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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信

今年是華基第四十四屆差傳年會，主題為「華基
行傳 : 華基精神，世代相傳」。當高雲漢牧師四十多
年前在多倫多創立華基教會，他的身份是宣教植堂牧
師，從香港被差到加拿大傳福音及植堂，因此，他懷
著一夥熱忱的差傳宣教心和差傳異象，孕育創立一間
以差傳為主的華人基督教會。所以，差傳年會籌委會
願意將這華基宣教植堂的核心傳統，世代傳承。

感謝主，雖然兩年多的疫情使大會改用網絡方式
舉行，但蒙主保守，現在很多教會已經重回實體聚
會，今年差傳年會籌委會嘗試以製作一個短劇「華基
行傳」，盼望將華基精神傳承下去，以微電影方式播
放，內容以人物對答，演繹當年高牧師那差傳異象、
華基精神。現在的華基，已經由最初的一間發展到現
時十多間的華基教會，在不同地方角落，繼續事奉上
帝，秉承華基精神來宣教植堂。現在，已經有第二、
三，甚至第四代的教會領袖教牧同工，既然上帝這樣
祝福華基，我們盼將華基精神傳承到眾華基教會、領
袖及教牧同工，願主繼續使用華基，無論在本地或遠
方，開花結果，榮神益人！

今年差傳年會有兩項改變：第一、年會地
點不再聚集於一個地方，而是在每間本地教會
舉行，參加者不需要遠道前往別間教會聚會，
而是在自己母會參加差傳年會，並且聚會日期
及時間，由各自教會自選安排，使事工更暢
順，減少事工重疊或程序上的衝突，可以讓更
多信徒一起參加，達致華基精神傳承的目標。
第二、以往差傳年會，籌委會邀請一位至兩位
主題講員蒞臨在大會分享信息，今年我們沒有
邀請外來講員，反而由本地教會的主任牧師、
帶領牧者、或差傳牧者，作微電影播放後的回
應講員，以致信息更能適切自己教會的處境情
況，教會亦比較容易跟進回應者。

本屆差傳年會是一個新的嘗試，盼能使各
華基教會提高宣教心，願將「華基行傳」交托
於上帝，願主使用這次差傳年會，讓「華基精
神，世代相傳」！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牧師、華基聯會執委會差傳部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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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教會
愛 正 華 基 、 美 堅 華 基 、 城 北 華 基 、 麥 城 華 基 、 北 約 華 基 、 國 語 華

基、Cornerstone、西區華基、瀑布華基、百里市華基、奧城華基、巴拿馬華基、旺

市華基、阿根廷華基、貴湖華基、喜樂山華基、Afghan CCC……

華基團隊
高雲漢牧師、麥希真牧師、李非吾牧師⋯⋯

吳國寶牧師、黃少明牧師、吳克定牧師、陳琛儀牧師、黃維信牧師、Rev. Kai 

Mark……

陳華恩牧師、李維信牧師、傅再恩牧師、Rev.Ho-Ming Tsui、鄒潤傑傳道、謝安

國牧師、陳曦牧師、Rev. Andrew Lau、盧佳定牧師、陳利瓊傳道、溫曉璐牧師、

陳暉鴻牧師、留伯源牧師、馬建華傳道、Rev. Shu-Ling Lee、黃纘舜牧師、Pastor 

Obed……

華基事工
相愛合一、培訓門徒、增長植堂、普世差傳、社區關懷。

探訪、短宣、中宣、長宣、兒童事工、難民事工、家庭事工、領袖培訓、查經、

敬拜、 退修營、夏令營、青年營、佈道會、差傳會議、宣教大會⋯⋯

華基支持
世界華福、樂傳仁愛、國際福音協傳會、使者協會、神州華傳、樂明視障團、中

信、國際福音協傳會、The Scott Mission、The Toronto City Mission、Partners Internatio

nal、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GO International、Glow Cambodia……

