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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華恩

苦難之一：意外之妄

德州鎗擊事件過後，一位十歲左右的
生還者傷心地說她所有在學校認識的朋友
都死了。

苦難突襲我們的世界，此起彼伏。愚
昧、野心、人為錯誤、誤判、童年陰影、
性格失衡、制度崩壞、政經勾結⋯⋯每一
樣都可以帶來令人痛苦的事件。這就是我
們的世界。似乎任何奢望一個無惡無痛的
烏托邦都只是幻想，或人為、虛假、短暫
的迪士尼樂園式的製作。

苦難之二：野心之妄

烏克蘭被曾經的戰友，今日的鄰邦打
得稀巴爛。

愚昧、野心、謊言、不計後果、無同
理心、曲扭的人格、政治角力⋯⋯大規
模地影響且蔓延全世界。《聖經》對世
界的罪惡揭露得淋漓盡致，表列清晰：
《馬可福音》7:21-23、《羅馬書》1:29-
31、《哥林多前書》6:9-10、《加拉太
書》5:19-21、《提摩太前書》1:8-11、
《提摩太後書》3:1-5。直面現實生活中
人的惡與罪，能不沮喪嗎？這世界到底還
有沒有希望？

上帝介入

上帝並沒有袖手旁觀。祂對世界的現況有話
說、有行動、有回應。痛苦的來源，罪是頭號。上
帝盯著它們，劍指罪惡，並且說明罪是無關祂事，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而虧缺了神的榮耀，沒有表現出
被造之人應該使他的造物主得榮耀得快樂。從基督
耶穌被釘死的那一刻我們知道基本的兩件事：第
一、人罪大惡極，把一個手無寸鐵的傳道者冤屈成
有政治圖謀，一切能想像到的人性軟弱和罪惡集結
起來形成了基督被殺的前因，這些罪惡和軟弱包
括：政治軟弱（彼拉多）、盲從附和 （喊釘死耶穌
的群眾）、既得利益集團心態 （祭司長和文士）、 
賣主求榮（猶大）、懦弱 （彼得）、無知（法利賽
人及熟讀經書的人）等；第二、上帝愛世人愛到一
個地步，當世界還在罪中即差遣自己的兒子進入罪
惡世界，為人犧牲流血成了代罪羔羊。使世界可以
再生，人的生命可以出死入生。基督事件的基本解
讀就緊連於這兩條。這兩條，罪與愛，也成為基督
信仰的基本世界觀。

苦難中的
信仰行旅



 道成肉身親歷苦難

有人質疑為甚麼一個慈愛的上帝可以容讓世界在苦難

中掙扎而不把惡消滅？有苦有痛的世界是不是否證了慈愛

上帝的存在和關心？幾個解釋：

1. 苦痛出現的原因不一定能為人接受，但卻可以真是個原

因。約伯受苦有因，卻引出好結果；雖然這些受苦原

因未必能為人所接受。

2. 對苦難的質疑正好說明，人對美好和善有個原始的執

著，這正是人被造的原型，慈愛善良的上帝存在於人

心。

3. 創造者基督親身參與人類的苦難，作為與受苦者同行的

神。

4. 基督復活作為對苦難最後的審判與平反。簡單說，慈愛

的上帝並沒有把人間的苦痛消滅，相反，祂自己身歷

其中，嘗過痛苦，使受痛苦的人知道，在人生黑暗的

深淵找到同在的神。基督打敗死亡，使所有受不公平

對待的人知道未來有一天上帝會替他平反。上帝現在

沒有以勝利王者的身份在人間出現，但祂卻應許會有

天國降臨的一天。我們可以相信祂，因為祂曾使耶穌

復活，有一天祂必然君臨天下，這日叫做「末日」，

也叫做「得贖之日」。

入世的教會

面對巨大而深刻的痛苦，基督徒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

身體，應該做甚麼？可以做甚麼？保羅的答案之一是，

學效耶穌，參與在苦難中（西1:24），並成為受苦者的一

員。受苦是補滿基督受苦的欠缺。即是說接受苦難作為基

督未完的事，這是基督救贖工作的延續，因為與世界同受

苦是基督的工作。

保羅的答案之二是，在苦難的世界為萬人懇求、禱

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

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2:1-2）。代禱

是一項重要的職事，因為教會是神與人中間的祭司。如果

教會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表示那個社會有信

仰自由，也會有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教會就是社會的鹽

和光。如果教會不被允許履行其職事（傳使人悔改得贖的

天國福音），那麼社會是非常黑暗的。

第三，當然是傳福音。不過這福音並非不敢說真話的

「福音」，因為神的國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14:17）。我們同時要向不同的人用相對應的形式來

傳講福音（林前9:20-23），對惡人我們闡述上帝的公義

要求，希望他們悔改，對貧窮受欺壓的人我們向他們宣告

申冤在主，上帝的禧年快臨到。

堅定信心恆久忍耐

保羅說過，「如今常存的有信、望和愛，其中最大的

是愛」（林前13:13）。教會與受苦者同行，本為了愛神，

也是履行基督的使命，這需要很大的信心，尤其當面對還

不是一天半天便可以走出的困境，甚至還要忍耐等候其他

人才能見到光明的日子（來11:40），我們需要基督的盼

望，也等候得贖時刻（羅8:19-25）。

道成了教會住在多倫多

活在苦難充盈的瘋狂時世，作為身處加拿大的華人教

會，應做的事非常多，責無旁貸。 

1. 救濟難民（烏克蘭人、阿富汗人等），接待有需要的人

（新香港人）。

2. 為公義發聲。

3. 參與民主選舉，善用選票影響政策。

4. 為世界不同地區祈禱，記念受苦的人，參與加拿大教會

的共同議題。

5. 保持聖潔，經常悔罪。

6. 傳天國復和的福音 。

在這黑暗的世代，願主引領我們前行；願我們與主同

行。

（作者為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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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再建新門牆，此心安處是吾鄉
Vienna和Perry推己及人，身體力行傳主愛

採訪：鄭良華

2019年的香港社會運動給不少香港人深層的思考，

既為自己也為下一代計劃未來路向，一對年輕夫婦Vienna

和Perry也不例外，兩人過去從未來多倫多，卻在2021年3

月中，帶著年僅4歲和8歲的一對子女，來到完全陌生的異

鄉。

一年過後，Vienna和Perry沒有後悔這個決定，只有無

限感激，多謝很多來自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像天使般的弟兄

姊妹與牧者，全心全意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的環境，應付

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

今天，Vienna和Perry深知前路仍然不易走，但還是滿

有信心，因為相信主的帶領，全然交托。他倆感恩之餘﹐

更主動關顧和幫助陸續來到多倫多的香港新移民，想讓新

來者亦感受到什麼是「此心安處是吾鄉」。

Vienna說，在香港發生了社會運動後，便有意離開香

港，她和Perry曾考慮過加拿大以外的地方，最後選擇了移

居多倫多，原因是這裡一名素未謀面的叔叔嚴格評核過她

後，給她一個工作機會。Vienna憑著工作簽證，戰戰兢兢

地與家人踏上楓葉國之路。

在香港從事金融業多年的Perry通過了Vienna叔叔的考

核後，也被他聘用。與很多新移民比較，Vienna和Perry這

麼快找到工作，當然很幸運。但是，他們對新工作不敢掉

以輕心，非常投入，認真對待，唯恐有負叔叔，心理壓力

自然很大。無論如何，Vienna和Perry每天都是毫不計較地

悉力以赴，這不正是城北堂劉家斌牧師在職場事工經常提

醒弟兄姊妹的「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使命」。

Vienna和Perry在香港參加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而馬鞍峰教會與城北堂一直有緊密接觸，因此

