹聚餐相交的
歡笑。不過劉傳道提醒說：「主依然
與我們同在，絕不會感到孤單！我們
還要把主的祝福與別人分享。疫情下

雖然仍要困在家，城北華基教
會藉著聖誕在家（Christmas@
home）事工，我們可以向鄰居
甚至整條街的坊眾問好、報佳
音，或者送上禮物，為他們祈
禱。 教牧會全力給會眾提供相關福音
傳播的支援，讓聖誕的真正意義在社區
廣傳。」
相信今年的聖
誕應該不比往年遜
色，只是我們有
沒有從心出發，
付諸行動，見
證主恩。

耶穌降生叫冰冷變溫暖
謝安國
隨著疫情日趨嚴重，在封城和限聚令下，今年的聖誕節
是否只能在寒冬的冰冷中度過？不！聖誕節是紀念救主

耶穌基督降生，祂的大愛能叫冰冷變為溫暖，
北約華基教會今年與弟兄姊妹一起進入聖誕節
的溫馨中，共度一個溫馨的聖誕佳節！
1. 送 暖行動：11月1日至12月6日有送暖募捐活動，物品收
集後送到食物銀行（North York Harvest Food Bank &
Sanctuary）。鼓勵兄姊捐贈食品，罐頭、米麵油等不易
變壞食物；全新男女內衣、男裝連帽衫和長運動褲；手機
及充電器(先刪除所有資料)。
2. 愛心口罩、二合一聖餐杯、聖誕卡：
國 語堂有弟兄捐贈共5萬個一次性口罩（成人及小童尺
碼）和1萬個面罩給教會，讓教會把這些保護工具送給兄
姊和社區有需要人仕。

 語堂有姊妹奉獻1000元用作購買二合一聖餐杯。教會
粵
12月中安排將聖餐杯送到信徒家中（明年1-3月用），並
同時送上教會2021年月曆和年曆卡。
 贈上列禮物同時，我們會送上親手寫的聖誕卡，把聖經
送
話語帶到每個家中。
3. 聖誕節慶祝：
將臨期：11月29日起至12月20日共四個主日，教會兄姊
在家中一起點燃蠟燭，預備迎接聖誕節。
 2月的主日信息以耶穌基督為主題，從《約翰福音》學習
1
道成肉身、重生、活水、好牧人等信息，鼓勵兄姊邀請未
信親友參加。
 安夜晚餐：12月24日晚全教會一起在網上共進晚餐，
平
晚餐前由家長帶領讀經，唱詩和禱告紀念耶穌基督降生，
然後一起用膳。晚餐後一起在網上參與平安夜音樂會
（Cantata）。

聖誕意義不因疫情改變
黃維信
2020聖誕節轉眼又到了，不用我多說，今年全球慶祝
聖誕活動的形式肯定跟以往大不相同。然而，聖誕的意義不
會因疫情而改變，信徒慶賀救主降生的熱誠也不應減退；相
反，信徒應把握這良機，傳揚基督降世為要拯救

罪人這美好消息。麥城華基教會準備了五個活
動來迎接和慶祝聖誕：
1. 將臨環（Advent Wreath）：這個活動的對象是家長和小
孩，從11月29日開始，家長和小孩每周在家選讀一些聖
誕有關的經文，然後由家長講解和教導有關聖誕的意義，
最後點燃一支蠟燭。一連五周，到最後一周是聖誕節12月
25日。每周主題順序是：盼望、愛、喜樂、和平、基督。
2. 疫境同行，傳情達意：教會購買了大批獨立包裝的意大利
粉，鼓勵弟兄姊妹領取並轉贈別人，伴隨著意粉送上心意
卡一張，重點在最後為對方祈禱。目的是鼓勵弟兄姊妹在
這漫長對抗疫境中，繼續努力彼此關懷，傳達基督的愛。