查天儒、張茂蘭（福音自傳會）；陳偉泉、楊珍愛（神州華傳）；蔣文忠（香港

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霍頌詩（樂傳仁愛） ；何明恩 （神州華傳）；賴木森 （福

音自傳會）；梁立安（樂明視障團）；黃海波、劉平（神州華傳）；羅恩琳、熊惠璿

（神州華傳）；McCartney、Colin （Connect City）；Nelson、Scott & Kyoko （TEAM）

；善米高、葉雯（CIAM Radio）；黃世樂（國際學園傳道會）；伊韻嫻（Youth 

Unlimited）；葉董麗明（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華基腳蹤
多倫多、安省、加拿大、美洲、歐洲、非洲、中東、亞洲⋯⋯

1975、1978、1989、1990、1994、1996、1998、2001、2006、2008、2009 

2011、2013、2016、2017、2019、2020、2021⋯⋯

$1000、$10,000、$100,000、$1,000,000、$2,000,000⋯⋯

黃纘舜

華基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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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呼聲
華基眾弟兄姊妹，歡迎大家加入華基這個大家庭！

「等等，我沒有參加甚麼華人基督傳道聯會或華基大家庭，我只是去一間教會！」

華基眾弟兄姊妹，請參加華基聯會第44屆差傳年會 ！

「等等，是我教會或團契有份策劃嗎?」

華基眾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認識以上的人物、地點、機構、工作、宣言、數字⋯⋯！

「等等，這些教會、地點、年份、機構、數字、宣言、人物與我和我的教會、甚至

我的信仰有甚麼關係?」

華基精神、世代相傳
華基眾弟兄姊妹，感謝神、我在2002-2003年期間加入這大家庭，當然我和大家一樣

在開始的時候只在華基其中一間教會（麥城華基）聚會和參與，我想我的教會生活、信

仰歷程、事奉方式就是在一間教會裡簡簡單單的經歷和學習，但神總會讓人想一想、看

一看、試一試是否一切應按人的意念而行，還是有更豐富、更奇妙、更困難的經歷和學

習讓我們去認識祂、祂的教會和祂的工作。

跟著神的帶領筆者到北約華基、喜樂山華基事奉，亦參與華基聯會的事工，最特別

是差傳部的參與。在這參與過程中，神讓我看到華基教會和不少華基弟兄姊妹歷年來同

心和專心愛神和教會，獻心、獻身為主作見證，從加拿大到不同的地方、從數天到數年

甚至一生將主的福音傳開，我真的希望這份華基精神在疫情後，特別在今年差傳年會當

中，再次進入我們心靈，重新出發，世代相傳！

所以我們不單是來到一間華基教會，實在是神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屬主的群體、為主

作工的團隊、將主福音傳開的精兵、愛主一心的大家庭！

最後我相信華基眾弟兄姊妹能讓神繼續喜悅，華基繼續大大地蒙恩、當我們: 