他們在抵達多倫多前，已直接或間接聯繫了城北堂的牧者

與會友，可以在短時間內投入崇拜與小組聚會。Vienna由

衷說，城北堂的牧師、傳道人、團契職員、小組組長及組

員都殷切關懷，又不斷鼓勵，在租屋和替子女找基督教學

校等事情上都給予實際幫忙。

Vienna說，女兒和兒子的未來是她和Perry從香港連根

拔起，在加國從頭再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非常重視

他們的教育。就算基督教私校學費不便宜，還是願意花這

筆金錢。事實上，長女和次子的術科學習、靈命成長和品

德性格均有良好發展，均見學校方面與老師悉心栽培的成

果。

Perry說，一路下來，能夠在加國再建新門牆，既感恩

又感謝。心裡有著熱切的使命，就是要以自己最及時的經

驗和最新鮮的經歷，與剛到多倫多的香港新移民分享，並

提供實質有用的援助。他還記得，一個不認識的香港家庭

剛到步，萬事從零開始，連信貸也沒有。他便以自己的信

用卡，替這個主內家庭買了傢私。有朋友問：「不怕對方

走數（即不支付欠款）嗎﹖」Perry回答說：「若是如此，

便算是幫助新移民的禮物吧﹗」

2022年 6月 3



我們一家六口去年尾抵達多倫多，航機下午1:45順利

降落，我們2:45過海關，6:45才拿到了各人的許可證。隨

後我抱著早已睡了的小兒子到輸送帶取回30件大行李，雇

用了兩個搬運工人把家當由輸送帶運到機場外，離開機場

的那刻，筋疲力盡。感恩的是：專門協助新移民的義務接

機小組，派出了一隊四架車的車隊已經守候在機場外。大

家把行李塞滿車箱，送我們到多倫多的家。晚上8:30終於

把所有行李搬進家中，心裡為這群熱心的弟兄充滿感激，

是雪中送炭之暖。

到了執筆的這一刻，人在加拿大已經四個多月，我們

一家從住房到起居、從食物到置衣、從工作到返學、從考

牌到買車、從實體的崇拜和團契到網上的交通都經歷主內

弟兄姊妹之情，全是恩典！猶如身處初期教會中信徒間彼

此相愛互助之經歷中，這就是教會的「符號」，成為世上

作鹽作光的教會，由崇拜的領受中把基督的愛帶到社區每

個人的心裡。

正如使徒行傳2章41至47節所述：
「這樣，領受他話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門徒大約加

增了三千人。他們都專心致志于使徒的教導、團契、擘餅

和祈禱。各人都起了敬畏的心；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

跡。所有信的人都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又把產業和財物

賣了，按各人的需要分給大家。他們天天恆切地、同心合

意地在聖殿裡聚集，又在各人家裡擘餅，懷著快樂單純的

心吃飯，讚美神，獲得全體民眾的喜愛。主天天把得救的

人加給他們。」（新漢語譯本）

初抵達的第一個月，和弟兄談論以我們一家微少的力

量，如何為社區帶來祝福？可以為左鄰右舍鏟雪？可以造

飯給獨居的老人？可以開放我們一家分享家庭祭壇？所有

為別人的付出都可行嗎？結論是：得出的果效未必如理想

般帶來祝福，或許會給人家添麻煩呢。為鄰舍的付出，不

單只有熱情、有能力，還要有智慧加上技巧。每一件為鄰

舍所作的付出，都好像藝術家手中的精心傑作一樣，有笑

有淚。 

是的，每個人對生活的態度都不同，每個人也當然可

以選擇成為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的身份；在教會當中生

活、也在教會以外生活。對于基督徒來說，我們認為每

個星期的開始是在主日，或仔細一點，是從回到教會，

從地面走樓梯（或乘升降機）上到教會敬拜上帝的「聖

殿」中，與神相遇之中作為開始。弟兄姊妹一起與上帝相

遇、相交、見證、代禱、領受話語、彼此交流等等「符號

（signs）」當中經歷崇拜，以致當我們踏出禮堂，與親

愛的弟兄姊妹說再見之後，能有力量踏進教會以外的社會

中，以耶穌基督的信仰模式過著每一天的敬拜生活。

感恩與感悟
—從香港移居加拿大

李尚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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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爾斯（Samuel Wells）在其著作《謙善行：有關生

活、工作、做人的靈思雋語》（香港：文藝，2020）中

寫道：「任何人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習慣，實在需要一隊

天使天軍支援。我們就像一個走鋼索藝人，以為單憑己力

與技藝已經足夠，不料驀然發現在握著的平衡杆兩端，有

數不清的手在扶持著；還有不少溫柔的肩頭，排列在繃索

的兩旁，讓走索者每一步都不失腳。」

我們躺在家中床上，床單是棉織的，採摘棉花的是低

薪勞動者；床單蓋著的床褥在工廠製造，工廠環境可能惡

劣得難以想像。翌晨起床，我們刷牙洗臉淋浴，所用的牙

膏、肥皂、洗髮水，生產的國家、環境、文化、氣候，可

能在我們知道之後，是完全不想接觸，希望避之則吉的。

我們將穀麥片倒在盤子裡，這些食材經過許多人手才進到

我們的廚房、還有杯子裡的茶包，茶葉是某個超低薪工人

在烈日下彎身弓背長時間辛勞的成果。我們刷手機顯示

屏，或按收音機開關，當中許多原材料來自某些國家的礦

場，是那些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命脈，而這些國家在很多領

域也許備受我們國家的影響甚或壓迫。我們上班或上學，

乘坐汽車或巴士或火車，所耗用的燃料是歷千百萬年轉化

的成果，不能迅速填補，卻以極高速度提取；燃料的鉅量

使用，嚴重危害人類及野生生態、地球的健康以至生存，

而且遺禍深遠，無盡無窮。

到我們投身職場，就會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供應者與

消費者的網絡，二者唇亡齒寒，而且影響這網絡的因素很

多：品味與嗜好的風潮、氣候與經濟的周期、政治或社會

意識形態趨勢等。在更實際層面，我們的上司、同事、下

屬，若是傭懶、低效、自私、善忘、無能、卑劣，我們除

了萬分無奈，也會怒火沖天。只要能建立一個好的團隊，

不論挑戰多大，我們幾乎都能成功；相反，不論問題多

小，若沒有好的團隊，就幾乎一事難成。我們離開工作崗

位，留在心中的回憶只會關乎同工，而不是甚麼功績；假

如有甚麼樂趣，只因大家曾經同工合力，各司其職，尊重

並瞭解彼此的性格與角色，又明白一個道理：要培育一個

孩童（或建設一個倉庫，或確立一個標準），所有人都要

群策群力。

我們健康若轉壞，便會即時體味自己的脆弱，然後很

快落入醫療專業的蜘蛛網中，頓時化身為無助的小飛蟲。

但你且想像若要成為自己的物理治療師、或是牙醫、或眼

科醫生⋯⋯你就會立時發現，我們的確很倚仗他們的技能

與幫助。 

其實自從我們家上年度要預備來加拿大的一刻開始，

我們與本地教會的群體已經開始建立相互依賴的關係。需

要和供應，的確可以帶來關係，這關係又將隱而未見的恩

賜、領受、祝福和創意發掘出來。而當我們在地上一同經

歷的因年歲而體力衰退、因負軛而氣衰、因重蹈覆轍而長

陰影、因失去信心而長夜惡夢這些虧缺，藉著信徒群體展

現的憐憫及恩惠，得以轉化為彼此之間的付出，成為了每

個信徒在崇拜以外有關生活、工作和做人的過程，就是得

以孕育出「感恩」的過程。

在這個「感恩」的過程中，每個人所謂要步向的「死

亡」，都可以反過來說是「生」命的開始：因為這由信基

督而來的「生」命，需要由門徒群體與社區彼此相顧之間

而成長，這「生」關乎我們如何使用主所賜與我們的恩

賜，見於如何行出感恩的付出來回應天父的恩惠，實在是

一趟謙卑之旅。親愛的弟兄姊妹，謝謝您們，成為我們一

家的鄰舍。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會友）

華基教會ACEM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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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RHCCC)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www.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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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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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uelphccc.ca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Canada 
www.mjc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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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群體植堂
Af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AFCCC)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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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MCCC)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560 Erindale Station Rd., Mississauga,  
ON Canada  www.wtccc.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Kent School
4700 Epworth Cir.,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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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群體基督教會植堂進程

