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教會如何做「遠隔離」關顧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改變了教會與
信徒間的信仰生活、事奉型態，以及人
與人之間交流接觸等互動模式。面對日
益嚴峻的疫情危機，公共衛生局勸籲巿
民留在家中，與人隔離。在政府封城令
下，家人不能探望住在醫院、療養院或
護老院的家人；教會牧者也不能實體到
各地或信徒家中探望關懷。
疫情下，教會如何做「遠隔離」的
關懷工作？還有探訪事工嗎？人際間不
能面對面，怎樣做輔導呢？疫情下的輔
導，與往日是否不一樣？網上的關顧探
訪，可行奏效嗎？作為牧者或信徒領
袖，如何實踐疫情下的關懷扶持？讓我
們彼此分享學習，帶領隊工一起配搭事
奉，同心在疫情期間為社區帶來溫情、
送上關懷、問候與祝福。

陸馬潔慈

電話關懷（Tele-Care）
網絡關懷（Social Media Care）
疫情期間因著社交隔離，牧者與會眾、會眾與弟兄姊妹都無
法見面，彼此擔憂掛念；特別想念那些身體軟弱或處於弱勢群
體的信徒，關注著他們的需要。疫情開始時，城北華基教會網
站特設「我需要幫助」（I need help）及「我可以幫助」（I can
help）兩個按鈕，以服侍教會群體及社區需要。我們招募了40多
位弟兄姊妹成為「我可以幫助」連線的電話關顧大使，在疫情中
透過電話表達關心。電話關顧吸引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參與，最年
輕一群是20來歲剛踏足社會工作的年輕人，學習用電話關顧80多
歲的長者。其中不乏美好的事奉見證。
電話關顧的重點是問候、關顧和代禱；每周一次（因應被關
顧對象需要而定），以「一句問候開始，一節經文分享，一個禱
告結束」。對象包括長者團契、每周參與教會金齡活動人士，獨
居長者、病人、單親家庭、特殊需要家庭、不歸屬任何團契或小
組的教會成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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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停不了

教牧同工對電話關顧員先有網上培訓「如何關顧對疫
情焦慮的人？」講解疫情中焦慮的人在身心靈各方面需
要，電話關顧或網絡關懷可能遇到的處境，關顧員該做與
不該做的事等。每個電話關顧員更被分配由一位經驗豐富
的關顧員帶領，以協助有跟進工作；並透過禱告，互相支
持、彼此鼓勵和問責。疫情間，關顧員共撥打超過1,600
個關顧行動的電話，感謝神。

在線探訪（Zoom Visit）
在線支持小組（Online Support Group）
疫情仍未停息，牧者會關心弟兄姊妹有否保持聯繫，
彼此代禱；更盼望那些有需要的人得到適切關顧，在信徒
經歷艱難時刻，例如：失業、染病、恐懼焦慮時，教會能
否適時給予支持、幫助和安慰？
隨著崇拜、主日學、祈禱會、團契小組聚會都搬到線
上後，網上探訪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小組紛紛逐步展開；包
括癌症互助小組、單親家庭小組等等。因疫情緣故，癌症
病人輪候治療時間延長，病人及家屬極需要得到支援，線
上探訪與網上聚會成為教會接觸社區、需要支援的個人和
家庭一個重要平台。
從弟兄姊妹直接或間接轉介的個案都日有增加，特別
是未信主的朋友，在隔離與疾病煎熬下面對孤單、徬徨無
助的困境，卻因著信徒的愛心，線上探訪而得著鼓勵和支
持。我們嘗試在線探訪時，將背景和需要類同的受訪者與
關顧員配合，例如夫婦與夫婦對談，以建立彼此的互信。
在牧者、同工或執事帶領下，五或六人一組進行網上探
訪。剛過去兩個月，見證四位未信主朋友，在家人陪同見
證下接受基督救恩，哈利路亞！我們也學習使用群組網絡
平台發放鼓勵字句、聖經安慰經文和詩歌。縱使無法見
面，我們仍能互相關愛、彼此支持，讓各人在基督裡的信
心、盼望和愛一起成長。

在線輔導（Online Counseling）
在疫情中，輔導事工從來沒停止過。無論個人、婚
姻、家庭輔導，甚至疫情期間因親友離世的哀傷輔導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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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停斷，只是從面談改在線上進行而已。在線輔導最難適
應的事，就是經常因為網路接收困難，輔導者在電腦畫面
上經常出現停頓（Freeze）的情況。故此，在線輔導傾談
偶有中斷，輔導員需要重新複述內容，重返剛討論的話
題，可能使輔導時間因應延長。

小組或群體線上禱告關懷
（Online Prayer Meeting and Prayer Care）
禱告關懷（Prayer Care）是疫情中關顧重點之一。自
去年3月中大多市封城以來，城北華基教會的禱告聚會便
轉移線上舉行。我們透過三個不同在線平台為教會信徒、
社區和世界禱告：
• 每周一次線上禱告會：其中一項新嘗試，教牧同工搜
集不同群體的生命見證，例如疫情中縫製保護衣物、
為長者送餐、電話關懷、疫情中的醫治、「停步為一
人」等見證短片數算神恩典；並讓觀看的人生命同被
建立。祈禱會也即時操練為不同個人及群體同心禱
告。
• 疫情下教牧禱文：分別在城北教會及華基聯會的網站
及臉書發表。教牧以身作則，教導並鼓勵整體會眾一
同參與，在疫情下，我們以「每天一段經文，一個禱
告，彼此鼓勵，以禱告服侍社區、世界」。
• 疫情以來，教會網站設有「請為我代禱」按鈕，並在
周日崇拜後或任何時段，接收來自教會信徒或社區朋
友傳來的代禱事項，由專責教牧透過電郵、電話、短
訊或網上聯繫等方式回應代禱需要。感謝主，全年祈
禱會共有8,967人次參加（粵語部），平均每周近二百
位兄姊參與線上禱告關懷。
總而言之，疫情不但沒有攔阻關懷事奉，更將事工推
向網上發展，以新形態展現關懷服侍，無論電話關懷、網
絡關顧、在線探訪、線上支持小組、在線輔導和禱告關懷
等等，教會「遠隔離」的關懷工作，仍在不斷的創新和發
展中！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牧師）