年年參與差傳年會，更好的是年年參與差傳事工！

常常為差傳事工、宣教士祈禱，更佳的是與宣教士同行、同工、同心！

積極為差傳金錢奉獻、更美的是我們自己和鼓勵我們的下一代在本土或海外作出差

傳人生奉獻！ 阿們！

願神帥領華基人奮勇向前，萬眾一心去書寫《華基行傳》的全新篇章。 

（作者為喜樂山華基教會牧師）

2022年 10月 3



在沒有難成的事。祂在患難中藉Gibson中心的義工們，讓人

得見主愛的力量。

身、心、靈的關顧
盡管當時Gibson中心很多實體服務停止了或轉移網

上，我們仍有兩項服務是沒有停止的。就是「食物銀行」和

「健康服務」。按照政府的指引，我們的「食物銀行」讓用戶

以電話登記，然後到中心路旁領取。當時疫情嚴峻，我們甚

至不能接受食物捐贈，但卻與「約克區食物銀行」合作，把

大量購入的食物結集起來，然後在每個食物包中放下一張

印有鼓勵訊息的字條如聖經金句，好讓受眾不但得到糧食，

更獲安慰與希望。中心後期亦組織了一隊約有十組司機的

車隊，把食物送到用戶門前。我們刻意安排同一組司機到訪

一戶，希望能建立友誼。果然一天，一位女用戶問那常常送

食物到她家門的司機夫婦是否有參加教會。當她知道他們

是基督徒時竟說：「我可否跟你們同往參加你的教會？若非

認識你們，我或許不會有此意念，並且希望能夠坐在你們身

邊。」深信聽到對方有追求神的心意，便是這群辛勞的信徒

司機最大的回報。

另外中心仍然提供的「保健服務」，當中包括遠程醫療

諮詢診所，康復服務（網上物理治）和心理輔導。我們的物

理治療師乃多倫多華基教會的弟兄，他透過網上平台，協助

有筋骨痛症的患者得到適當的治療，減輕痛楚。奇妙的主知

道我們在疫情下群體的心理輔導的需求，早於2020年初便

為我們準備好成立心理輔導的工作，到三月疫情轉趨嚴峻

時，我們便能即時轉換到網上平台服務。由最初的五六個輔

導員，後來要不斷加添人手，以應付眾多不同語言受助者的

採訪：陳盧道賢
專訪：李漢宏傳道

非一般的社區中心

傳揚主愛共建社康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前主任牧師吳克定牧師從神

獲得異象，蒙教會認同於2010購下了105 Gibson Drive的

物業，改建成為一個社區中心。以基督的博愛為宗旨常與

本地及多間機構合作一起建立一個充滿包容、關愛並積極

活躍的社區。為我們社區內的群體提供各項有益身心的活

動如興趣班、運動及音樂課程等。

疫情下的105 Gibson社區中心
原本使用Gibson社中心服務的人仕，多住在中心五公

里的範圍之內。但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肆虐，到處受隔離

限制的影響，中心有部份服務需轉移網上，卻因此衝出了

原有社區的局限。在本地用戶親友的轉介下，中心某些服

務竟然延伸到溫哥華和魁北克的群體，真是始料不及。但

當然注重本地的需求仍是我們首要的任務。

猶 記得三月疫情 最 嚴峻的時 候，口罩十分 欠缺。

很快便有一個由基督徒發起名為「前線醫護口罩運動」

（Mobilizing Mask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的群體與我們

接洽，一起策劃合作。最高峰時我們中心曾儲存近五十萬

個口罩。在神的恩典下，籍我們一位員工的關係，聯絡上加

拿大汽車協會（CAA），利用他們的運輸網絡，找出最需要

口罩的地區，使我們可以有效地安排車隊進行發放。接著，

奇妙的主又帶來另一機構名為空中的盼望（Hope Air），他

們以小型飛機替我們把口罩空運到安省偏遠的地方，使那

裡的醫護人員也獲得支援。見證了神是供應的主，在祂實

華基華基
行傳行傳 ：： 

105 Gibson 社區中心執行董事

105 Gibson Centre

華基家訊4



需求，包括廣東話、英語、國語等。我們的收費則按受助者的

經濟能力，作浮動收費。如客戶是多倫多華基教會主內兄姊，

有經濟困難負擔不起全部費用，教會便以慈惠金作出補貼，

恊助他們能以可負擔的價錢，獲得專業水平的輔導。我們願

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一切都以愛為出發點和動力。

定下目標擴張境界
中心有幾個策劃性的目標，第一個是希望建立一個互愛

互助和使人有歸屬感的社區；第二個是我們中心不但多元化

更是包容化的。由最初接觸到的敘利亞和南美洲，到現在的

阿富汗難民，我們意識到他們並非只盼望獲得援助，而是也

希望能有回饋的機會。於是我們便想到邀請他們作義工，甚

至聘請他們成為中心的員工，好讓他們能建立自信和得到本