3. 網 上聖誕大餐：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於12月18日在網上共聚，各自在家準
備聖誕大餐，然後在網上分享和共進晚餐。
4. 兒 童崇拜讀經：在12月20日，兒童在粵語堂崇拜
中，將以廣東話讀經。
5. 風 雨中與神同行：在12月25日，教會的國語堂將舉行網
上聖誕佈道會，有詩歌、舞蹈、表演、見證、信息⋯等精
彩節目。
2020即將過去，疫情帶來很多難忘的體會和經歷。今
年也是麥城華基教會30周年堂慶，透過今年的特別環境，天
父教導我們仍要以祂為樂，更多禱告祂和感謝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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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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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臨到家
羅梁玉玲
從小到大都特別期待聖誕節的來
臨，城市裡到處的聖誕燈飾佈置、商場
裡聖誕音樂響起，都在提醒我們這是普
天同慶的日子，慶祝救主耶穌基督降生
的日子又到了！前幾天送兒子上學的路
上，聽到電台已在播放聖誕歌曲，兒子
說：「媽媽，我很期待聖誕的到來！」
是的，每人都會期待，因為聖誕到來，
告訴我們基督帶給我們盼望！
聖誕告訴我們先知的宣告：「因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祂名稱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9:6）。今年聖誕在北美疫情嚴重
中，我們更需要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為
我們做奇妙的事，讓世人知道，我們在
地上是有苦難，惟有在主耶穌基督裡我
們才有平安（約16:33）。
聖誕也提醒我們：「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太1:23）（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
在」）今年的聖誕一定與以往不一樣，

我們需要隔離在家，對聖誕節的慶
祝，也會是限聚令中度過，但聖誕
的意義不會因此改變。耶穌基督降生
的信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的佳
音，對疫情中的我們更是寶貴。
聖誕又說：「她將要生一個兒
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
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1:21）在疫情中的聖誕，提醒我們世
人在罪中，都虧缺了神的榮耀，需要
救主耶穌到來，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
出來！耶穌基督才是我們真正的盼望！
2020年的聖誕，國語華基在12月
開始傳講聖誕信息，集中在耶穌基督降
生給世人的盼望、愛、喜樂、和平，並
耶穌基督的信息。讓兄姊們預備自己，
思想主耶穌來到世上帶給我們的意義；
特別在疫情中，一同思想主愛和恩典。
全教會以禱告的心為世界禱告，求主憐
憫世人，將世人歸向祂自己。
這個特別的聖誕是在疫情陰霾
中，需要那大光的光照。約翰宣告說：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約1:9）我們要在疫情籠罩的
黑暗中，高舉耶穌基督真光，宣揚祂

仍要慶祝救主降生
謝安國
今年教會要怎樣慶祝聖
誕節？雖然今年沒有實體的慶
祝，不能在教會內一起聚餐，
但是 貴 湖 華 基 教 會 仍 要

慶祝救主降生，
讓主耶穌基督居
首位，讓教會弟
兄姊妹感受到主
耶穌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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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禮物派發行動：教會一如往年，
為教會孩童預備每人一份聖誕禮物，
親自送到他們的家裡。
˙ 平安夜感恩分享晚餐：全教會一起在
網上共進晚餐，分享感恩的話，互相
鼓勵。
˙ 1 2月主日信息是《約翰福音》，更
深瞭解聖誕節的主人翁—耶穌基督。

的名，將人引領到基督前！國語華基

教會繼續多年來「聖誕平安夜
聯合祟拜」的敬拜傳統，今年
主題是「聖誕臨到家」， 聯合中
英文堂和兒童部，一起在家網上收看，
盼望聖誕美好的信息親臨每家每戶，在
疫情中可以一家團聚同心敬拜！國語華
基的詩班也會提前錄製三首聖誕詩歌：
〈主愛照耀〉、〈明星〉和〈唱哈利路
亞〉獻給我們的主。盼望眾人一同享受
一個特別、美好的2020年聖誕節。