背景：
我們的教會於2017年植堂。在過程中見證及經歷了神

的恩典。祂一直引領著我們植堂，并使我們在靈命及教會

的發展上得以成長。

我們從六人開始，至今神已賜給我們50人，其中百分

之八十是透過教會事工而歸信主的。我們教會全部人都是

穆斯林背景，只有一個是錫克教背景。我們的最初計劃是

植一個全為阿富汗人服務的教會，但現在有很多說伊朗語

及塔吉克斯坦語的人加入了我們。 

我不能說植堂已經完成。只能說植堂還是在進行中。

期望五年後可以完成我們的異象及使命。我們的植堂之所

以要這樣長的時間，是因為穆斯林人需要3至5年的漫長過

程時間信主以至受洗。所以我們需要耐心去外展，門訓，

引領他們進入基督，當中需要建立良好的關係。

教會領導團隊有7人，我是牧師，其中三人是長老，

一人負責帶領崇拜，另外兩人負責監督。

我們今後四年的異象與計劃：
• 社區外展以招募新人。

• 與新人建立良好關係。

• 邀請他們來聖誕節，復活節及感恩節聚會。 

• 當確定他們不抗拒的時候，邀請他們參加崇拜。

• 把我們的事工擴展到大多市其他地區。

• 在大多市及附近地區擴展團契及查經活動。

• 五年後達至收支平衡。

• 在大多市其他地區植新堂。

我們的進展及成果：
• 從最初6人擴展至今天50人。

• 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強的敬拜小組。

• 四個月前我們成立了青年事工。 

• 兩個月前成立了婦女事工。

• 舉辦了15次社區外展，有數百人聽到福音。

• 我們成功鼓勵眾華基教會籌款資助20個阿富汗家庭，贊

助他們移民加拿大。其中一個家庭已於2021年12月成

功抵加，其他的預期快將抵達。這些人當中有牧師及其

他神僕，將協助教會成長。

• 已經有二人受洗，另有三人亦將於短期內受洗。

• 在華基眾教會的幫助下，我們協助了阿富汗境內一百個

家庭躲避迫害。

• 協助275人從阿富汗撤離至阿布扎比。我們正贊助他們

來加拿大。我們亦與其他機構合作，把他們送往美國及

澳洲。

• 把54個阿富汗基督徒安全地送往巴基斯坦。他們現在正

前往巴西。

• 幫助兩個在印度新德里及土耳其的阿富汗教會。他們是

我們的非正式屬會。我們協助他們靈命成長，培訓他們

的領袖，及給予會員們教導。

• 開展一個網上事工，包括網上主日崇拜，聖經課程，查

經班，及電視節目。我們在印度及土耳其的屬會協助我

們舉辦這些事工。

• 協助社區的新移民。

我們的需求： 
• 一部小型客貨車以接送新移民。

• 五年經濟支持。

• 主日學老師。

個人需要：
• 太太與我正想辦法繳付＄3771 稅款。對我們來說是一項

很大的負擔，請為我們禱告。

以下是我們過去五個月的服務概覽。

禱告及崇拜：
北約主日崇拜：每個主日都有一群阿富汗及伊朗人參

加我們的實體或網上崇拜。我們有一段禱告，贊美，崇拜

及聽神話語的相交時間。感謝主我們的會眾人數及靈命正

在增長。我們歡迎訪客。請讓你的阿富汗、塔吉克、伊朗

朋友知道我們每主日下午七時的崇拜聚會。

士嘉堡祈禱會：每周五晚上七時在士嘉堡有祈禱聚

會。我們的計劃是把這個祈禱會變成一個婦女傳福音聚

會，使我們教會內的婦女可以邀請她們的朋友來祈禱及交

誼。人際關係及交誼對穆斯林事工至為重要。這些祈禱會

可以讓我們的婦女在當中信主，從而擴展事工。如果你認

識阿富汗、伊朗及塔吉克對這種聚會有興趣的人，請與我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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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沙加崇拜：星期六晚上七時是我們一群人的家庭

崇拜聚會及禱告時間。這個家庭團契對阿富汗事工很重

要。我們正在尋找一個可以把家庭聚會轉往一間教會聚會

的可能性。倘若你知道有免費聚會地點，請跟我聯絡。

網上事工：
全球網上崇拜：我們與兩個印度及土耳其屬會合作，

每主日中午十二時舉辦網上主日崇拜。有幾百個阿富汗及

伊朗人在全球各地參與網上崇拜。這個事工對很多人是唯

一的接受聖經教導及團契的機會。請介紹喜歡這個網上崇

拜的慕道者或信徒給我們。

系統神學課程：很高興在三個月內我們的學生由24 人

增至54人。這些學生在阿富汗境內或境外的家庭團契觀看

課程。每星期都有新學員參加。請將此訊息分享給其他信

徒。

衛星電視課程：每周二及周四，我們透過衛星，29電

視盒以及如Facebook及YouTube等社交媒體廣播一個一小

時的達里語及普什圖語課程。所有節目亦可以在AB-NSAT 

網站或一應用程式（ABNSAT-Afghani）收聽。大家亦可以

透過播客（Podcasy）收聽。過去收聽率有百分之八十增

長。

家庭事工：
第一次我們全體會眾一同如一家人的慶祝家庭日。我

們一同在晚餐中崇拜，禱告及團契。60名參加者來自加拿

大；100個來自印度，土耳其及阿布扎比的參加者在網上

參加。

波斯新年外展：
Nowroz（波斯新年）是阿富汗、伊朗及塔吉克斯坦的

重要日子。教會利用此機會向阿富汗-伊朗群體外展。在

三月十九日，我們舉辦了一個特別的活動去接觸這個社區

的成員，與他們建立關係。我們邀請了110人，很高興見

到170人出席。這個活動鞏固了我們跟社區的關係，也給

我們傳福音機會。

受難日及復活節特別活動：
受難日與復活節是基督徒重要的節日，教會決定透過

頌讚，崇拜與團契慶祝這節日。同時亦讓我們的穆斯林朋

友接受福音。在四月十七日，有30位穆斯林朋友參加了

受難日及復活節節的慶祝活動。在受難日教會信眾領受主

餐，我們的穆斯林朋友在復活節日與我們一同崇拜團契。

婦女特別事工：
教會事工其中一個重點是發展婦女及青少年事工，我

們第一步是在2022年二月開展一個專為婦女而設的網上祈

禱會。會眾對此非常歡迎，婦女團契決定以此外展接觸穆

斯林朋友。五月廿一日，我們的婦女信眾為穆斯林朋友舉

辦一活動，有100個阿富汗，伊朗，及塔吉克婦女及兒童

參加。活動前半部分是祈禱，福音信息及活動介紹；第二

部分是團契，聚餐，音樂及舞蹈。

贊助難民：
好消息 - 開展青少年事工：

感謝主，在10位新移民青少年協助下，教會首次開展

青少年事工。現時有16個13至18歲的青少年每個主日參

加團契及學習。另外每兩星期一次運動，遊戲，旅行等其

他活動。這些青少年亦協助我們的外展活動，令我們感到

鼓舞。倘若你們有認識阿富汗，伊朗及塔吉克青少年對此

有興趣，請與我們聯絡。

阿富汗信徒面對險境：
阿富汗對基督徒及其他不認同塔利班的教導，價值觀

及作為的開明人士已經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對阿富汗基

督徒更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他們實際上已

被判死刑，沒有基本人權。這個國內有些組織千方百計的

去找出阿富汗基督徒。所以很多信徒都要在國內或國外躲

藏。 請在禱告中記念他們。

對100個在國內的家庭的經濟援助：
在2021年阿富汗危機之初，我們感謝大家對100個家

庭的一次過資助及對40個家庭的每個月資助。你們的禱告

與支持使得這些信徒及其家人能吃得飽，及有力去不斷逃

亡。請為他們禱告。

贊助被迫害的阿富汗基督徒：
感謝主及大家的支持，我們能贊助32個在阿布扎比，

印度，土耳其，及塔吉克斯坦的阿富汗基督徒家庭。我們

已為16個家庭提交申請，另外16個家庭的申請正在進行

中。我們正期望兩個家庭可於2002年六月到達加拿大，請

為他們禱告。

275個在阿布扎比難民營的阿富汗信徒：
我們在合作伙伴的協助下，把數百個信徒從阿富汗營

救至阿布扎比的難民營。請為他們禱告。我們與伙伴們正

在尋找能給他們提供永久庇護的第三國。

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的54個阿富汗信
徒：

在伙伴機構的協助下，我們把54個阿富汗信徒從阿富

汗營救至巴基斯坦。感謝神，他們已得到往巴西的入境簽

證，很快便能移民至巴西。請為他們的出境簽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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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Our church was planted in July 2021, and we have been wit-

ness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hand and blessings of God in help-
ing us to plant the church, and growing spiritually and quantity. 