平安度过是恩典
疫情事奉是挑战，也是锻炼

謝飛鵬
和许多教會一样，2020年是美坚华人基督教会遭受风
雨试炼的一年。感谢神，祂带领我们不但平安度过，而且帮
助我们在一些领域有丰满收获！

视频网络崇拜人次多

因为疫情，我们教会从去年3月中旬就停止了实体的崇
拜，开始改用线上直播。我们是用YouTube做直播，优点是
简单、好操作；缺点是大家不能彼此看见，缺少在主里一起
敬拜的感觉。每主日的崇拜，先是粤语，再是英语，最后国
语，我们教会三个堂会分别都在礼堂做崇拜的直播，近一
年下来，主日崇拜一次也没有停过。神施恩保守，这么长的
时间，崇拜直播时，教会的网络基本上都是畅通的，仅仅偶
尔发生一点小问题。因为是在线上，不受地域限制，并且崇
拜的录像视频一直保留在网络里，所以现在参加我们崇拜
的人次，反而比以前参加实体崇拜的多。
我们国语堂的团契和小组活动，与主日崇拜单向的直
播不同，团契和小组是用Zoom和Discord等非常方便的互
动交流平台。基本上，每个周六我们都有团契和小组的聚
会，并且参与这些聚会的人数也是比以前在教会里有实体
活动时还要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也使用Zoom平
台，一直有开主日学班。对委身的弟兄姊妹來說，虽然大家
对神的敬拜，以及教会肢体彼此间的相交，因著疫情而受
到一些限制，但是冲击并不大；不少人反而因为大部分的时
间都要留在家里，因此有更多的时间读经亲近神。过去一
年，对原本就看重信仰生活，在属灵生命上追求的弟兄姊
妹，他们大部分人的屬灵生命其实是明显长进了。

疫情下蒙福事奉

疫情下另外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事工，就是祷告。病
毒感染的危险，以及因为疫情而遭受到生意、经济、生活上
种种的困难，很多弟兄姊妹就更仰望神，他们有更多个人的
祷告。教会的周间祷告会搬到线上後，也方便了一些弟兄
姊妹。现在我们周间祷告会，参与的人数是疫情前的一倍
多。还有，就是小组查经和弟兄姊妹们彼此分享神话语的

情况，也比疫情前活跃很多。有些弟兄姊妹为了更多学习神
的话语，在每周末教会小组聚会之外，又建立查经小组，在
每周的周间有查经；也有弟兄姊妹每天在群組里分享自己
的查经心得，带领大家系统地学习《圣经》。
疫情下，教会的外展工作，向社区作见证的工作是很不
容易做。我们有做分送口罩的工作，但是最叫弟兄姊妹们
兴奋的，卻是在教会外面装饰圣诞彩灯，传递信、望、爱的
信息，以及参加圣诞报佳音。圣诞前夕，我们分別在两个下
午、一个傍晚，共9队弟兄姊妹在教会外的路边，对著对面
的商场經过的行人唱圣诞诗歌。不少人走过来聆听，更多的
人挥手致谢。感谢神！疫情虽然给我们的教会生活带来很
大冲击，但是总体上，弟兄姊妹在灵里依然维持著和神有
活泼的相交，彼此间也保持著紧密的连接，并且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还做一些对外传福音，为主作见证的工作。
2020年，我们教会举办过婚礼，通常在信徒家里的后
院举办。因为疫情的限制，在场的人不多；虽然如此，但是
因为都有直播，所以参加婚礼，送上祝福的人并不少。这些
婚礼同样温馨喜乐，令人难忘。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教会也举行过安息礼拜。一位老
姊妹年纪大了，被主接走。那时正是7月，限制不是很严，所
以教牧、一些弟兄姊妹和姊妹的家人共10多个人，在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为老姊妹举行了一个感恩，也让老姊
妹家人觉得是很得安慰的安息礼拜。
2020年，我们教会能克服困难，平稳走过来，是我们
教会的执事、堂委、团契/小组的骨干同工们乐意和牧者一
起，私下做很多关怀、联络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们每个月
都有两次的线上同工会。起初，这些同工会以交流弟兄姊
妹们的情况，以便要做好关怀工作为主。慢慢的，疫情下的
关怀工作上轨道后，同工会就转变以门徒训练为主。
对我个人来说，疫情下的服事是挑战，但也是难得的
事奉锻炼，是神给的特别恩典，是一个祝福。感谢神！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國語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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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牧養歷程
何健華

教會沒法進行實體崇拜已有十個多月，回想這段日子
真是不容易過。作為牧者，我不能實體面對面與會友接觸
的情況下，便轉往互聯網不同媒體平台與信徒齊集或見
面，在電腦屏幕前，我與會眾一同敬拜，也以視像會議軟
件，彼此有團契生活，並且商討教會各項大小事工。

疫情札記，文以載「道」
城北華基粵語堂的教牧團隊有一個共識，就是在疫情
下，各教牧可以用創意來牧養自己所負責的群體。於是有
些教牧自拍短片鼓勵他的會眾，有些傳送問候短訊，有些
到門外探訪等等，各具心思與創意。我細心思想後，選擇
定期撰寫「疫情札記」，以《聖經》話語配上短文形式，
勉勵信徒在疫情困苦艱難中，仍要專心仰賴上帝。
透過電郵和電子群組，我每周傳遞一篇信息，至今共
寫了42篇短文；最初的15篇是解讀《耶利米哀歌》，之後
轉至《傳道書》，探討信徒活在新常態中的反思。文字牧
養具有挑戰，很難知道讀者的反應，間中會收到一些回
應，表示得著一點激勵；也有人對世情表達怒氣。總算有
人回應，沒有白費功夫，叫我可以繼續寫下去。

網上主日學新領域
去年三月中就停止了教會實體的主日學，最初我們的
想法是暫停一個學期，然後再觀察下一步的安排。可是有
些熱衷學習的主曰學學生，主動要求教會開設網上主日
學。經過商討後，我們便在暫停半個學期後，首次開展網
上主日學，為期六個星期，一共設四科：慕道班、詩篇選
讀、帖撒羅尼迦前書研讀，以及職場事工課程，共有160
多位學員參加。接著就是夏季和秋季的課程。現在進入冬
季的學期了，學生人數也不斷的增加。以往由於教會課室
數目有限，人數有時受到限制，現在則在家上課帶來方
便；參加主日學的學員十分踴躍。此外，我們更開設了周
三晚上的課程，也非常受歡迎，平均約有40多位學生。
網上學習同時也帶來一些新的挑戰，例如學員是否投
入或如何參與，要視乎教師的教學方式而定。惟老師普遍
在備課上預備的時間都會大大增加，授課時更要靈活和具
創意，還要安排網上分組討論和分享，才能達致教學的果
效。網上學習相信是大勢所趨，相信將來的發展無可限
量。熟悉新媒體後就不能再回頭，疫情只是催促我們早一
點開拓這個領域，叫教會日後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平台而
已。

不忘培訓與關顧
在疫情前，我們已開展「聖經老師」與「查經組長」
的培訓，由教會顧問牧師主持，然而處於限聚令下只好轉
至網上進行。既然互聯網的電子平台不受時空限制，身處
美國的顧問牧師便仍可繼續進行培訓，這都是媒體科技所
帶來的方便。
我個人一直培訓年輕的聖經老師，透過建立教學團
隊，一同邊教邊學。在疫情下卻要轉到網上教學。以往由
於時間匆忙，下課後沒有檢討的時間。現在每次課堂後，
我們都可以留下約一小時，分享和討論教學心得，互相交
流切磋，有助建立青年新老師。與此同時，我也與一些信
徒領袖有勉導（mentoring）的時間，現在都改用視像會
議方式進行。