植堂教會的慶賀
黃志文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疫情
影響下，所有人的生活都變成不一樣。
教會的敬拜、團契、門訓、事奉和福音
使命都要作出調整；在新常態情況下，
繼續遵從主的大使命和大誡命。
感謝神在植堂部中信實的帶領，去
年經城北華基執事會通過奧城華基自立
議案，兩間華基教會便開始一同辦理自
立的程序。自2020年7月31日起，奧城
華基教會已成為一個註冊團體。今年12
月，華人基督傳道聯會（ACEM）將議
決奧城華基成為會員教會。奧城華基現
向政府申請成為一間非牟利團體。感謝
這些年來所有為奧城華基作出貢獻的兄
姊，感謝他們的忠心事奉。
旺市華基教會余錫康牧師本來今年
3月退休。由於那時候剛有疫情，他願
意延遲與旺市同工並肩作戰，有四個月

這個聖誕不太冷！
盧佳定
對西區華人基督教會來說，2020
年是很特別的一年。教會剛搬進新堂
址，也開展了融入社區的新一頁。我們
支持密西沙加頤康中心，在新堂址開始
了社區長者課程，與我們的長者外展活
動相配合；我們也積極籌劃新堂的獻
堂禮…。想不到就在這
時，新冠疫情令教會從
3月中開始暫停實體
崇拜，同工們也要
在家中上班。當
時的確有很大失
望和失落感。
在社區隔
離的日子，教
會同工很努力

時間和教會共度疫情下的改變。在7月
當疫情的事工安定下來，他決定照著神
當初給他的意思退休。感謝余牧師多年
在旺市華基的忠心事奉；我也感謝神感
動城北華基創會牧師陳琛儀在旺市華基
成為義務過度牧師。在旺市華基尋找新
任主領牧師時，我是暫代主領牧師，陳
琛儀牧師與陳師母（陳陳綺梅傳道）則
在旁協助。經城北華基執事會通過，我
也差派陳簡鳳萍傳道在旺市華基一起同
工。看到神在旺市華基的供應，我為此
感謝神，亦感謝眾兄姊的忠心事奉。
百里華基教會在疫情下神特別眷
顧。雖然我們沒有實體聚會，聚會和禱
告會的人數卻增加。在百里巿地區，每
家信徒分佈很遠，但因為所有聚會移
至線上，反而將兄姊和新朋友的距離拉
近；連大多市的信徒亦透過線上聚會得
幫助。城北華基粵語堂的馬太團契亦透
過線上與百里粵語兄姊們一起團契。我
因疫情關係不能常去百里華基（只一次
浸禮聚會），感謝神帶領曹偉峰傳道在
百里與眾兄姊忠心事奉。

適應，很快就開始了網上崇拜。起初
是每星期錄影崇拜內容，參與製作崇拜
的人手有限。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在技
術上和人手上都可以播放實時的網上崇
拜，效果也不錯。我們為此很感恩。
此外，雖然不可以每主日參與實體
崇拜，弟兄姐妹仍然愛護教會，樂意奉
獻。不少人在周日專程回到教會放下奉
獻，實在令人感動。在疫情這麼多個月
中，我們每月收到的奉獻一點也沒有減
少，不用向政府申請薪金資助。神的恩
典實在很大。
除此以外，弟兄姐妹很渴望彼此相
見，互相問候。所以我們安排了網上祈
禱會，崇拜前的網上聊天室和網上主日
學。參與這些網上活動的人數也不少。
各個小組也採用不同網上軟件，進行小
組聚會和維繫組員的關係和互動，發揮
了彼此牧養的功效。

在聖誕節期間，城北華基
三間植堂教會都有不同的線上
慶賀。 我們錄製家庭形式的問候、感
恩和祝福，約1分鐘的視頻；聖誕時放
在網上全教會分享。有弟兄姊妹開始製
作聖誕卡，準備發送給個新朋友和教會
家庭。

感恩我們不是向內看的教
會，我們計劃參加網上愛心捐
助活動，幫助社區有需要的
人，聖誕節前夕將在市中心向
流浪者派放愛心禮包。 在不一樣
的聖誕中，眾植堂教會以不同方式，將
耶穌基督宣講和實踐出來。