We started with 6 people, and today the Lord blessed us to 
have 50 people that 80 percent of them came to faith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our church. Everyone in our church is from Muslim 
background except one person who is from Sikh background. 
Our plan was to plant a church only for Afghans but soon many 
Iranians and Tajikistanis who speak our language also joined us. 

I do not call it a church fully planted, but the right phrase to 
use for it is (A Church Plant in Process), our leadership and I do 
believe that this church will take longer time to be fully planted, 
and our expectation is tha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our vision and 
plans for planting this church will be implemented. The reason 
for this church plant taking so long is that it takes at least 3 -5 
years for a Muslim to come to faith and to be baptized; so, it is a 
gradual and slow process. Since everyone in our church is from 
the Muslim background, therefore we need to have patience 
reach out to people, discipling them, and leading them to Christ; 
this is done only through building relationship. 

There are 7 people serving in our leadership team, I am the 
pastor, three are serving as elders, one person is serving as wor-
ship leader, and two others as our overseers. 

Our vision and plan for the next 4 years are:
• To arrange community outreach events to find new people
• To continue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m
• To invite them to our Christmas, Easter and Thanksgiving ser-

vices 
• Once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ready, to invite them to our wor-

ship service 
• To expand our ministry in other parts of the GTA and beyond
• To start home fellowship and Bible studies across the GTA and 

beyond 
• To be financially self sufficient in 5 years
• To plant new church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GTA and beyond  

 
Our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 We started with 6 people and now we have 50 regular attend-

ees
• We have a strong worship team now 
• We started our youth ministry four months ago
• We started our women ministry two months ago 
• We have been able to arrange 15 community outreach events 

where hundreds of people heard the Gospel 
• We have been able to encourage ACEM churches to raise funds 

for 20 Afghan Christian persecuted families to be sponsored 
and come to Canada, one family arrived in December 2021, and 
others are expected to arrive soon, this will help our church to 
grow spiritually because all of these people are either pastors 
or experienced servants 

• Two people were baptized, and three are ready to be baptized 
soon

Prayer and Worship Service: 
North York Sunday Worship Service: Every Sunday a group of 

Afghans and Iranians join our worship service in person, and on-
line, where we enjoy a time of prayer, praise, worship, hearing 
the Word of God, and fellowship. Praise God that we are growing 
in numbers as well as in faith. Visitors are welcomed, please let 
your Afghan, Tajik, and Iranian friends know about the worship 
service that is held every Sunday @ 7:00pm.

Prayer Meeting (Scarborough): 
Every Friday @ 7:00 pm we meet for a time of prayer at this 

location in Scarborough. Our plan is to convert this prayer meet-
ing into a women evangelical meeting, where women from our 
church get a chance to invite their friends for a time of prayer 
and fellowship. We believe that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in the 
Muslim ministry, so this prayer meeting will help many women 
to know the Lord, and to grow our ministry. If you know any Af-
ghan, Iranian, or Tajikistani women interested in such meetings 
in this area please let us know.

Worship Meeting (Mississauga): 
Saturday @ 7pm is a time of home fellowship for few of us, 

where we gather in our home for a time worship and prayer. This 
home fellowship is considered as the base of our ministry for 
Afghan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We are still looking for 
a free meeting place so that we can move our worship from our 
home to a church building.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know any 
free space in this area.

Af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A Church Plant in Process 

• Helping and supporting Afghans (100 families) inside Afghani-
stan who are hiding to save their lives, this was done with the 
help of ACEM churches

• Helping 275 Afghans to be evacuated from Afghanistan to Abu 
Dhabi, and now we are working to sponsor them to Canada, 
also working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o take them to the 
USA and Australia 

• Helping 54 Afghan Christians to safely move to Pakistan, and 
now they are heading to Brazil

• Working with two Afghan Churches in New Delhi, India, and Tur-
key, they are unofficially affiliated to our church. We help them 
spiritually, training their leaders, and providing solid teaching 
to their members

• Starting a strong online ministry, which consists Online Sunday 
Worship, Theology Classes, Bible Studies, and TV Programs. We 
run these programs with the help if our affiliated churches in 
India and Turkey

• Helping new comers in the community Needs: 
• A van to transport newcomers
• Financial support for 5 years
• Sunday School Teachers 
Personal Needs:
• My wife and I are struggling to pay off our TAX Return Debt that 

is $3,771, it is a big load on our shoulders, please pray for us. 
Here is a glance of our activities in the past five months:

華基家訊8



Online Ministry:
Online Global Worship Service: 

With the help of our two affiliated churches in India and Tur-
key, we lead the Online Worship Service every Sunday at 12:00 
pm, where hundreds of Afghans and Iranian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join us for a time of worship and fellowship. This minis-
try i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receiving solid teachings, and 
Christ-centered fellowship to many who are looking for such op-
portunity. Please introduce any seeker or believers to us, who 
wants to join this online service.

Systematic Theology Class: 
It is great to see that the number of our students has grown 

from 24 to 54 in the past 3 months. The classes are watched in 
different home fellowships inside and outside Afghanistan, and 
there are new students joining us every week. Please introduce 
to us any believers who is looking for such classes.

Satellite TV Programs: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we have a one hour programs in 

Dari and Pashto programs that are broadcasted through satellite, 
29 TV boxes, and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and Youtube. All 
programs are also available on the ABNSAT website, there is also 
an APP (ABNSAT—Afghani), and people can also have access to 
our programs through podcast. There is a 80% increase in our 
views. 

Family Day Program:
It was our first time that all our congregation from Bowman-

ville to Waterloo gathered as one family to celebrate Family Day, 
where we had a blessed time of worship, prayer, praise, and fel-
lowship over dinner. Sixty of our members from Canada, and 100 
online viewers from our affiliated churches from India, Turkey, 
and Abu Dhabi attended to this program.

Nowroz Outreach Event:
Nowroz (Persian New Yea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c-

casions in Afghanistan, Iran, and Tajikistan. Our church used this 
occasion to reach out to the Afghan-Iranian community; we 
conducted a special event to get to know ne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build up relationship with them on March 
19th. It was really encouraging for us to see though we only in-
vited 110 people, but 170 people showed up to the event. This 
event helped us to grow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and 
it gives us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faith with them.

Good Friday and Easter Special Program:
As these two occa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hristian be-

lievers, therefore, our church decided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s 
through praise, worship, and fellowship, as well as to give a 
chance to our close Muslim friends hear the Gospel. There were 
about 30 Muslim friends who joined our congregation to cel-
ebrate Easter and Good Friday on April 17th. First, we celebrated 
Good Friday where Lord’s Support was served to believers, and 
later we had our Easter program where our Muslim friends also 
joined us. It was a great time of worship and fellowship.

Special Program for Women:
As part of our ministry’s strategy is to grow our women and 

youth ministries, the first step to implement our action plan was 
to start a separate online prayer meeting for women in Febru-
ary 2022. This initiative was welcomed by our church members, 
and then the women fellowship decided to have a cultural out-

reach event for their Muslim friends. On May 21st, the event was 
arranged by Christian women for their Muslim friends, where 
about 100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Afghanistan, Iran, and Ta-
jikistan attended to the event. The program had two parts; in the 
first half, there was prayer, a message from the Bible, and brief 
introduction of our activities, and in the second half there was a 
time of fellowship, dinner, music, and dancing.