「實體」與「虛擬」之別
由「實體」轉往「虛擬」的接觸，不單需要適應，也
是一種心態上的取捨。我個人觀點認為，網上平台不能完
全取替實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好比我們升到太空，
脫離了地心吸力，可以浮游在太空中；但是太空人始終是
來自地球，有一日也要返回地上生活，與人交往。
在疫情期間，我有好幾次面對面與人接觸的經歷，分
別是兩次上門主持滴禮，三次主持喪禮。通常洗禮都在教
會內進行，但是這兩次滴禮，一次在公園中，另一次在對
方家後園舉行。至於喪禮，兩次在殯儀館禮堂舉行，一次
在墓地前進行。無論是慶賀或喪事，實體與主家和信徒接
觸，可以達到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傷的同哀傷，其中
的鼓勵和關懷，比起虛擬世界裡的接觸，絕不一樣。

兩次深刻的經歷
過去一年，有兩次經歷給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和印象。
第一件事情，就是教會有實體崇拜的測試，這是為了返回
實體敬拜而作的準備，那天我很高興能親眼看見每位弟兄
姊妹，並且再次重臨教會禮堂中與眾會眾一起參與敬拜。
另一件事情，是去年夏天在教會的停車場，參與慶賀黃少
明牧師榮休聚會，雖然大家都在汽車，但是我們仍能真實
參與，拉下車窗彼此問好和接觸。
我渴想很快將來的一天，我們都可以返回教會聚會，
能與眾弟兄姊妹再次實體見面相交，這些時刻實在是何等
美好！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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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時難別亦難
梁淑英牧師說蒙恩的人有平安
陳盧道賢

全球死於新冠肺炎的人至今已數以百萬計，全安省第
二次嚴格封城後，新增病例仍然居高不下，各級政府用盡
方法防止疫情蔓延，可惜仍未見效。為了防止病毒傳播，
禁足隔離令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減至最低，卻造成無數分
離的無奈，真是人間的最苦。

教會關顧「加人有約」
多倫多華基教會的梁淑英牧師表示，她多年來帶領關
懷事工，從未經歷過如此艱鉅的挑戰。弟兄姊妹不能到教
會崇拜，失去了藉著團契、小組等互相關懷的肢體活動；
甚至牧者上門探訪都會觸犯政府禁令，所以教牧的關懷事
工只能倚靠電話或網絡進行。幸好神家有愛，教會各團契
小組成員常有個別聯繫，仍能發揮主內關懷的力量。有些
團契小組得知弟兄姊妹或他們的家人患病，除了電話問
候、禱告支持，更會安排輪流送上食物，好叫家人可以專
心養病或照料病者。
梁牧師特別介紹新加入教牧團隊的張頌君傳道，她是
摩利亞團的團牧，除了照顧團友靈命成長，更分擔教會的
關懷工作。張傳道也參與教會新增的外展事工「加人有
約」，接待了十數戶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家庭；也聯繫另外
十多個參與網上敬拜的慕道家庭，她帶著同理心與這些家
庭同行，給予關懷問候和新移民各方面的安頓和協助。
當提及年長獨居或在護理院中的弟兄姊妹，梁牧師禁
不住一度哽咽，她知道不少信徒面對寂寞、孤單；特別在
護理院的長者，他們是多麼軟弱無助。從前獨居護理院
舍，親人還可以定期探望，現在因疫情只能隔著玻璃大門
或小窗打個照面，揮揮手就算是幸福了。忙碌的護理人員
也只能協助院友打一個幾分鐘的視像電話，真是慨歎一
句：相見難。梁牧師一向關心曾到教會慕道，卻還未信主
便入住護理院的長者，她要從他們的家人或親友中才得到
他們的近況或護理院的資料。牧者心腸驅使梁牧師牽掛著
這些迷羊，總想聯絡這些長者，希望在他們餘生能領受基
督的救恩，不要失去永生得救的機會。惟今時今日各種限
制下，真是難上加難，只歎無奈。

姊妹，她和丈夫一起入住護理院。當年她先祖及親人來到
加拿大是鐵路勞工，落腳於瀑布區，早在那裡購下墳地。
梁牧師便老遠跑到該處為她舉行喪禮，她的兒孫雖然仍未
信主，很感謝牧師過往時常探望他們父母的愛心，更在疫
情緊張下仍然長途跋涉，為老人家主持喪禮而深受感動。
孫兒更表示日後疫情改善，會帶年幼子女參加教會，認識
祖父母所信的神。牧師心喜撒下福音種子，期待疫情過後
這一家能延續上一代蒙恩的福氣：「當信主耶穌，你和你
的一家都必得救。」（徒16:31）
牧師慨歎疫情期間禁聚令最嚴謹時，喪禮只准許五人
在場，那種冷清的氣氛，使親人倍感哀傷。喪禮儀式也被
迫從簡，而網上直播喪禮時間大大縮減，家人想向死者作
最後懷緬道別都感倉猝。惟逝者若已蒙恩得救，地上惜別
縱然冷清，相信天家天使迎迓仍然熱鬧。
梁牧師提到患病彭弟兄忠心愛主，常傳福音，雖然體
弱多病，甚至病重入院，仍然向太太索取相識而未信者的
電話，期望仍有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美好見證使人感
動。信主的人深信神的應許真實，罪已得赦，蒙恩得救，
故此對死亡無懼，充滿平安，一切欣然接受主的安排。保
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
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
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基督徒在黑暗的日子中仍有喜樂，因為我們有聖靈同
在的能力，有基督救贖的確據和永生的盼望；所以無論是
生是死，以馬內利的平安早在我們心中。但願疫情早日過
去，大家能重返教會，再次高聲歌頌敬拜，讚美大能的耶
和華神！

主持喪禮的感悟
梁牧師細數自去年3月疫情肆虐至今，多倫多華基教
會有40多位兄姊因不同事故而離世。梁牧師主持的喪禮也
超過十多宗。最近一次是在教會聚會多年的90多歲嘉年團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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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敬愛的

麥希真牧師

(1930-2021)

不平凡的人生

留下美好榜樣
謝安國

黃維信

當我們告別麥希真牧師的一生，感恩
他對後人留下許多值得學效的典範，我也
緬懷分享幾件事。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太25:21）這是每個主的僕人，渴望得到主最終的稱讚和賞賜。如今
我們親愛的麥希真牧師主懷安息，得到主給他的稱讚，享受主賜與的快
樂。我們也為他一生留下佳美腳蹤而感恩，特別因為他對麥城華基教會
的扶立和幫助，向天父獻上感恩和讚美，也向麥牧師深深致敬和緬懷。