過去我們每逢聖誕節都有大型聖誕
聚餐及慶祝晚會，不少未信主的親友都
很期待參與這個節目。今年西區華基

教會把聖誕慶祝會搬到網上平
台舉行，主題為「黑暗中的盼
望」。慶祝會分兩晚舉行，第
一晚使用Zoom網上平台，第二
晚則使用Webex平台， 使習慣不同
平台的弟兄姐妹和親友都有機會參加。
晚會雖然沒有聚餐，內容仍然十分豐
富，包括唱聖誕詩歌、電台DJ演唱和分
享見證、不同小組和讚美操群體的表演
節目和網上遊戲；估計兩晚節目可容納
200人參與。此外，我們會一如往年，
到商場內各店鋪送聖誕禮物，在寒冬的
環境為他們帶來溫暖和鼓勵。
我們會努力在黑暗中為社區帶來溫
暖和盼望，相信這個聖誕不會因疫情和
社區隔離而使人際關係變得很冷。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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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災大考之年感恩
陳利瓊
2020年可能是许多人人生经历中
最惊险的一年。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
的人都希望2020年快点过去，2021年
能够迅速来到。2020年不但是世界大
灾之年，美國最重要大选之年，对教会
来说也是大考之年，基督徒是否有稳固
的信仰根基？是否有敏感的属灵判断力
和坚定不移、与神同行的决心和行动？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
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
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诗91:1-2）在这大
灾之年，信实的上帝实在恩待了我们这
个小小的教会，祂的恩典够我们所用，
祂所行的都是奇迹。神的慈爱长阔高
深，祂的怜悯如江河涌流，涛涛不绝。

在这不平凡的一年即将过去之际，
瀑布華基教会经历的神恩不得不说，不
得不见证。
教会3月根据政府的规定关闭了实
体敬拜，改在网络敬拜，我们当时没有
太多的资源和直播设备，就在微信群聚
会，敬拜团队通过语音文字带领会众，
使大家能听到肢体亲切的声音，每主日
藉赞美声、神的话语传讲，在危难时期
传递信心与盼望。
瀑布華基过去几年都在寻找更适
合我们聚会的场所，8月可以恢复实体
敬拜时，我们发现以前租的地方太小，
不能满足政府的隔離要求。上午得知这
个困难，晚上就有姊妹主动提供现在可
容纳千人的场地；原来上帝早已为祂的
子民预备了地方。肯特（Kent）学校
是一所国际高中，距离大瀑布只有举步
之遥。学校的董事长夫妇经常在我们教
会聚会，他们这时候毫不犹豫的把千人

剧场奉献给教会做敬拜用。剧场许多设
备齐全，弟兄姊妹一起欢喜做好一切卫
生防护措施，添置更多设备，终于在感
恩节开始重启实体敬拜。当天我们我们
有洗礼、圣餐，一同感恩，我们真像做
梦般。现在每周都有70%以上的会友回
来实体敬拜，还不断有未信主新朋友加
入。
在如此灾难性的一年，弟兄姐妹
更加同心，更加渴想神的话语，思慕
主的同在。我们亲自见证了主实在是
“以马内利”的神。这个圣诞节，瀑

布華基教会也许不能像往年那
样庆祝，但是我们的敬拜、我
们的歌声、我们的心都只有一
个赞美：感谢神赐下祂的独生
儿子给人类！ 惟有耶稣基督是世界
的希望，祂能拯救我们脱离诸般的罪
恶，带领我们冲破风浪，与神同行，最
终到达那荣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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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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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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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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Priory Park Baptist Church
8 Torch Ln., Guelph, ON Canada https://guelphccc.ca

已有“最好”
、歡迎“更好”!
黃纘舜

已有“最好”

主人責罵懶惰不作工（太25:14-30）。
神仍與我們同在，因為祂顧念忠心的僕
人，這比有能力、有效率更重要。疫情
可能無法推行許多傳統的事奉方法。但
是神的僕人不能停下來呆等局勢結束，
我們要適應世界的改變，憑信回應神交
給我們的託付！

事奉神是既奇妙，又感恩的祝福，
在高崗傳揚好消息特別喜樂。「那報佳
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
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
何等佳美！」（賽52:7）回想可以在喜
樂山華基事奉實在十分感恩，能在這“
山上”禱告，走進社區傳送好消息，讓
人認識耶穌基督。這個召命是何等恩典
和令人興奮！