Refugee Sponsorship
Great News - Starting Youth Ministry:

We praise Go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our church was able to 
start a youth ministry only with the help of 10 newcomer kids. 
There are 16 kids aged 13 to 18 who meet every Sunday for a 
time of fellowship and learning. There are also bimonthly activi-
ties where they enjoy a time of sports, picnic, game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youth group helps us with all of our outreach 
events, which is a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us. Please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Afghan, Iranian, or Tajik kid who is looking 
for such opportunity.

Afghan Believers are facing Grave Danger:
Afghanistan is no more a safe place only for Christians but also 

for any open minded person who do not believe in the teach-
ings, values, and actions of Taliban. However, it is the worst 
place in the planet for Afghan Christians, where they are already 
sentenced to death by the religion of the country, and have no 
rights. There are some groups and circles who are trying to ex-
pose the identity of Afghan Christians who live inside the coun-
try. Many believers have had to move to new hide outs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is issue. Please pray for them.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100 families inside the Coun-
tr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risis in Afghanistan in August 2021, 
we praise God and thanks you for making it possible to send one 
time financial support to more 100 families, and monthly sup-
port to 40 families. It was because of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 
that these believers and their families could have enough to eat, 
strength to 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o save their lives. 
Please pray for them.

Sponsoring Afghan Persecuted Christians
Praise God that with the help of YOU, we have been able to 

sponsor 32 Afghan Christian families from Abu Dhabi, India, Tur-
key, and Tajikistan. 16 Applications are already filed, and 16 more 
applications are submitted for review that will be filed soon. We 
are expecting 2 families to arrive in Canada in June, 2022. Please 
pray for all applications.

275 Afghan believers at the Abu Dhabi Refugee 
Camp:

As you know, with the help of our partners we evacuated hun-
dreds of believers from Afghanistan to Abu Dhabi, where they 
live in a refugee camp. Please keep them in your prayers, we and 
our partner are trying to find a third country for them where 
they can move permanently.

54 Afghan believers in Islamabad, Pakistan:
With the help of our partner organization we were able to 

rescue 54 Afghan believers from Afghanistan to Pakistan. Praise 
God that they got their visas to Brazil, and they will be moving to 
Brazil soon. Please pray for their exit vi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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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十分感恩，我可以有機會在這裡同各位分享我的救恩

見証！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以前在香港都有去過教會，但從來沒有這次的決心、

信心，接納耶穌基督作為我唯一的救主。但這兩年發生的

事令我無辨法不相信，神是活在我們當中; 更令我相信神

會無時無刻的聽我們禱告。

我自十歲開始去基督教會。因為爸爸早逝，而媽媽只

顧做生意，要見她一面也很難，只懂得給錢我們花。所以

我的補習老師怕我們學壞，便每個星期都帶我們去教會參

加少年團契。因此，除了錢以外凡事都要靠自己，根本不

會有人理我或幫我。所以我的性格十分獨立，自理能力亦

很強。性格方面，我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人。認為灰色地帶

是一些人作壞事的藉口。

長大後，覺得自已行得正、站得端、存好心、做好

事、見義勇為、見人就幫，甚至有朋友給我起了個「俠

女」的外號。人生方面，事事順利，正所謂要乜有乜（要

啥有啥），逢凶化吉，一向以為所得的是因為靠自己的努

力、智慧和能力，沒有意識到這一切其實是神賜給自己的

恩典。及至近幾年人生出了重大變化，被至親出賣，背

叛，還連累其他家人，好朋友。家庭、經濟、事業頓時都

陷入困境。就在這時候，我得到身邊的朋友和親戚的支

持，才發現神一直到把這些人放在我身邊。他們有些人帶

著我去教會崇拜，有些人帶我去查經班，回到神的面前，

再次聽到祂的話語。

真的十分慚愧，以前三番四次背棄神。甚至曾誇口：

我行得正，站得端，做了許多好事，雖然相信耶穌基督是

神的獨生子，為救贖人而的犧牲；若只因為我不受浸就不

能上天堂的話，那就讓我下地獄吧！後來才發覺自己對基

督教有太多的誤解。但兩年前開始出席查經班，查考《羅

馬書》，神給了我一個當頭棒喝—我跟以前的法利賽人有

分別嗎？自以為守律法，就可稱義，其實律法只是讓人知

罪。唯有倚靠上帝才能救贖，得永生。

最初家庭發生巨變時，曾不斷的問神：我從不害人，

亦幫了很多人，為甚麼不幸的事要發生在我身上？隨著日

子一天天過去，一面問上帝為什麼，一面突然意識到，若

沒有遭遇這一切困難，我還會重新和神溝通、聯繫嗎？以

前一直放棄神，遠離神，直到人生陷入了困境，絕望時才

想起要祈禱，再次與神溝通。我才驚覺神一直沒有放棄

我，更體會到祈禱的力量。

記得在2019年人生開始出現困難時，我曾一直祈禱，

問神究竟我做錯了甚麼，要遭遇這一切。我花那麼多錢靖

律師，為的是求公正，並取回我應得的一切；但一直感覺

得不到神的回應。這時，一個城北華基的姊妹送我一本

《聖經》。起初不知如何開始讀經，於是在祈禱後，漫不

經心地隨意打開《聖經》，翻到哪裡便讀那裡。朋友也

取笑我好像在求簽一樣。但無論如何，竟就在第一次翻

開《聖經》時，那段經文令我為之愕然。那是《瑪拉基

書》3章5節：審判之日己近。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臨近

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那些行邢術的，

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剝削雇工工錢的，欺壓孤兒寡婦

的，屈枉寄居者的，和不敬畏我的人」。

Wow！真的十分神奇，我所要控告的人，七樣惡事竟

中了六樣！如此我還能不相信神是活在我們中間嗎？我還

可以不相信神有聽我禱告嗎？

去年，2021年，兩件案件的審理又處於膠著狀態，

停滯不前。所有的錢都花光在律師費上，我十分徬徨。那

天晚上（周三）我跪在床前向上帝禱告，希望上帝可以找

一個人告訴我，前路應該如何走下去。當時，每隔一周的

星期四，謝安國牧師都會在網上參加祈禱會。我平時要接

兒子放工（下班）都趕不上，但那天剛好趕上了。沒想到

第一次參加這個祈禱會，謝牧師竟邀請我會後留步，他和

師母想和我聊聊。那時我真的呆了：上帝不僅真的聽我禱

告，更派了兩個那麼有分量的人來幫助我。叫我不得不相

信祈禱的力量！

在我尋求神的過程中，除了家姐、好朋友，還有鄭敬

基Joe Tay弟兄功不可沒。自從十多年前開始，鄭弟兄己經

不斷地邀請我去教會。在這十年裡，看到神的恩典是如何

降臨到阿Joe身上，令我不得不相信神的力量和在他身上

的作為。也十分感恩，是阿Joe和Angie，帶我來到一個適

合我的教會，能充分地領受神的恩典。

這 段 時 間 亦 回 想 以 前 讀 大 學 時 ， 主 修 M a t h f o r 

Commerce，修讀投資和統計分析。自從認識了基督教信

仰後，才發覺有甚麼投資的回報是救贖和永生，而成本卻

只是相信！真是不信就笨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

是信了」之意）

今日我在這裡邀請各位做我的見證：受浸之後我將成

為神真正的兒女，我將竭盡所能，帶著謙卑和誠懇的態

度，活出一個真正基督徒的模樣！多謝各位！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會友）

Rh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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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來鴻