記得當年麥牧師在北約華基教會的建
堂籌款晚會中講道，特別指出我們購買
只是一個貨倉（warehouse），強調要奉
獻給主，讓神大大使用。謝謝麥牧師的鼓
勵，這些話深印腦海中。我們順服神的帶
領，全然奉獻給主，每一吋地方都是神
的，要作福音廣傳之用。
麥牧師風趣幽默，這是眾人皆知的
事，我觀察他的幽默感是來自對平凡事物
的洞察力，以及有獨特的描述手法。他講
道常用的例子，都是簡單平常的經歷，在
幽默中帶出人生的無助唏噓，加上一個微
笑、一個「囉」字助語詞，便將聽眾帶進
自省的認同感中。
麥牧師為何能在沉重的人生信息中，
可以風趣地講出真理？我想可能與他的美
學根基有關係。麥牧師的漫畫為人熟悉，
簡單幾筆就能將主角、人物、事件特徵到
位地表露無遺，這必須對人生有深刻體
會，有透徹洞察力的大師級才能做出。
人生本是平凡，有好多平常瑣事，但
是若在大能神的手中，就可以變得不平
凡。麥牧師的生命的確帶給我們許多人生
的啟迪。

1. 主動關懷：每次我們有事去找他、請教他，抑或他來教會講道或教
導，每次他都表示關心，記得師母工作辛勞，我兒子生病，某弟兄有
難處，某姊妹的困苦。每次見面，他都問候表達關懷；他主動關懷
人，也關懷事工。很多教會都邀請麥牧師講道，安排都是滿滿的，然
而他寫信主動關懷我們教會的事工，並提供可來講道的日子，讓我們
感到他對我們的愛。
2. 風趣幽默：我深信這是天父給他的恩賜，因為不是人人都能自然做
到。他的風趣幽默不單帶來笑聲，更有造就的效果。他的風趣幽默能
提高我們學習的氣氛，點亮我們思考，發人深省，又能引導人進入真
理。他是以神為樂的人，也是與人同樂，他是快樂的老人。我們喜歡
他，我們想效法他。
3. 穩重與智慧並重：無論教會或個人，總會遇上危機和困難，他是我們
的顧問牧師，我們會找他幫助，諮詢他的意見。他有豐富的知識和學
識，但是他很謙卑，還有一雙聆聽的耳朵，對事情的回應總是深思熟
慮。他說話滿有恩慈，給與的意見都是十分寶貴，榮神益人。他不單
幫助我們解決事情，更鼓勵我們效法基督。

（作者為北約華基

麥牧師，謝謝你留下美好
的榜樣！我們永遠懷念你！

教會主任牧師，

（作者為麥城華基教會堂主任）

華基聯會執委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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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師從2002至2014年間是麥城華基的顧問牧師。自他回香港後，我
們仍保持聯繫，他願意擔當教會的榮譽顧問牧師至今，在我們心中一直
都是摯愛的牧者。他參與講道、主持聖禮、輔導、領袖培訓、教導、出
席大小型典禮，可說無處不在。我們愛他，他也十分愛我們，留下給我
們的印象和影響，遠遠超出人能想像。以下我只說幾項：

華基 家 訊

今天雖然依依不捨，卻是飲水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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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
定的旨意（帖前5:16）。謝謝麥牧師和師母給我們有興
奮喜樂的日子，又立下榜樣，讓我們繼續仰望主謙卑一
起同行，建立興旺的美好教會，榮耀主名。

他的喻道故事

懷念姑丈麥牧師
陳琛儀
麥希真牧師的離去，我心很難過，捨不得沒有了他，
失去了一位能瞭解和明白我的至親、牧長和朋友；也失去
了隨時隨地一個電話，便可以找他傾談和教導的機會。
麥牧師是我的四姑丈，麥師母是我爸爸的四妹，我爸
爸是大哥。我和四姑丈性情相近，都是頑皮，喜歡引人歡
笑，說幽默笑話，愛講故事；也愛彈鋼琴繪畫，卻沒有正
式學過；喜歡講道、牧會和領導。人說我學效他，我則認
為只是本性相近；所以麥牧師待我這個姪兒特別好，我也
很敬重他，常跟他學習、感謝他。
他是老一輩的傳道人，為人謙卑謹慎，不隨便對人交
心和指導，但是他很願意聽我講述喜樂的心路歷程和困難
挑戰。他不常有直接輔導，只是提議我多祈禱仰望神；他
也告訴我，知道我最後懂得如何做。從麥牧師的勸勉中，
讓我意識到他自己也有過同樣的經歷和學習，能體會瞭解
我的處境，只是他沒有告訴我他是如何做。從這樣的鼓勵
中，我常重新得力，尋求神的帶領和保守，度過難關。

感謝天父主耶穌
我要感謝愛我們的天父和救主耶穌基督，讓麥希真牧
師和師母祝福了華基眾教會。29年前，神帶領麥牧師和師
母來到城北華基教會，麥牧師是我們第一位顧問牧師，並
加入成為會員，積極參加不同的聚會、探訪團契，關心
和接待會友；麥牧師講道，教主日學，協助「和平福音」
學院的建立等。我加倍感恩，因聖靈使用他們作我們的榜
樣，培訓我們的領袖團隊成長。牧師的「鐵磨鐵」長執訓
練，鼓勵我們開始了20多年不間斷的周六長執教牧祈禱
會，常為教會弟兄姊妹及事工代求，尋求神的面。

剛過去的12月聖誕前，我給他電話，問他一首詩歌
的喻道故事。這詩歌是「你的光當照耀」（Let The Lower
Lights Be Burning），曾很感動我的心；想起麥牧師講
過有關的故事，但是不記得詳情，便請教他。90歲的老
人，在通話中竟然立即給我解釋：
「在漆黑暴風雨的海上，有人掉進水裡，船上的人
立即拋下救生繩；但是在黑暗的狂波怒浪中，那人找不
到也看不清繩索，情勢很是危急。這時船艙有一個人因
大暈船浪，留在艙底不敢隨便移動，因為一動就嘔吐不
停，URUR⋯⋯（牧師這時聲演描述那人嘔吐的聲音，十
分傳神）。這暈浪的人心想：我不能去幫忙，只能做一
件事，就是把電筒透過圓圓小窗向外射，或者讓海中浮
沉的人能看見亮光，就知道船在那裡。翌日早上風平浪
靜，大家圍在甲板上，聆聽那掉在水裡的人述說昨晚的
經歷，他說本以為快要喪命，忽然看見小小的亮光，能
辨認方向後就拼命游去抓住救生繩，然後才能得救。」
牧師說這喻意我們能力雖然微小，想不到神都可以使
用，叫人得救。我深受感動，決志努力靠主加強佈道、
引人歸主之心。聽90歲的老僕人講故事，竟然如此吸引
我，叫我心激動，這就是麥牧師的恩典和慈愛，到老也
是一樣，我很懷念他。
「你的光當照耀明亮，橫越過苦海波浪，世上人罪海
中浮沉，等候你速救他們。」（詩歌連線）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B2HUJIkph3Q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創會及顧問牧師，旺巿華基教會暫代牧師）

我還要獻上感謝，藉著麥牧師的教導和介紹，城北華
基教會成為一所榮神益人的興旺教會。牧師從不嫌棄或輕
看城北的卑微，他常常對人說他是城北華基教會的顧問，
而城北的教牧是他的牧者，以此鼓勵我們。在教會面對挑
戰時，他更維護著說：「我觀察了22年，清楚看見十分認
真的思想、實行、教導、推行，的確是教會增長的許多原
因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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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們的