今年9月，我正式成為喜樂山華基
教會的牧師，開發了教會的線上平台
（www.mjccc.net 和 www.facebook.
com/MountJoyCCC），並利用在線媒
體軟件開始教會的運作。靠主恩典，首
次崇拜於2020年10月10日下午5:30開
播，自此每星期六提供網上崇拜。這只
是我們的起步，仍有許多改進空間；這
就是為甚麼我們歡迎“更好”的原因！

感謝神，去年底祂向我顯明山上的
召命和異象。就在聖誕前，我和家人委
身獻上，參與華基聯會萬錦市東北地區
的植堂項目，然後禱告尋求神的心意，
如何籌劃這個早於2017年已開始的植
堂工作？有傳道人曾嘗試帶領，卻由於
不同原因而暫緩。只是莊稼已熟，那社
區到處都是華人，福音要傳給當地華人
是迫在眉睫的事。靠主恩典，住在附近
的幾個家庭也看到福音需要，我們便同
心祈禱，努力在2020年初尋求新方向。

歡迎“更好”

過去幾年，有句流行語：「沒有最
好，只有更好」。是的，我們也許沒有
最好，但我們努力做到更好。在喜樂山
華基教會事奉，我有了另一個體驗，已
有“最好”，歡迎“更好”！

2020年Covid-19讓整個世界發生
了巨變，在大流行期間是否仍要植堂？
人際距離以及許多政府禁令，幾乎讓所
有社交集會都有了限制。每個教會都轉
用網上平台，與我們認識的傳統教會完
全不一樣。
神是最好的“主人”！主人按僕人
的能力分給各人不同數量的銀子，收到
五千和二千的僕人好好管理，賺取等量
的銀子歸還主人，主人稱讚他們是又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主人沒有將僕人作比
較，他們得到同樣的評價。然而那個有
一千銀子的僕人卻甚麼都沒有做，他被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最好”，但
是歡迎“更好”，更好的事奉團隊、技
能、策略。任何教會在任何階段都不應
對自己的事工感到完全滿意，工人也不
能在事奉中停滯不前。主對我們說：「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
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
稼。」（太9:37）

喜樂山華基現在仍沒有足
夠的資源，但是我相信神會激
勵並供應團隊，一起為這個社
區做祂的工。 我祈禱神鼓勵弟兄姐
妹發揮才能，以僕人的心態在新的教
會、地區和領域中事奉主。我相信他們
能夠帶來更好的想法、計劃和行動。我
們已經見證神多年來如何呼召不同的
人，在華基聯會不同堂會中服侍，今日
喜樂山華基教會是這個家庭中最小的一
員，深信神仍會繼續保守。

˙ 2 020年10月10日起，喜樂山華基
每周六下午5:30有網上粵語聚會
（另有兒童節目）
˙ 1 1月8日教會舉行第一次外展活
動，到 Bob Hunter省立公園遠
足；兩個新移民家庭加入。
˙ www.mjccc.net每周有靈修資料、
教會消息、在線服務、兒童材料、
博客和禱告事項。歡迎瀏覽。
˙ 歡 迎加入www.facebook.com/
MountJoyCCC，獲取教會最新消
息。

讓我們跟隨“最好”的主人，歡
迎“更好”的事工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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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Sparrows

主日學的事奉
盧加恆
我怎樣開始在教會的特別需要事工
部服侍，真是說來話長。
那時我在主日學的學前幼兒班幫
忙，看顧了一個小男孩，他在班裡沒法
集中注意力。我姐姐建議我和她一起在
這課堂上幫忙，以改善我的溝通技巧，
不要單靠行為動作，還要學習說話溝
通，那都是我的弱點。
起初我並不想加入。由於我是家中
最小的孩子，我不想照顧任何人，只想
得到照顧。但是我晚上睡覺前向上帝祈
禱，想到也許我要離開自己的安樂窩，
去幫助別人的好方法。
就是這樣，當我看管這個小男
孩一年多後，張靄玲牧師鼓勵我到
Sparrows主日學幫忙。我回家後詢問
家人的意見，其實爸爸早已在這個班上
事奉。但是我很難做決定，因為我要照
顧那些有特別行為的孩子，相信我一定
不習慣。因此，我再認真考慮一下，向
上帝禱告並尋問祂該怎麼辦。
記得小時候，我也像這些孩子有相
似的行為，我得到父母和義工們許多的
幫助。他們很愛我，即使我會惹麻煩，
他們仍然幫助我成為今日的我。第二天
早上，我告訴張牧師，我先去班上探訪
一次，看看情況如何。我想把從父母和
義工那裡得到的愛，再傳送給這些天父
眷顧的Sparrows孩子身上。