大家好！

日子過得好快，轉眼進入五月了。在疫情下，有的國

家正在疫情的擴散中，有的卻已經在減退中，各國也因此

有不同的措施。日本已漸漸開放給留學生及商務人士入

境。感謝神，許多新宣教士已經陸續入境，展開新的生

活。

近期，神十分祝福我的教會。有許多新的朋友來訪，

而且轉會的人也多起來。轉眼我也已經在這個教會服侍了

一年多的時間。今年初我決定要走出舒適圈，接受多些挑

戰。我向牧師提議，希望能夠與希望受洗加入教會的人一

起查聖經。另外也希望有講道的機會。牧師及核心成員都

贊成和支持我的提議。其實這是我以前很害怕做的，現在

走出這一步，我必須依靠神來完成。我的OMF上司讓我到

無家可歸者的聚會練習講道。在5月14日，我在代代木公

園向無家可歸者分享訊息。而教會的講道安排在8月。因

為聽眾不同，求主感動我準備不同的信息。

 求神帶領
我原本在這教會的服侍是只有二年的時間。但是我決

定延長至四年的時間。換言之，我整個第二期都會在這教

會服侍。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大家合作關係都不錯，如果再

去新的教會，又要重新建立信任的話，實在很浪費時間。

但是長期在一間教會的話，也意味著大家的關係一定會受

到考驗。果然，我和師母因為大家對kids的服侍有不同的

看法，開始感到有張力。我原本希望大家能夠談清楚，但

是師母卻不想談。以前的我，會覺得看法不同，不解決的

話，不能一起合作。但是神教導我，在這件事情上面，我

學習要放手，讓神來處理。在日本，什麼事情都很慢，我

很想用香港的方法，快速解決。在這裡是行不通的。神給

我的磨練就是把事情交給祂，信任及等候神的時間，這實

在不容易卻是一個成長的機會。過去我容易依靠自己的經

驗，覺得要符合自己的期望，看到自己覺得好的結果才叫

做好，也常常因為自己有很強的想法，看不清楚神的旨

意。在這個自我中心，自戀的世代，實在需要有儆醒的靈

來分辨各種不同的想法是來自神或自己的欲望。必須要好

好對付自我中心的罪。感謝神給我這個訓練的機會。

我最近去了一位香港宣教士的教會，參觀洗禮。受洗

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女孩。透過她的見證，非常驚訝神如

何引導她的家人，經歷巨大的改變，以致她的家人，可以

一個個都信主。神就是行奇事大能的神，但願這類故事也

可以在日本信徒中發生，願日本信徒能更多經歷神，以生

命見證祂的信實及大能。

感恩
1. 能夠繼續在同一教會服侍。

2. 感恩在疫情下神的保守。

3. 感謝神的祝福，教會的人數增長。

祈禱：
1. 為5月14日在代代木公園講道禱告。因為是室外，禱告

天氣，預備來的人的心，也求聖靈藉著訊息，在聽見的

人心中動工。

2. 為Kids Ministry的服侍禱告。求神幫助我，看同工多於結

果，給我一個謙卑的人心，願意放下自己的看法，全力

支持師母。

3. 五月OMF Conference。祝福與其他宣教士的相交、營地

及行程安全。

4. 禱告我與師母的關係。求主在我們中間動工。教導及潔

淨我成為神的器皿，求主保守師母，使我們能夠走在神

的旨意中。能夠同心事奉，祝福身邊的人。

5. 為剛抵步的宣教士們禱告，希望他們能够適應新的環

境。

6. 為教會正在查經的K先生及S小姐。希望他們能夠順利完

成查經，受洗，加入教會。

7. 為我媽媽禱告，現在台灣疫情有上升趨勢，求主保守媽

媽的健康及平安，免受病毒感染。

8. 為我的身體健康祈禱。

謝謝大家。

Selina Lin

2020年4月於日本東京

林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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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揭開了香港的政治、社會和民生環境「徹
底改變」的序幕，眨眼間今年已是2022年6月，3年的改
變令很多香港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但神卻令福音工作在北
美、歐洲等地重新興旺起來。希望藉此回顧及分享，重溫
神每一步的帶領，明白神為我們開啟「香港人移居多倫多
事工」的遠景，繼續履行祂交付我們的使命。回想起來，
神給予我們的第一步，先從自己「覺醒」開始。因看到洶
湧而來的不公義的打壓、不公正的資訊及一幅幅令人心碎
的畫面，心裡的無力感驅使自己不斷向神禱告、流淚呼求
神彰顯公義、憐憫香港人。隨著晝夜的禱告，神讓我慢慢
醒覺，自己擁有加拿大香港人的身份，再加上神國兒女的
三重身份，感受到神給予自己的獨特恩典時，渺小的我不
期然地俯伏於地求問神：「我可以為香港人做甚麼？」當
無力的我還未知如何面對香港人的哀號時，神已經招聚了
教會的牧者和一群同感一靈、熱愛香港的弟兄姊妹一起在
教會中為香港禱告。縱使2020年中COVI9病毒在加拿大急
速擴散，實體教會的聚會因疫情而停止，神卻為我們開闢
了另一個更廣闊的禱告平臺，透過Zoom將跨國、跨省、
跨地區的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連系一起為香港禱告。儘管
那時我們還未瞭解神的心意，也未看到神的視野，只憑信
心切切禱告、讀經，尋求神的帶領。

2021年2月我開始在社交平臺與第一位香港年輕人聯
絡，這是「零的開始」。當時加拿大在嚴峻的疫情影響
下，莫名的恐懼及無力感籠罩人心；似乎一切都不受我們
掌控，禱告中也向神表達出憂傷、忐忑不安的嘆息。但滿
有恩典的神在我們還未預期的時間，已給我們第一條「鑰
匙」。我接到一位教會姊妹來電，她得知我正尋求、等待
神為香港人所開啟的出路，便轉介了一位朋友所介紹的香
港年輕人給我。從那時開始，我們的禱告守望小組便開始
定時召開網上會議，制定如何支持香港年輕人申請來加、
如何接機、安排住宿、考取車牌、協助尋找工作等一系列
快速適應加拿大環境、融入社區生活的新移民接待計劃。

2021年7月，從「零」到「壹」的事奉正式開始。加
拿大政府剛剛推行香港人「救生艇」計劃一個月後，我們
接到教會另一年輕基督徒來電，要求協助一位成功申請工
作簽證（Open Work Permit, OWP）的香港年輕人在多倫多
尋找工作。神奇妙的安排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在短短兩
星期之內，我們不單為這年輕人找到工作，更在7月中旬
在多倫多機場迎接他第一次踏足加拿大。雖然彼此素未謀
面，但神的恩典與愛卻讓彼此心意相通，一個微笑的眼神
就突破了口罩造成的隔膜，揮一揮手、點一點頭，我們便
推著他簡單的行李與他一起邁向另一段人生的新旅程。接
下來，後續的配套服侍也隨即開始。弟兄姊妹關懷備至，
早已為他預備了一個安靜舒適的安樂窩，好讓他可以從奔
波動盪、舟車勞頓中得著安息。翌日下午，牧師便開車接
載他去申請電話、開銀行戶口、購置必須用品，並簡介加
國生活需知。

隨著我們接待第一位香港年輕人到達多倫多，他參加
了第一次教會聚會之後，北約華基的「香港人移居多倫多
事工」之門立即大開。透過互聯網的社交平臺，我們的服
侍被快速傳開了，差不多每星期都會有人去機場接機，安
排臨時住宿地方；每星期教會都有新朋友到訪。不到一個
月，我們便開始邀請其他教會弟兄姊妹幫忙接送新朋友參
加教會聚會，「接送車隊」的服侍應運而生。除了交通、
飲食、健康，生活常識等日常關懷，我們更在崇拜結束後
有午膳的服侍，希望透過午間的小聚讓彼此加深瞭解，方
便「抱團取暖」。