活出生命潛能
黃少明

黃耀東、陳捷敏

麥牧師從新加坡神學院退下後移居多倫
多，1992年起擔任城北華基教會的顧問牧師。我當
時在教會事奉，自此與麥牧師有近距離的交往。

最初認識麥牧師和麥師母，是1992年他們來到多倫多。
麥牧師作城北華基的顧問牧師，麥師母則積極參與主日
學事工。我們經常在他們家中開主日學基教會議，他們總
是細心親切地為我們準備多樣會後美食；我們特別喜愛的
是“自選肉料菜蔬明火白粥”。

麥牧師做事嚴謹，為人卻風趣幽默。每當有各
地來訪的牧者彼此認識，麥牧師時常這樣介紹我：
「他是我兩個老細之一。」（老細是廣東口語，即
上司的意思）起初我總覺得尷尬，在聞名的大牧師
面前，他仍是如此輕鬆一句。麥牧師閱歷豐富，我
怎能配當他的上司呢？經過思考和領悟《聖經》的
教導，我漸漸明白麥牧師是實踐人際關係的大學
問。神尊貴每一個人，不論年紀或長幼輩份、財富
貧窮，都各有配受尊重的地方。麥牧師是顧問牧
師，我是教會牧者，他尊重我這個年輕傳道，是要
引導我好好尊重自己的身份。
麥牧師有些名句，對我最深刻是「要先成為神
所喜悅的人，才能成就神所喜悅的工。」因為這
太重要了！教牧頻頻轉換工場、失敗，甚至放棄呼
召，主要牽涉裡面隱藏著自私、貪婪、自卑苦毒情
緒；或面對權力、影響、遲早顯露而被唾棄，自己
拆毀一生所建立的。麥牧師提醒只有完全倚靠並
跟隨耶穌基督（羅3:27）才是信主之法，能得著生
命。因為這生命是建立於內在本質基礎，乃是慈
愛、聖潔、公義、憐憫、不永遠懷怒、達至高峰（
太5:1-12）、自由（加5:13,23-24）、超越（林前
13:4-7）、豐富（彼後1:5-11）。雖然我現在沒有
實質教牧工作，這些至理名言仍然提醒我餘生對主
的追隨！
麥牧師和師母2014年回香港定居前，在崇拜中
分享信息「把握今生，活出生命的潛能」，這不單
是他的勸勉，也實在是他的生命寫照。
（作者為前華基聯會會牧）

8

華基 家 訊

與麥牧師、麥師母一起工作，真是一件賞心樂事！他們
對事物的看法開放豁達，對人真誠謙厚，使人沒有任何壓
力要去聽他們的指示和做任何事，讓我們深刻體會「我心
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
靈就必得安息。」（太11:29）
在生活上，麥牧師是“大頑童”又是“食家”。當
我們外出吃飯時，他總會開開心心揀選他喜愛的食物。
他既風趣又幽默，Bobby的專業是廢物處理工程（Waste
Management)，每當向人介紹時，他總開玩笑說：「他是
一位垃圾（garbage）工程師。」Bobby接著補充：「垃圾
不是我的工作能力，處理廢物才是我本行。」
2014年告別麥牧師夫婦晚宴上，他與我們分享：「你們
要追求與眾人和睦，又要追求聖潔；人沒有聖潔，就不能
夠見主。」（來12:14）他語重心長提醒教會領袖要聖潔，
亦要竭力保持和諧人際關係，和睦相處。直至今日，我們
仍然珍惜這寶貴的忠告，在教會事奉，和諧是何等重要。
現代人往往罔顧他人，只圖追求個人主義，一己私利尋求
自我滿足。
麥牧師和師母善解人意，細心觀察，是難得的聆聽
者。他們能靜心傾聽，細心理解，並在適當時提出簡要問
題，深入瞭解情況而作出幫助，不會急於提出解決方案。
敬愛的麥牧師，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美好的見證和
滿有生命力的一生，留給我們最美麗的“傳承 (legacy)”
。
柔和謙卑，和藹可親；誠懇親切，常帶笑容。
幽默風趣，博學睿智；一生為神，終身侍主！

顧問牧師
羅榮發

張炎

麥牧師，世界聞名的麥希真牧師竟然和我們一同在一間教會、
一同面對面商量事工，這是我起初在城北華基教會見到麥牧師時不
可置信，而且又有非常興奮的心情。

城北華基教會多年蒙神祝福，有一班對
主忠心至誠、生活表裡一致的顧問牧師團
隊；每位牧者都為眾人愛戴和敬仰，麥希
真牧師更是表表者。麥牧師任顧問牧師超
過20載，對整個教會無疑已有深遠影響。
他的屬靈洞察力和事主經驗，幫助教會能
面對各樣挑戰，作出合神心意的決策。神
也透過麥牧師深入淺出的教導恩賜，造就
無數信徒成長；再加上他善解人意、幽默
風趣的性格，成了眾人和睦相處的潤滑
劑。

麥牧師夫婦很有負擔照顧愛謢比他們年輕的同工，時常會邀請
我們到他們家吃飯，和我們談心，給我們鼓勵；我感覺他們就像父
母一樣。記得有一次在事奉路上受了很大挫折，要找人訴苦，就想
起麥牧師和師母；訴了苦後就舒服多了。
麥牧師為人非常謙和，有著主耶穌的柔和謙卑，我從未見過他
激動的樣子，令我這個有時會相當激動的人非常佩服。麥牧師行走
江湖數十年，打遍天下少有敵手，在開會時本應口沫橫飛才對，但
是他非常謙卑，非常安靜聽我們這些小子“吹水”，差不多要邀請
他，他才會發言。
麥牧師給我們的教導都很發人心省，以下幾件事對我人生有很
大影響：
• 對神很敬虔的基督徒，也應該是入世的。他鼓勵我們過簡樸的生
活，因為如果我們曉得感恩欣賞，一樣非常歡樂。他說年青時不
太豐裕，帶女兒們去寫生，一樣非常非樂。但他又非常入世的鼓
勵我們，要為將來年老積蓄，要在股災的時候入巿。
• 麥牧師講道的特點是將《聖經》教訓用很簡單的解說，以不離地
的應用而受到弟兄姊妹歡迎；還加上例子生動有趣，更加令會眾
享受。他講故事的時候，將會眾當成小朋友，他說我們的講道
能夠讓8歲和80歲的人都聽得明白又喜歡，那就是一篇好的講道
了。
• 麥牧師講過一件事，挑戰我的思想領域。他說東南亞有個國家貪
污嚴重，你申請甚麼事情，都要夾一張適當的紙幣，包括申請開
辦教會。如果不這樣做，所有申請都會沒有下文。他問我：「你
覺得不夾錢，沒有合法的教會好；還是夾了錢，有一間合法的教
會好呢？」這個問題給了我很大的挑戰和啟發。