一 個 星 期 後 ， 我 選 擇 留 在
Sparrows主日學，因為我們一起上
課，又和他們一起玩耍，這些孩子都感
到非常高興。他們的微笑多麼美妙，他
們只想有一個朋友和愛他們的人。能夠
與其他叔叔、阿姨和牧師成為同工，我
很快樂；有些人甚至在我加入前，大家
早已認識了。
我還會做影音操作或看管一名
學生。作為影音操作員時，我協助
Powerpoint、唱詩和聖經故事的影音播
放。現在因為疫情，我們有其他聯繫方
法，似乎都很好。我繼續事奉神，並向
所有Sparrows主日學的孩子們表達關

心。我仍然是一名影音操作員，負責網
上上課時，播放學生要唱的詩歌。
Sparrows主日學使我與那些需要
更多關注的孩童在一起，他們的一個笑
容就能溫暖你的心。我很高興有這個機
會在Sparrows主日學事奉，透過與這
些孩子一起去敬拜神，並向他們表達他
們理應得到的關愛。
還有，做了這個事奉後，我肯定自
己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對這些學生的
瞭解比以前認識更多。希望有一天我可
以將這些經歷傳遞給年輕的一代，並且
幫助他們也成為孩子們的朋友。

疫情中的特別需要事工
(Special Needs Ministry)

張靄玲
在身體疲倦，心靈沮喪的一天，
神給我注入恩典的能量，祂讓我閱讀
了Godfrey 的短文，他是教會特別事
工團隊中最年輕的同工。
在COVID-19封城期間，對於有
特殊需要的孩子和家庭來說，更顯得
毫不容易。他們除了面對日常已經沉
重的負擔外，還要應付困在家中頻繁
的情緒爆發和不確定的變化。隔離實
在可怕！
教會的大門雖然關上，感謝神有
30多名弟兄姊妹在不同事工團隊中
伸出援手，關懷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父
母，打破隔離的困難障礙。
我們繼續在每星期日向學生提
供Sparrows主日學，讓他們與神和
祂的話連結。有10位弟兄姐妹承擔
不同的事奉，例如帶領唱詩，講聖經

故事和手工藝，活動指導（撰稿、影
音、帶領、線上保安等）。我們與父
母一起同工，就是學生沒法用言語表
達，也可以用手、點頭、搖頭   和微
笑參與其中。例如有學生不懂用言語
溝通，卻能利用電腦的應用程序鍵入
聲響，發出諸如早晨等簡單短句或聲
音。
感恩城北華基實行一間教會，一
個系統導向標竿，特別需要事工的父
母互助小組是屬於教會的大家庭，最
近改名為Sparrows團契，被納入成
為教會第17個粵語團契，從而獲得更
多人力資源支持；尤其是查經資料和
培訓，讓好些父母也得到神話語的薰
陶，在承受壓力中加添信心。
通過在線平台，「豐盛樂園」
（Abundance Club）小組能夠與一