國的工作經驗，成為他日求職的基礎。

去年我們曾以電話邀聘一位阿拉伯裔「食物銀行」的用

戶成為中心的傳譯。對方得知後，竟放下電話大哭起來，他說

作夢也沒想到一個華人社區中心竟然會聘用他。他孤身一人

帶著三個小孩抵達加拿大，實在承受著極大的精神和生活壓

力的痛苦。此刻他感到被尊重被接納，所以便禁不住自己的

淚水，痛哭起來。我們的關愛重燃起他對生命的信心。

現在我們正籌備中心第三期的擴展。在新冠疫情下政府

醫療服務明顯不足，很多病患無法得到及時的診斷。所以我

們除加強診症服務，物理治療和按摩，另外也希望拓展營養

保健，使客戶能有專業營養師的指導。我們希望能以多種語

言來服務不同族裔，包括英語、國語、韓語、廣東話甚

至阿拉伯和西班牙語。特別是新移民群體對加拿大政

府的教育、房屋及醫療服務申請手續都是茫無頭緒。但

當他們到中心來，我們便能指導他們到不同的政府部

門，取得所需的資料或援助。

因應以上各種服務的需求，中心必需擴展第三期的

建設，以便可解決地方使用的問題。首要是把五千呎的

空間作為健康服務，再為中心加強隔音設備，好讓運動

場用作自己國語堂及另一間租用我們中心的韓國教會

作崇拜時，得到更佳的音響效果，特別是文化咖啡廊的

視障員工更為受惠，因迴音影響他們工作效率。最後希

望中心基建可以以節省能源為原則，以環保推動愛護

地球的理念來保護神的創造。

要實現以上的夢想，我們需要籌集興建的資金約一

百五十萬元。到目前為止只大概籌得若八十五萬，餘下

六十五萬還待大家努力籌募。希望除個人捐獻，能得到

一些機構的支持，甚至遺產捐贈等的捐獻，使中心第三

期的工程更快完成，造福社群。

希望我們每個跟從主的人都能成為信心與行為並

重的信徒，105 Gibson社區中心就是可以讓我們實現我

們信仰的一個最佳的平臺，作光作鹽，以行動傳揚神的

愛，榮耀祂的名。 

2022年 10月 5



路口、街头、公园布道
谢飞鹏

戶外布道的新气象
感谢主！祂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推动了一帮弟兄

姊妹，特别是华人弟兄姊妹，走出家门和教会，到路口、街
头、和公园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扬福音！

戶外布道不是新事，主耶稣不仅在圣殿、会堂、家居等
室内场所传道，而且在路口、街头、野地、湖畔、山头等户
外场所传道。祂差遣门徒出去传道，吩咐他们要随走随传
（太10：7）；举牌在路口、街头、和公园布道也不是新事，
不论是西人还是华人的信仰群体中，早就有人这样做了。
然而短短的几个月，就从两三个发起的弟兄姊妹，发展到
如今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和秘鲁的不同城市，共有30多
个教会参与，每星期都有不少弟兄姊妹出来布道的现象，
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

这个活动刚发起的时候，笔者教会就有弟兄姊妹转发
一些相关的活动信息。观察、祷告一个多月后，我自己也参
加了这个活动，不仅经历了神给我生命带来的祝福，而且
更多地享受到与人分享福音、带人信主的喜乐。巴不得越
来越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一起得着神
所赐的福气。

户外布道助教会更好地回应大使命
户外布道首先能促进教会积极地回应主耶稣颁下的大

使命。众所周知，去远方宣教会面临经济、时间、家庭等因

素阻拦，有些人难以参与，即便是能参与，一年通常只能有
几周时间前往外地宣教；而在本地传福音，朋友圈里很多
人要么是已经来过教会，要么是不愿参加教会活动，令有
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感觉有劲使不上，无从入手。因此，这
些弟兄姊妹或多或少会心存愧疚，觉得自己没能很好地实
践主的大使命，心里亏欠。而前往户外布道则提供给弟兄
姊妹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来实践大使命。这个平台的门槛很
低，没有勇气接触别人的，可以先举牌，让路人看见「耶稣
是主、耶稣爱他、耶稣是道路、耶稣是光」等信息；有勇气
接触别人了，可开始发单张；之后，就开口传福音，并在领
人归主的事上，靠主一路提高自己。这事工也能把一些零
碎的时间都利用起来，空闲时就多做一点；太忙了，就每周
去路口举牌传福音一小时、半小时、甚至十五分钟都可以。
有人把荣耀主名的牌和福音单张放在车上，以便在停车场
内可以随时为主作见证。