談到和睦相處，在歡送他和師母回港的
晚宴中，麥牧師向在場教牧和執事再次叮
囑勉勵：「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
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
12:14）麥牧師，你臨別贈言，銘記心中！
不能不提的，麥牧師將一生事奉而寫
下來的心得，已成為眾人學習事奉的應有
態度，其中三句名言，仍然記憶猶新：「
百分之百是神的工作，百分之百是人的工
作」、「要先成為神所喜悅的人，才能成
就神所喜悅的工」、「處事做人要老練，
愛主愛人要單純」。
麥牧師，為你感恩，因為你的生命傳
奇充滿著無數的恩典、無盡的喜樂和無限
的心靈富足；這成為眾人的祝福，永不止
息。麥牧師，永遠懷念你，天家再見！

麥牧師是我最敬愛的主僕，他對主忠心，不為自己，只為主耶
穌；又有主耶穌基督的樣式，柔和謙卑。他的一生是基督徒的典
範。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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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霍詠嫻
在執事團隊與麥牧師同工中，我相比之下日子不算
長，也沒有參與麥牧師「鐵磨鐵」長執訓練的機會。不
過在2013年時，我參加和平福音學院課程，趕上麥牧師
決定回港前最後一次的實體教導。在這科目中，麥牧師
以他的著作《基督工人系列》作教材，語重心長地將他
的經驗、心思，毫無保留地教導學員。那個時候，他的
視力已經不能閱讀，但他就是基督工人，他的人生分享
沒有紙張、沒有講稿，就是用心教導我們！當然，他的
風趣幽默，還有一點逗笑，每每以他的名句“囉”作提
醒，這一科很快樂就完成了！這個科目需要閱讀後寫感
言，就讓我略作分享：

麥牧師和女兒之華在牧師回港前，希望將牧師畢生
寶貴經驗在網絡平台分享，讓更多基督工人得訓練，《
末了的話》(http://maixizhen.com/ ) 就是這樣落實了。
我因著教會執事的職份，在陳琛儀牧師帶領和執事會批
准下，在製作後期多與麥牧師和之華聯絡，尋求最佳平
台去推廣，盼望他的經驗得以傳承。能夠在這事工上努
力，也算將麥牧師的教導學以致用。
謹記牧師的說話，深信榮耀的冠冕已為麥牧師留
存，《末了的話》會承傳下去。

• 要先成為神所喜悅的人，才能成就神所喜悅的工：帶
人歸向神而非跟隨自己，帶人愛教會事奉；幫助人化
解糾紛誤會，而非製造更多紛爭事端。
• 愛主愛人要單純，做人處事要老練：面對兄姊的問
題，不是常作輔導，而是關懷、聆聽、代禱，以公義
執行教會操守，以愛和禱告去服事；以教會整體「大
使命、大誡命」為目標。
• 百分百是人的工作，百分百是神的工作：真心倚靠獨
一真神，又以謙卑、努力、謹守作神的工人。
• 推動弟兄姊妹參與，是惟一推動神工作的渠道：好的
領袖不是單單按照個人的想法和魅力，異象需要通過
分享、祈禱、討論、計劃、實行才得以達成。

李兆華
想起多年前，剛開始在城北華基教會做執事，甚麼
也不懂。感恩在「鐵磨鐵」教牧執事訓練中，有麥牧師
的悉心栽培。尤記起每次放工後到牧師家中聚會，先有
師母所煮的三菜一湯，接著麥牧師便教導「工人的典
範」，風趣地分享事奉中的喜樂，整晚就是一頓豐富的
筵席。感謝主，有祂僕人的餵養。牧師、師母以身作
則，立下謙卑服待主、作僕人領袖的榜樣。麥牧師，我
們永遠懷念你！

「緬懷麥希真牧師留言版」
www.acem.ca
你可留言對麥牧師表達思念和感恩，見
證神在一代忠僕的奇妙作為，並將一切
榮耀歸給天地的主宰，獨一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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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藝術課
色彩繽紛
城北華基教會金齡活動中心的異象，是藉著講座和不同的活
動，與社區內的金齡朋友分享神的愛。我一直負責教導素描課，
引導學員明白繪畫的理論和技巧，讓他們從藝術角度領略天父創
造萬物的美意。

陳鈞陶

去年農曆新年後，金齡活動中心的興趣班因疫情嚴峻而暫
停。後來金齡事工委員構思開辦網上興趣課程，讓留在家中的金
齡會員能保持身、心、靈的健康；而繪畫課程也成為一個網絡課
程的試點。
繪畫的意義是運用藝術及美學方法來表達個人概念及思想。
繪畫需要想像力、觀察力，以藝術技巧表達對事態的感情沉澱。
教導繪畫最佳的方法是在課堂作示範，讓學員實習作畫，導師
從旁指導和修改。若用視頻媒介教授繪畫技巧，確實有一定的難
度。於是我把繪畫課程的目標定為提高藝術修養為主；教導繪畫
技巧為副。金齡人士都是人生閱歷豐富的朋友，他們勇於學習新
技能和培養興趣。我嘗試除了講解基本繪畫理論和技巧，還介紹
藝術歷史和不同繪畫風格，盼望學員能培養優雅的鑑賞力。
網上繪畫課程自去年5月開始，每月舉辦兩次，課程以Zoom
形式進行。首課以簡單隨意的塗鴉黑線畫開始，讓毫無繪畫經驗
的學員也能畫出有趣的圖案。接續的課程，我講解北美圖騰藝術
的歷史，教授土著藝術的應用與繪畫方法，讓學員懂得欣賞加拿
大本土的藝術文化。往後的課程集中認識不同地域的藝術文化，
例如繪畫日本白川鄉的草屋（Shirakawago house）、加拿大的消
防水龍頭、北美常見的雀鳥、香港的古老唐樓等等。每次除了錄
製視頻展示繪畫過程外，還用電腦軟件製作圖像教材，讓學員一
邊觀看、一邊聆聽課題的歷史背景和資訊，務求做到知識與趣味
並重。每課最後有發問環節，讓學員清楚明白當天繪畫的課題。
當他們完成草稿後，可通過網絡媒介傳給我，讓我察看和提供修
改建議。課後，他們有兩周時間完成指定的畫作。學員努力不
懈，樂意接受挑戰，常常在限期前完成功課。
經過數個月的網上繪畫班，持續有50多人參與，學員彼此建
立了友誼，常常在課堂前後有講有笑，分享生活體會。於是我在
設計課程上進深一步，嘗試選擇與《聖經》
有關的繪畫題材，務求讓學員在藝術與
《聖經》知識同步增長。去年10月開
始繪畫《聖經》中的植物，包括講
解萄葡、無花果、番石榴、橄欖樹
的繪畫方法，還細說這些植物的典
故和屬靈意義。完成這個系列後，
得到踴躍的回響；參與者大都表示
內容不單有趣，更能在靈性上有所
裨益，讓他們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於