些成員彼此聯繫，互相交流學習社交
技能；我們也用功課鼓勵他們做家務
學習獨立自主，在父母支持下締造美
好的家庭時間。我們透過線上與一群
孩子、父母和照顧者在基督裡相交，
學生與學生，媽媽與媽媽，特別的情
誼便建立起來，更加珍惜在教會面對
面的日子。
我們的事奉團隊也是祈禱勇士，
不單時常為這些家庭祈禱，在安全情
況下，還可以在前後院或車道進行家
訪，雖然大家戴著口罩，卻無法阻擋
與對方見面的喜悅。儘管面臨挑戰，
我們還要讚美神，有特別需要的70多
個家庭都健康安全。我們仍要不斷感
恩，耐心等候掌權的主在最合宜的時
間讓疫情過去。
「事實上，這一切都是為了你
們，好讓恩惠藉著更多的人而增多，
感恩的心也越發加增，使榮耀歸給
神。因此，我們不灰心。雖然我們外
在的人日漸朽壞，我們內在的人卻日
日更新。」（林後4:15-16; 新漢語）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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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華基聯會大會12月12日舉行，通過2021年
聯會預算及差傳預算。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周年會員大會11月29日下午於副堂舉行。
2. 「Emmanuel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是
教會傳達的祝福。三項活動讓人經歷一個
難忘「神與我們同在」的聖誕：a)11月30
日至12月22日：教會運動場設有「明陣」
靈修徑，透過實體及安全環境下在11個路
站中默想，經歷與神同在的覺醒（視疫情
而定）。b)12月23日：105 Gibson聖誕禮
物派送，透過愛心捐贈與社區共慶神同在
的恩典。c)12月24日：平安夜網上音樂崇
拜聚會，歡慶神同在的平安與盼望。
3. 105
Gibson 免費流感疫苗服務：中心與
“Health for All”Family Health Team 合
作，為65歲以上人士提供流感疫苗注射。
必須預約，報名查詢 www.105gibson.com
或致電905-946-8787。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食 物銀行募捐：教會慶祝35周年堂慶，為
烈治文山食物銀行籌募3,500磅食物。感謝
主，兩次收集共得 30,500磅，分別送贈以
下機構：烈治文山食物銀行、105 Gibson
中心食物銀行、Humanity First 食物銀行。
2. The Real Families of RHCCC 英語講座11
月29日舉行，講員Pastor Joey Molloy，主
題：有目標的教養和改善家人在家團契。
3. 「 聖 誕 在 家 」 行 動 ： 將 愛 和 祝 福 帶 給 社
區，鼓勵兄姊透過實際行動祝福社區。教
會將預備一套禮物，讓兄姊將禮物送給鄰
居和親友：a) Advent Calendar：12月每天
做一件美事祝福人。b)聖誕花環：掛在門
口和窗上。c)聖誕樹裝飾品。
4. 教會周年會員大會12月13日舉行。
5. 城 北事工異象家議會（粵語）11月21及22
日舉行。

駿，任期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
日。
2. 兒
 童部鼓勵家長在11月22日至12月25日用
將臨環教導兒童思考聖誕節意義，紀念耶
穌降生為人。
3. 疫
 境同行˙傳情達意—為保持聯繫，互相
守望，教會準備意大利粉和心意卡，鼓勵
會友在12月1至25日彼此送贈，並當場為對
方禱告。

31日年終財務及核數師報告。2) 2021年財務
預算。3) 委任Stephen PF Chui 為教會2020年
度核數公司。4) 2021年度教會執事名單。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傳 統萬聖節，教會號召兄姊家庭帶領孩子
進行家庭聚會並在親友中見證分享福音。
2. 1 1月11日臨時執委會會議，商討聖誕暨新
年前後社區愛心活動和線上慶祝等事宜。

4. 英語堂12月18日晚舉行網上聖誕晚餐。

奧城華人基教會

5. 粵
 語堂12月20日崇拜有兒童經文朗讀，重
溫耶穌降生的經文。

1. 由 11月起每月首周四晚設為下一代禱告的
祈禱會。

6. 國語聖誕福音網上崇拜12月25日舉行。

2. 1 1月20日第二次教會領袖網上培訓，于斌
牧師主領。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周
 年會員大會：11月7日通過各項動議並選
出2021-22年度執事：李建宏、詹德思、侯
廣霈、李許靜娟、黃偉箕、許燰龍。

3. 12月24日晚平安夜網上聚會。
4. 12月31日晚網上跨年禱告會。

旺市華人基教會

2. 送
 暖行動：11月1日至12月6日送暖募捐活
動，收集物品後送到食物銀行（North York
Harvest Food Bank & Sanctuary）。