户外布道增加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勇气和热情
其次，户外布道能够增加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勇气和热

情。教会年复一年重复举办相同的信仰活动，可能给人例
行公事的错觉，令一些弟兄姊妹的热情降温。可是当大家
相约出来传福音时，情况发生了改变：首先弟兄姊妹知道
自己是遵主吩咐做祂喜悦的事，心中火热；其次，正如主耶
稣所应许的，传福音的人常常会经历到主的奇妙，感受到
主的同在和引领，而当人经历到神，灵里就活泼起来。

華基華基
行傳行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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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了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投身其中而越来越有热忱
和勇气。美坚华基有几位弟兄姊妹现在基本上每逢周六
都会参加户外布道，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从原来只在周末参
与，发展到现在周间也常常外出布道；本来只在多伦多布
道的，现在也到密市以及尼亚加拉去布道。无论是数九寒
冬，或是炎夏三伏，每星期都花很多时间在户外传福音，以
此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使命。他们的摆上深深感动我、激励
我。深愿更多信徒能积极参与，兴旺福音。

神喜悦我们在户外布道
有位姊妹在开始户外布道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带领

了五、六百人决志信主。她不仅很有传福音的恩赐，更重要
的，她有一颗非常火热传福音的心，就是竭力摆上自己，一
心领人归主，所以，神就大大使用她。我自己是周六早上有
固定的一段时间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在路口传福音。起初
几周我并没有能够带人决志，但我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神
就时不时把一些蒙祂拣选的人带到我面前。半年以来，我
已经在街头带领了三十多位路人做了决志祷告。我们教会
其他弟兄姊妹也在路口带领了一些慕道者决志。另外，过
去六个多月在街头发出的福音单张，恐怕比过去六年所发
的还要多。我们深信，这些福音单张里的信息会触动不少
饥渴慕义的心。

不仅如此，在路口、街头、和公园等地方举牌传福音也
感动了许多途径的弟兄姊妹。常常有弟兄姊妹向我们或鸣
笛、招手、或竖大拇指来鼓励我们。以前常常看到“摩门教”
、“耶和华见证人”、和“全能神教”的人在街头宣传他们的东

西，我很难过，身为主的门徒我们不在外面传真正的福音，
反而是异端邪教的人在散布害人的信息。现在，总算有一
批一批的弟兄姊妹无畏地走出来了。

户外布道促进参与者的生命成长
街头布道使参与者的爱心得着更好的操练。因为碰到

的大多数人对福音回应冷淡，绕道走开、毫不搭理、甚至
用鄙夷的目光看我们的大有人在，但我们义无反顾。毕竟
在当初，我们也是一度硬着心拒绝主的，但祂依然对我们
不离不弃。有时，一些人的回应真叫人很难过，我有几次
对人说“耶稣爱你”，但他们却冷冷地回应说“我不需要”。这
时，我会默默为对方祷告，求神软化他们的刚硬愚妄的心。
反思自己，有时对神的恩典也没有那么爱惜。这些触动和
反省对我们是极大的警醒。

华基人，行动起来！
户外布道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跟进难！但我们仍要

知难而进。把困难交托在恩主手中，求祂保守那些决志者
的信心。流失是无法避免的，但牧人寻找迷羊的比喻（太
18:12-13）却激励我们，圣灵会引领有心寻求的人走入教
会。事实上确实有人因此走进教会。华基已经有几个教会
加入到户外布道的行列，请大家为此祷告，求神在华基众
教会中掀起一个福音新浪潮。 