學員作品

是接續的課程有《聖經》人物素描，講述大衛、
摩西、馬利亞的生命故事，學員對素描的對象
有更深入瞭解，做到知性（intellectual）與感性
（perception）並重的藝術創作。這種主題性繪
畫課堂很適合慕道朋友參與，於是今年的課程將
陸續有《聖經》中的動物和雀鳥繪畫系列，盼能
造就更多有心追求真理的朋友。
去年終的課堂，有時間給學員互相傾心吐
意。有人表示在這段悠閒時間裡，領略了藝術創
作的樂趣；有人說對藝術加深了認識，將來到博
物館參觀，也能懂得如何欣賞名畫的技巧。最讓
我得著鼓勵是一位女士的表白，她說自己不善繪
畫，無法掌握藝術技巧，卻十分期待聆聽每次的
信息分享，因為她得著內心的喜樂。
對很多人來說，過去一年實在活得納悶沉
重。我卻肯定這些日子很有意義，讓我們曉得在
暗淡的日子裡找到信仰亮光。我們的人生或許要
遇上不一樣的經歷，才會從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安
歇下來，以信心活出感恩的生命。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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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戰、新常態、新機會
網絡世界讓福音傳得更好更廣更遠
鄭良華

新冠肺炎疫症於去年3月爆發前，你會網上
崇拜、網上小組團契聚會、網上查經和奉獻嗎？
你會網上閱讀《華基家訊》、教會消息、報刊書
籍嗎？你會透過網絡與上司、本地及國外客戶開
會嗎？你會光顧網上訂購食物、網上超市和百貨
商店嗎？你會網上唱歌、聊天和交友嗎？你會在
網路上課和進修嗎？一年快過去，整個世界都變
了﹗在社會與經濟的新常態下，上面所說的，你
可能通通都做了。疫情若持續更長的時間，這些
新常態隨時成為永久的現象。

網絡作業大放異彩
去年下半年，已有一些跨國企業，尤其是與
網絡作業關係密切的公司，告訴員工可以永久在
家工作，不用再回公司上班，因為員工在網路上
已能完成任務。就算不是變成永久性在家工作，
但是僱主與僱員都意識到，沒有必要天天到辦公
室上班，部份日子總可以留家工作。
全球最大零售集團沃爾瑪（Walmart）最近
幾年極力擴展網上業務，高價收購了研發網上
銷售科技的初創公司，為集團在疫情期間大發異
彩；疫情期間的季度銷售激增，帶動股價上揚。
總部在渥太華的網絡交易平台公司Shopify
上市才5年，藉著勢如破竹的網絡洪流極速冒
起，股價倍數躍升，今天其市值已經超越加拿
大最大的銀行；曾是市值最高的皇家銀行，成
為加拿大新股王。現年40歲的Shopify行政總裁
Tobias Lutke身家幾何式暴漲至近百億元，成為
嚴峻疫情下的最大得益者。可是疫情也令不少中
小企業倒閉，百年老店結業，失業大軍過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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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貧富懸殊已日趨嚴重，疫情進一步把貧富差
距拉大。
新興網絡媒體興起了好一段時間，但過去一
年擴張得更快，伸展範圍更廣。傳統媒體難以招
架，要不是被淘汰，就是要轉型求存；有能力的
便在本業以外加開網絡頻道，圖與不斷坐大的網
絡媒體競爭。
政府頒下居家令，民眾不出門仍可保持互
動，感覺開心的方法莫過於網上唱歌。源自中國
大陸與台灣的兩個流行唱歌平台「全民K歌」與
「歡樂唱唱」近年在加國也熱起來，身邊不少朋
友都先後加入，唱得好開心、很起勁。

教牧領袖鏡頭前重新學習
無可置疑，這場席捲全球的世紀瘟疫改變了
我們的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交，但我們的信仰始
終不變，變的只是形式。我們現時在家透過網絡
參加崇拜、祈禱會、小組團契聚會、查經和奉獻
等等。日後疫情緩和，政府撤銷限聚令，這些網
絡活動料將繼續在不同媒體中網上進行，與教會
實體聚會一起併進。
如果教會網上崇拜成為不可取替，媒體網絡
又是讓福音在本地或外地，甚至世界各地更加廣
傳的形式；那麼，主持崇拜的領袖、帶領唱詩頌
讚的信徒、講道的牧師和傳道人、以至讀經祈禱
的弟兄姊妹等等，都要重新認識和學習，在網絡
這個新平台上的表達方法和技巧，得體的衣著打
扮，從而發揮更大的效果，造成更深遠的正面影
響，把神交託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

一名在加國從事電視新聞工作多年的弟兄
坦言，雖然曾經跟香港名師學過公開演講技
巧，但是面對鏡頭說話，卻是另一回事，需要
另一種技巧，他用了相當時間才能掌握得好。
不過有些人很懂得掌握網絡技巧，或者很快便
適應在鏡頭前侃侃而談。另一名傳媒朋友憶述
說，多年前在香港電視台新聞部工作時，曾有
專業公關形象顧問教導他和同事們，如何在鏡
頭前表現得具公信力、有專業風範。
牧師或傳道人平時在講台上，對著幾百人
甚至幾千人講道完全沒有問題，因為那是他們
的慣常事奉的講台，但是透過影像以近距離大
特寫對著鏡頭講道，就可能表現得不自然，
講得不順暢。教牧同工面對的受眾，更可能不
只是自己教會的會友，在無遠弗屆的網絡世界
裡，更可以被全球任何一個角落的人所觀看，
其影響可以很深遠巨大。明乎此，要把神的信
息有效傳遞，能夠造就更多人、鼓勵更多信眾
或慕道者，以至改變更多人的生命，都要更費
心力。

網路上，教牧有點像“明星”的形象，衣
著不能太隨便，當然也不宜太隆重，所謂商務
休閒服（Business Casual）可能最恰當；至於
對著鏡頭的說話、眼神、手勢動作，都要有親
近人的感覺。直播或錄影教會敬拜聚會，除非
以教會講台或場景做背景，否則周圍環境或佈
置必須符合敬拜的莊嚴氣氛。至於帶領者和教
牧的服飾、說話唱歌的聲線、態度和技巧等
等，都務要多下功夫、多花心思。當然，聖靈
同在和講道信息內容最為重要，沒有觸動人心
的真理、明白透徹指向永恆生命的教導，也許
仍有不足和缺漏。
好可怕的新冠病毒已奪走200多萬條寶貴性
命，全球有一億人感染。疫症爆發至今，帶來
許許多多新挑戰，不過在新常態下亦創造了不
少新機會。我們要問：怎樣抓住這些新機會，
好好地把福音傳得更廣更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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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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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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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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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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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活動中心 繪畫課學員分享
曾唐瑞明
去年新冠疫情在多倫多爆發，我剛巧在封城前搬遷到大廈。自5
月起金齡事工舉辦網上活動，其中有繪畫興趣班。由於我從未學過素
描，猶豫自己應否參加；面對新居住環境，報讀是抱著打發時間的心
態。於是我購買畫具，開始努力學習。感謝老師悉心教導，我們透過
社交媒體將稿和畫傳給老師修改，老師的評語給我很大鼓勵，漸漸我
對素描產生濃厚興趣。自從學習素描後，我在其中尋到喜樂和滿足
感，生活過得很充實。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何詠莊
感謝神，在新冠疫情期間，金齡事工的同工不辭勞苦，透過網絡的教導方
式，安排了查經、運動和多項興趣班，帶領會友安坐家中仍可得到全人的造
就。在查經班，神話語的安慰使我領受到從祂而來的平安；在運動時段，是我
舒展筋骨的好機會；在繪畫班，我不但得到技術上的提點，也有同學們集思廣
益的分享，更可貴是老師對《聖經》人物或名畫的介紹，令我歎為觀止，增廣
見聞，這也是不少同學們的感受。
在去年的聖誕節慶祝會中，雖然不是實體參與，但我深深感受到大家雀躍
投入的情緒，不其然想到神的大愛，祂透過網絡，將歡樂氣氛帶進各人心中。
我藉此機會十分感謝金齡事工的所有同工，牧師和老師們無私的付出，願
神繼續祝福金齡網絡事工，使更多人蒙福。如經上說：「因為知道你們的勞
苦，在主裡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b）