1. 1 1月29日起聖誕講道系列「聖誕在心中」
，思想聖誕的福音、光輝、奇妙及禮物。

3. 將
 臨期：11月29日起共四個主日，鼓勵兄
姊在家中點燃蠟燭，預備迎接聖誕節。

3. 1 2月25日早上舉行首次「普世歡騰」聖誕
日家庭聯合崇拜，紀念救主降生。

 安夜晚餐及音樂會：12月24日晚全教會
4. 平
一起在網上共進晚餐，藉讀經、唱詩和禱
告，紀念耶穌基督降生，餐後一起參與教
會網上音樂會 (Cantata) 。
5. 粵語堂11月16日舉行靈修同行 (網上版) 。
6. 國語堂11月21日網上讀經日：哈該書。
 童部11至12月有新一輪兒童崇拜積極參
7. 兒
與競賽。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12月13日崇拜舉行洗禮。
2. 關懷部於聖誕期間安排關懷探訪長者。

2. 12月13日舉行浸禮。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1月19日晚18位兄姐通過線上參加培訓「生
命影響生命的事奉」，劉桂英傳道主講。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1. 將 臨期：11月28日起共四個祟拜，鼓勵兄
姊在家中一起點蠟燭，預備迎接聖誕節。
2. 平 安夜晚餐及音樂會：12月24日晚喜樂山
華基與北約華基一起在網上共進晚餐，藉
讀經、唱詩和禱告紀念耶穌基督降生，餐
後參與教會網上音樂會(Cantata) 。

3. 兒童部12月20日下午在網上慶祝聖誕。

新會員

 樂部12月24日晚「聖誕平安夜聯合網上
4. 聖
崇拜—聖誕臨到家」，以詩歌、聖誕信息
及詩班獻詩，同慶耶穌基督降生。

奧城—于斌牧師，馬義躍，劉衛寧。

離世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5. 12月27日舉行年終感恩主日。

多倫多—朱馮淑芬的父親馮秋於10月23日，
李麥艷芳於 10 月 24 日安息。

1. 粵 語堂12月20日舉行聖誕崇拜、「聖誕四
寶盒」福音話劇及短講。12月24日晚舉行
「詩歌妙唱平安夜」，各團契分享聖誕詩
歌，有祈禱默想時刻。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城北—宋王金蘭11月3日安息。

1. 每周六早上舉行網上版讚美操活動。

北約—朱徐玉珠安息。

2. 愛心行動食物收集11月22日至12月6日。

人事

2. 國 語堂12月20日舉行聖誕崇拜及洗禮（滴
禮）。12月31日晚舉行年終祈禱會。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1 1月22日會員大會：a) 96.3%通過2019年
1至12月財務報告，95.5%通過2020年7月
至2021年6月財務預算，97.3%通過委任
Stephen Chui 為教會核數師。b)通過執事
選舉：羅陳佩珍、羅詠儀、李炳燊、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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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
 前聊天室：由於疫情，每主日崇拜前
在教會的虛擬大堂歡迎大家，透過網上見
面，互相問候。
4. 周
 年會員大會12月6日中文崇拜後以實體及
聯網舉行。
5. 12月浸禮及入會禮12月27日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1月8日會員大會，報告2019年教會事工及
2021年事工展望，投票通過：1)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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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張頌君傳道為粵語堂半職教牧，
11月1日履職，負責關懷事工。
岑慧儀傳道為跨三語職場事工顧問，
為時半年，11月 1 日履職。
奧城—谷樹元為義務行政助理（至2021年底）

招聘
105 Gibson中心—招 聘 Community Services
Manager，詳情www.105gibson.com/were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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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華基因應香港回流或考慮移民人土，舉辦「加人有約WebTalk」網上互動平台。

華基聯會11月12日晚於城北華基舉行按牧典禮，按立李大新、
譚任家凝、楊方苑菁三位傳道為牧師，並網上直播。

華基姊妹教會，夏城華基教會（Halifax）50周年堂慶。

華基聯會各堂教牧網上聚會12月18日舉行。

阿根廷華基感恩節聚會。

城北華基35周年堂慶，10月11日有特別崇拜。又為食物銀行籌募食物共30噸。

《華基家訊》編輯組年終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