（作者为美坚华基教会牧师）

2022年 10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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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第44屆差傳年會
  華基行傳微電影首映禮
       電影於十月中旬由各教會自選日期時間播放

          微電影有語版和國語版，

             詳情請留意各教會稍後的安排。

華基聯會差傳年會及主日崇拜講員介
绍

英語

Sunder Krishnan was born in India and grew up in the 
capital city of New Delhi. He is a graduate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received his M.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MIT and worked with Atomic Energy 
of Canada. He became a pastor at Rexdale Alliance church 
(Toronto) in 1980 and retired in 2016. His primary calling 
in retirement is to preach and mentor the next generation 
while mobilizing intercessors for the Great Commission.

國語

于斌牧師信主之前曾沉迷風水、算命，甚至通靈交

鬼；亦曾是佛教徒，還修煉氣功；更追名逐利，從事多個

行業。因為經歷了上帝奇妙的作為，最終于2004年悔改

歸主。2005年移民加拿大，隨即蒙召，走上全職事奉的道

路。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2016年回到遠

東，擔任加東區主任一職，致于講道、宣教與福音媒體事

工。于斌牧師亦協助太太溫曉璐牧師牧養奧城華人基督

教會。

粵語

林文慧，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會友，在日本事奉多年。

吳克定牧師，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榮譽顧問牧師。

華基聯
會

于斌牧師

吳克定牧師林文慧

2022年 10月 9



我參加了「新希望全球事工（Living Hope Global 

Ministries）」組織的洪都拉斯短宣，獲益良多，遠超自己

所想所求。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雖然圓了多年的夢想，但我

卻深感不配，因為我性格內向，不善辭令，不諳熟聖經，

還有很多其他原因。然而，當機會來臨時，我的心是如此

火熱—我知道是神對我心靈的催逼。神不斷提醒我，祂不

是呼召最有能力、最合資格的人，而是呼召那些願意降服

於祂旨意的人。當我的思緒隨著飛機一同起飛之際，興奮

中夾雜著一絲緊張，憧憬中帶有一絲憂慮。

此行29人，年齡從13至72歲，分別來自於華盛頓、

裡士滿（美國）、多倫多和貴湖的教會，之前大家素未謀

面，竟能迅速磨合宛如家人一般，令人驚訝之餘也由衷地

讚歎—這真是神的恩典！

我們在洪都拉斯位於Comayagua的 Langue Children 

Center為當地兒童和孤兒開設了VBS課程。我們表演聖經

故事、玩遊戲和唱敬拜詩歌。這群孩子物質上雖然匱乏，

卻愛心洋溢、喜樂滿懷。他們伸出雙手奔向我、熱烈地擁

抱我，就像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這一幅溫馨的畫面每每

令我心中感動，熱淚盈眶。比起他們成長環境的艱辛，我

的困難和壓力算得了什麼？！比起他們對我所展現出的毫

無保留的愛，我對他們的愛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呢！

幾天后，我們探訪了Comayagua的一所監獄，那裡

關押了近600名男囚犯。經過安檢之後，當穿過成群的囚

犯來到一個空曠的庭院的時候，我不由得產生了一絲的恐

懼，但隨即從神而來的安慰平復了我的心緒。我們與囚犯

們一同唱詩敬拜，有些人分享了自己的見證。原先我並沒

有預備作公開分享，但神再次在我心中動工。當我注視著

面前的人群時，感覺很「玄幻」：上帝竟然會用我向這些

囚犯傳達祂的愛和救贖，真不可思議！沒有任何事先準

備，我的每句話都必須、也只能依靠上帝。這是神擺放在

我心中的信息：

「我來自哪裡，我認識許多人似乎擁有一切：自由、

財富、豪宅、聲望和影響力⋯⋯但他們告訴我，他們非常

空虛，積累的越多就越空虛，因為他們看重物質，以為物

質能填補心靈的缺口。然而，這是一個陷阱，因為唯有神