參考經文：（路7:1-10；太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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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 家 訊

華 基 聯 會 暨 各 堂 報告
華基聯會
1. 麥希真牧師加拿大網上追思禮拜：華基
聯會、城北華基與福音機構合辦，2月
20日東岸時間下午1:00舉行。詳情公佈
www.rhccc.ca。
2. 「緬懷麥希真牧師留言版」設於華基聯
會網頁www.acem.ca，信徒如有慰問或
悼辭，可於網上留言。  

2. 國語堂2月13日網上農曆新年聯合團契
活動。
3. 小學及幼兒主日學周日下午網上舉行。
4. 兒 童 部 逢 周 三 下 午 「 相 約 星 期 三 」
，Pastor Tim 在網上會議室與孩 子見
面。

2. 國語堂網上主日學1月起改在11至12
點。
3. 1月19日晚「疫情中的情緒管理」網上
講座，司徒師母主講，80多人參加。
4. 2月14日農曆新年福音主日。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 粵國語堂2月講道系列《羅馬書》。
2. 主日學：粵語—新約導論、《羅馬書》
。國語—《羅馬書》研讀。
3. 粵國語堂3月講道系列，疫有情緒講道
系列。講員: 陳潘詠雲牧師。

1. 教牧同工及堂委會為今年 1.3.6.2 計
劃多個指標，於2月10日舉行家議會，
與會眾分享討論。
2. 1月起新季成人主日學，粵語堂：《詩
篇》選讀，國語堂：《羅馬書》。
3. 粵語堂福音班(七課)1月29日開始，國
語福音班第二講(七課)於2月2日舉行，
求聖靈引領多人認識主。

1. 海外植堂教會，貝諾諾美華基教會1月
24日舉行十周年堂慶網上崇拜。除當地
肢體外，有歷年短宣隊員參加，一同感
恩見證，榮耀歸神。
2. 為幫助兄姊在職場作鹽和光，邀請岑慧
儀傳道帶領職場信仰培訓「信仰與工作
問卷調查」和「職場信仰整合工作坊」
。1月22日至3月12日逢周五晚網上小組
進行。
3. 英語堂1月19日起每周二晚舉辦五場網
上聚會，探討基督徒在全球宣教的角
色，並如何與神同工。
4. 國語堂2月13日晚舉辦「同頌主恩，福
杯滿溢」感恩見證分享晚會。春節期
間，為表達對肢體關愛，國語堂購買保
暖杯於春節前由各執事、教牧、組長送
贈。
5. 105 Gibson：a)現不對外開放。周一至
五仍有「食物銀行」等必要服務。b)2
至4月網上課程現已接受報名。詳情
www.105gibson.com/online-registration
c)免費健康講座：2至4月網上各類健康
講座，報名及詳情請瀏覽網站。d)免
費報稅服務：3至4月為合資格人仕提
供報稅服務，網上諮詢，必須預約。
網上登記www.105gibson.com/tax-clinic
、taxclinic@105gibson.com，查詢(905)
946-8787(ext.168)。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歲 首 祈 禱 周 於 1 月 1 2 - 1 3 日 舉 行 ， 共
1,090人次參加。
2. 「門徒進階(一)」會員慶典1月31日舉
行。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 粵語堂2月26日晚「元宵佳節佈道會」
YouTube 頻道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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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春假聖經日（網上）3月15-19日營
「神的恩賜」。
2.粵語堂2月15日靈修同行(網上版)。
3.粵語堂2月13日網上新春團拜。
4.北約網路讚美操每周五早上舉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新春主日2月14日舉行，講員：賴木森
牧師。
2.聯合團契2月26日晚舉行。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2月14日早上崇拜前拍攝網上新春教會
「全家福」。
2. 2月27日晚舉行「新春團拜」及「新春
賀詞創作比賽」，透過網上平台舉行。
3. 讚美操網上版每周六早上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2021年會員班2月7日開課。

旺巿華人基教會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2021-2年教會主題「開到水深之處，得
著豐盛生命」。
2. 首季事工：1）生命小組每月一次聯合
聚會（星期五晚ZOOM）。學習聖經、
分享、講座等形式彼此關愛與生命建
造；2）2月12日慶祝中國農曆年及福音
外展；3）慶祝復活節及受洗典禮。
3.每周二晨更、周四禱告會、周五小組
查經、青少年團契等通過ZOOM如期進
行。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疫症期間，喜樂山華基和北約華基仍可
透過Zoom逢第2至4的星期三探訪頤康(
士嘉堡芬治中心)，將神的愛和祝福帶
給在頤康居住的長者和工作人員。
新會員
奧城—謝立。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離世

1. 1月9日BMC會議，討論2021年教會事工
計劃，並對農曆年相關慶祝與社區關懷
予以安排。
2. 1月10日國語主日學「家庭建造：幸福
婚姻的密碼」開始，24位兄姊參加。
3. 2021年教會根據疫情的發展變化，繼
續“認識真神”與“安慰、鼓勵、盼
望”的講道系列。

多倫多—甄鄺玉嬋的母親鄺范懷廉12月27
日、梁張碧杏1月3日、邱萍1月3
日、關德球1月26日安息主懷。
城北—趙梁燕萍去12月30日、朱德光1月
12日、榮譽顧問麥希真牧師於香港
1月26日主懷安息。
美堅—陳建生1月10日安息。

奧城華人基教會

人事

1. 國語堂網上主日崇拜轉到早上9時半透
過ZOOM進行。

美堅—鍾 軒傳道2月1日起在粵語堂事
奉，專注職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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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社區關懷

麥希真牧師1月26日主懷安息，緬懷專頁參閱6至10頁。
聯會差傳部今年第一次會議1月26日舉行。

城北華基教會一月祈禱周網上舉行。

貝諾諾美華基教會1月24日
十周年堂慶崇拜。

多倫多華基教會1月舉行新來賓網上聚會。

吳克定牧師與緬甸國際協傳會同工會網上分享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