支援香港人住宿對我們也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多倫多
租金飆升，令他們選擇範圍有限，再加上新移民尚未有信
用的確認，更令他們舉步維艱。記得有一次我跟他們一起
在漫天風雪下尋找住所，好不容易在黃昏天黑前找到了房
子，大家興奮地預備翌日交訂金。卻不料翌日交付訂金的
一小時前，房東發來短訊取消口頭承諾，只得失望而回。
當他們還在為長期租住Airbnb的昂貴開支憂慮時，神的恩
典又再一次在軟弱的人身上得到彰顯。一位姊妹主動提出
開放自己家中的地庫供他們暫時租住，以解燃眉之急。當
解決了租住問題，家具的添置也成為他們經濟上的壓力。
正當考慮為他們籌備募捐時，我又接到來電，詢問我有沒
有興趣接收一批二手家具時，我心裡的第一個反應是： 
「神啊， 極偉大！」及後如何安排搬運家具予有需要的
香港朋友是一種學習；而處理未送出的家具又是另一功
課，躊躇之間，神讓我看到祂早為我預備了一個較寬敞的
車房空間，這批捐贈品又可得以暫時存放。 

弟兄姊妹委身的服侍也感染了香港年輕基督徒的回
應，他們開始參與我們的小組查經，參與「香港人移居多
倫多事工」的計劃、宣傳及推行。因應他們的需求，不同
的講座也每月按時舉辦。例如：有關安省健康保障計劃的
資訊及申請方法，及安省報稅須知等。遵從神的計劃，專
為新移居加國的香港人而設的團契聚會也逐步建立雛形，
並於2022年4月，「Exodus」團契正式宣布成立，我們的
事工又邁向一個新的里程。

回顧當初從禱告的開始，至今天的事工發展，我們親
身體驗到神奇妙的「創造」與拯救。從我們「空虛混沌」
的思維中，祂親自創造了「香港人移居多倫多事工」，並
以慈愛恩典邀請我們與主同工；祂垂聽我們的呼求，引領
香港年輕人離開土生土長之地來到多倫多這個陌生的異
鄉；從「零」開始，甚麼都沒有，捨棄舊有的偏見與執
著，重新經歷神，體驗祂每時每刻、充充足足的供應。縱
然新的旅程將會充滿試探、挑戰及障礙，深信神必會以 
「火般的試煉」，賜下如「瑪哪般的供應」引導我們繼續
追求祂、事奉祂。讓我們攜手同行，以感恩的心、歡欣之

情尋找神為我們預備的「流奶與蜜」的豐盛人生。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會友）

從零到壹的事奉 謝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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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文：（約9:1-41）

反思：西羅亞的意思是甚麼呢？（約9:7）

華基聯會資助各堂海外短宣隊(2022)

日期 堂會 目的地 受資助隊員 主辦機構
July 22 to Aug 1 TMCCC Milton Keynes, England 吳瑞安, 吳瑞西, 吳瑞恩, 邓微为, 

陈曦﹐ Jing Gu,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July 22 to Aug 3 NYCCC Milton Keynes, England 朱素英, 谢安国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July 14 to Aug 14 MLCCC Cottbus, Germany 吴端扬, 孙贤芝 Europe Campus Ministry

Aug 15 to Sept 30 MLCCC Dresden, Germany 吴端扬, 孙贤芝 Europe Campus Ministry

Oct 6 to 25 RHCCC Brazil 王錦昌, 郭永發, 孔慶祥, 譚順嫻, 
凌斯強, 胡安坤

RHCCC

華基聯會資助各堂東亞短期服務隊(2022)

日期 堂會 目的地 受資助隊員 主辦機構
July 3-14 MLCCC Bangkok, Thailand Jerrold Wen, 柳沅農 Global Frontier Missions

華基聯會資助各堂本地短宣隊(2022)

日期 堂會 目的地 受資助隊員 主辦機構
August 14th to 
August  21st, 2022 

MLCCC Thunder Bay 
Ontario, Canada

Josiah Tse, Charlotte Leck, Henry 
Jing, Shelley Jing, Yang Jin, Yu Xin 
Chen, Ryan Jing, Christian Wen, 
Jason Sun, Cindy Liu, Amy Liu, 
Chia Mei Kok,

NorthWind Family 
Ministries

2022年 6月 13



有些人認為上帝若不創造，就不完美，祂的內在

本 性 促 使 祂 必 須 要 創 造 ， 需 要 世 界 來 成 全 祂 自

己的實在性。譬如：黑格爾，以及懷海德（A.N. 

Whitehead,1861-1947）所倡導的《泛在神論》1。

然而，《聖經》所展示的上帝，並非寂寞無聊需

要創造一些人類去陪伴祂，也非因為缺乏什麼才需要

世界去成全祂的本性，若將以上之提問以論式排列，

即有以下之例子說明：

（1）創造必然由上帝的本性所引申而出；

（2）創造必然地涵蓋著不完美之苦罪；

（3）故此，不完美之苦罪也必然是上帝的創造。

首先，基督教有神論指出上帝雖然是「必然之實

有」（Necessary Being），卻不是必然要創造，「必

然之實有」只是指出上帝必然是實在、且存在的，但

「必然之實有」並不涵蓋「必然要創造」，《聖經》

啟示上帝是按照祂的絕對自由，隨著自己的旨意選擇

去創造的，《聖經》說：「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

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

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四:11）。 

只有上帝是，「必然之實有」，其餘的萬有都是

「非必然之實有」（Contingent Being）﹐「非必然者」

不能將必然之條件置於這位「必然者」身上﹐就算為著

辯論之方便，我們將必然的條件加在上帝的本性內，

以上論式的第二條仍不是必然的，為何要將不完美之

苦和罪硬要指定為必然的結果呢？為什麼一位「完美

的實有」必然的要創造出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呢？從上

帝形而上的本性而言，這是不必要的。若依邏輯而

言，這也是不須要的。再者，一位完美的創造者可以

保證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將來能夠引進一個既完美又

沒有苦罪的世界。

據基督教有神論而言，上帝既是自由的，衪可以

選擇創造、也可以不創造。因為至善與全能的上帝，

並不需要創造一個世界去成全祂的本性，上帝乃是甘

願按著祂的慈愛與能力去創造這個世界。

答：

問：

苦罪與上帝之創造（一）
區應毓

上帝是否必須要創造呢？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顧問牧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退休院長）

註： 1. 懷海德：Process and Reality (《歷程與實在》)﹐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pp.342-352.

首先我們得承認，上帝是可以選擇什麼也不創造的，

沒有苦罪的虛無總比有苦罪的世界為佳。然而，上帝

仍選擇此創世的計劃，讓原先所創造的完美世界，經

過幾番腐敗後，又能成為一個更美的天地。其中必定

有祂更美善的旨意，不然為何上帝要創造此可陷溺的

世界呢？祂乾脆不創造豈不是更佳嗎？其實，我們所

要比較的並非「沒有苦罪的虛無」與「有苦罪的世

界」。更貼切一點，我們應該比較的對象乃是「沒有

苦罪的虛無」與「沒有苦罪而有自由意志的世界（起

先創造的本意就在此）」。如此觀之，創造一個「沒

有苦罪而有自由意志的世界」比「沒有苦罪的虛無」

更崇高。

可是，那起先創造的本意內涵著人的自由意志，

此自由意志又隱藏著人可以濫用此自由的可能性。依

此來看，目前的世界並非完美的，因為充滿了苦罪；

然而此擁有自由意志的世界，是可以導致一個無苦罪

的境界，並且這是唯一的途徑可以引進那更美善的境

界（我們將會進一步去發展此觀念）。

再者，上帝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完全沒有苦罪，但

是人卻因此會失去自由意志，此創造也不會高於現有

的創造計畫。沒有自由意志的人類，就如機械人或電

腦般，只有程式的操縱，而沒有抉擇的自由，無論此

機械或電腦是何等的精密，它仍是次于擁有自由意志

的人。當我們討論人學的時候，亦會提出「不自由，

毋寧死」，或「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的觀念，

一個沒有自由的世界，雖然是無苦罪，然而也是非道

德的。一個既沒有自由且非道德的世界，縱然是沒有

苦罪，卻絕不能比一個有自由的道德、不過可能會陷

溺於苦罪之世界更勝一籌。痛苦、疾病、貧困、死

亡等人生的體驗雖然難受，但是缺乏自由則更不能忍

受。肉身的苦楚不能奪去人性自由的尊嚴，正如一個

肉身健全的希特拉，絕不會比一個患病的保羅為高一

等。

答：

問： 2.為何上帝要創造一個能夠陷溺為不完美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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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基聯會

1.華基聯會差傳部現接受短宣資助申請，申請

表必須在短宣隊出發前兩個月提交。請於聯

會網頁（www.acem.ca）查閱相關資訊並

填寫「豁免責任義務聲明書」。各堂短宣領

隊請聯繫聯會差傳部同工Cathy（missions@
acem.ca；(905)479-2236內線500）獲取網

上申請表格鏈供所有短宣隊員使用。請勿使

用舊表格。 

2.華基聯會大會將於6月26日星期日在多倫多

華基教會召開。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第48屆周年會員大會將於2022年6月19日下

午2:00以英語，通過Zoom上平臺以電子投

票舉行。

2.教會與 Interserve International合作舉辦

的西亞洲宣教虛擬探索之旅於2022年6

月11日至18日舉行。查詢電郵:connect@
interservecanada.org。

4.2022年為未信朋友禱告的祈禱牆已經建立，

網址: https://bit.ly/3NtkIo0。

5.教會現正招募兩位短宣隊員於8月15日至8月

29日於巴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作短期

宣教。有意者請於6月5日前聯絡周昆林執事

(bkchow50@hotmail.com)。

6.職場午間祈禱站由6月6日開始每逢周一和周

四午膳時間舉行，詳情請聯絡Cindy Shum 岑
慧儀傳道(cindys@tccc.ca)。

7.教會新移民事工 : 現正招募事工組長多名，

協助聯繫有計劃來多倫多的香港朋友。聯絡

及查詢：張漢平傳道(bennyc@tccc.ca)。 

105 Gibson

1 . 植 樹 日 於６月１１日（周 六）上 午 9 -1 2

時 於 列 治 文 山 S a i g e o n T r a i l 舉 行，報

名：www.105gibson.com/treeplanting2022。
2.中心將設立「社區挑戰牆」，歡迎以個人或

家庭形式參與。

3.亞洲夏日嘉年華將於6月18日（周六）上

午10:00至下午3:00時於中心舉行，現招

攬攤位檔主，請到www.105gibson.com/
communitymarket報名。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周年會員大會：已於5月15日舉行，共有

2118位會員 (83.52%) 參加投票。

a.通過接納2021年12月31日年終教會財務報

告及核數師報告。

b.通過委任Stephen PF Chui Profess ional 
Corporation為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2022 年度

核數公司。

c.通過接納及推選執事候選人為 2023-2024年

度執事。

2.孩童奉獻禮於5月8日母親節主日舉行，共有

20多對夫婦參加，22位奉獻與神的孩童。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國語堂5月28日舉行戶外聯合團契活動。

2.6月19日舉行父親節主日崇拜。

3.粵語堂於6月11日舉行領袖半日退修會。

4.粵語堂於6月19日舉行洗禮及勤讀「合神心

意門徒訓練」嘉許禮。

5.7月1日中午在教會停車場舉行「加拿大日

社區活動」，屈時將有預先包裝好的小食送

贈、攤位游戲、加拿大祈禱，及各項表演節

目。

6.美堅壘球隊于5月至7月參與多倫多基督教體

育協會(TCSA) 主辦的球賽。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會員大會在5月29日順利舉行。新一屆執事

會將於7月1日成立。

2.6月5日三堂（國、粵、英語）主日崇拜主題

是「聖靈降臨節」。

3.「國慶煙花匯麥城」將於7月1日傍晚在教會

停車場舉行。

4.青少年詩班（Junior Choir）於6月26日在三

堂主日崇拜獻唱。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會員大會6月5日舉行。

2.粵語堂雙親節晚宴6月5日在酒樓舉行。

3.粵語堂「靈修同行(網上版)」6月13日舉

行，導師：Virginia Wong。

4.「暑假兒童聖經營&少年領袖訓練營」將

於2022年8月2-12日舉行實體聚會，主題

Monumental: Celebrating God’s Greatness。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6月5日為本堂慶祝自立26周年感恩崇拜的日

子﹐當天有「26周年感恩視頻」播放、切蛋

糕儀式及每位兄姊分發小蛋糕一個。

2.6月19日為父親節主日崇拜，講員：陳曦牧

師。

3.兒童暑期聖經日營於7月4日至7月15日逢周

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在教會舉行，歡迎

今年9月份入學SK至8年級的孩子們參加，報

名：youth.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實體主日學課程「一步一步學詩篇」於主日

早上9:30-10:30在教會舉行。

2.實體「活力人生」逢星期四早上10:30至 

12:30 在教會舉行，內容包括：太極運動、

乒乓球及棋類運動；另有茶點招待及生活分

享。

3.網上「活力人生」逢第2及第4周（周二）早

上10:30-11:30透過Zoom舉行，內容包括有

輕鬆運動，遊戲及專題講座。

4.網上讚美操逢第2及第4周的周二早上9:45-

10:30透過網上Zoom舉行。

5.實體「讚美操」逢周六早上10:00-11:00透

過實體及網上Zoom同時進行。

6.日裔長者6月15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及講

座。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2022培靈會和16周年堂慶于5月6-8日舉

行，主題是『豐盛的生命』，由于斌牧師和

溫曉璐牧師主講。

2.母親節主日舉行了孩童奉獻禮，有2位孩童

的父母願意將孩子交托給神管理一生，用神

的話語養育孩子。

奧城華人基教會

1.5月20日教會的組長領袖線上培訓學習《內

在生活陶冶》。

2.教會將在父親節的主日崇拜中舉行孩童奉獻

禮。

3.教會周年會員大會將于6月18日（周六）下

午2:00在Campus Church教會舉行，會員大

會的「授權代理書」將繼續以電子投票方式

進行。

4.粵語禱告會改為逢周一、周四晚上8:00-8:45

舉行。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5月伊始，教會在社區進行「夏日福音行

動」，開放家門于所在街區和周邊地區邀請

福音朋友參與BBQ或Potluck。

2.教會於5月8日母親節舉行特別聚會並進行感

恩分享。

3.5月8日開始國語主日學《大先知書概論》。

4.5月27日晚有柬埔寨宣教士何明恩分享柬埔

寨宣教异象。

旺市華人基教會

1.「全新的你」講道主題於五月底完成，從

研讀「以弗所書」學習健康合一教會的建

立。6月份宣講「被聖靈充滿的教會」，並

有何明恩宣教士分享訊息。

2.感謝主，教會申請註冊事宜已獲得聯邦政府

及安省省府通過。

3.年初擬定的1.3.6.3藍圖，6月份會更詳細列

出門徒進深的指標。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將於6月19日以Zoom形式召開會員大會投票

2021年財務報告和增選2022-23年度執事。

2.作為5月27-29日大多倫多佈道會的分會場，

教會將轉播、實體或通過Zoom統一收看每

場佈道會。

3.教會2名弟兄姐妹和2名青少年將在8月份去

洪都拉斯作短宣。 

人事

城北：許思凡傳道於5月17日出任英語部使命

目標傳道。林志輝牧師於5月24日加入

教牧團隊成為顧問牧師。黎瑞輝於6月1

日出任科技項目經理。

新會員

城北： 常琴、Timothy Chow、Chloe Ho Yee 
Ng。

離世

愛正：馮新於5月19日、施劉綺文於5月21

日、胡翠英、呂關秀清於5月3日在香

港。

美堅：余廖依華於4月29日、陳黃笑娟於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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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社區關懷

華基聯會記事簿

www.acem.ca
www.facebook.com/canada.acem

尼亞加拉華基教會16周年堂慶2022。

城北華基舉行差遣典禮，
李毅賢、林子慧即將往日本宣教
（海外基督使團）。

華基聯會執委策劃會議 。

宣教使命接力棒將會在今年華基差傳年會
免費發放，內含CNEC使命宣言以及一隻儲
有張寶華牧師傳記書籍、影片、高雲漢牧
師的影片等的 USB Flash Dr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