才能填滿人心靈的缺口。也許你曾經渴望、甚至擁有過一

些東西，但今天你可以擁有遠超過財富、聲望和身體自由

的東西。即使你被朋友和家人遺棄，被社會排斥，神沒有

忘記你；即使每一天你的身體受困於這四堵高牆，如果你

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身上，你的心靈就可以得自由釋放。」

那天我們目睹了上帝的作為：近60名囚犯接受了耶

穌為他們的救主。我不知道他們被監禁了多長時間，不知

道他們是否能出獄；我也不知道他們因何被捕入獄，但在

那一刻，這些強壯、魁梧、紋身的男人像孩童般哭泣著接

與主同行在洪都拉斯
Juliette Zhang

翻譯/整理：漢森

華基華基
行傳行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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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耶穌進入他們的心中，精神的負軛被

主卸下、心靈的枷鎖被主打破的場面，

心中的震撼難以用文字來形容。我腦海

中頓時浮現出保羅的宣告：「律法本是

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裡顯

多，恩典就更顯多了。」（羅5:20）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

後5:17）

在短宣的最後一站，我們乘坐了14 

個小時的巴士去造訪隱藏在洪都拉斯大

山深處的土著部落。在那裡，我們拜訪

了一對以這個村子為家的傳教士夫婦，

並為當地兒童舉辦了VBS課程。我們的

團隊還為貧困家庭送去食物，並為他們

祈禱，祈求他們能認識神，相信祂會供

應他們的需要，並在祂裡面找到富足。

這次旅行的其它亮點包括與當地的

弟兄姊妹一起參加主日敬拜。另一個令

人難忘的經歷是參觀ICAR教會。該教會

由兩位前囚犯創立，蒙神大大使用，現

在正在為當地社區服務。最重要的是，

有 3 位年輕人在太平洋中接受了四位牧

師的洗禮！目睹他們公開宣告自己的信

仰，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

我驚歎上帝在洪都拉斯和我在這次

短宣之旅中的作為：首先祂讓我重逢了 

10年前認識的一位故人，並與他成為摯

友（他是一位青年牧師）。神使我們在

洪都拉斯重聚，因為祂知道在我們各自

生命中的這個特定時期，我們都有話語

和經驗要彼此分享。我們講述了神所允

許的逆境和破碎是如何塑造了我們的品

格，並為祂的目的來裝備我們。此外，

我在洪都拉斯看到和感受到的奇蹟和愛

是神愛世人的見證—沒有語言或文化障

礙，沒有任何保留。

在成為基督徒這麼多年之後，洪都

拉斯之旅讓神對我來說更加真實。祂拿

走了我認為我必須提供的那些微不足道

的東西，並因此神的榮耀得以倍增。其

實每個人都應該在實踐主耶穌基督頒布

的大使命（太28:19-20）中發揮自己的

作用：作為基督的門徒，我們要麼在前

方衝鋒陷陣，要麼在後方搖旗吶喊。我

為神在這次宣教之旅中在每一位短宣隊

員身上的所為，以及祂在洪都拉斯人民

心中的感動而讚美主。

感謝貴湖華基教會給予我這次短宣

之旅經濟上的支持，以及不斷地以祈禱

伴我同行；也感謝「新希望全球事工」

團隊的組織和帶領，他們所傾注的奉獻

精神和熱情使這次短宣得以完美落幕。

（作者為貴湖華基教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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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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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CCC)
Af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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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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份期間，蕭展文弟兄在小組中表示要在八月

間到牙買加短宣，內子半開玩笑的說要跟著去，豈料蕭

弟兄通知了牧師及牙買加教會，於是順水推舟，我們決

定到牙買加體驗一下短宣工作。雖然在此之前我們曾到

阿根廷短宣，但對短宣真沒有太多的經驗，今次我們被

安排主要做家訪。我希望在家訪之外能作多一點貢獻，

於是提出我為他們辦三個講座，這是我的專長。教會一

口答應了。於是我們便做好準備，買機票預備 8月11日

飛往牙買加。蕭弟兄比我們早幾天出發，先到牙買加度

假，享受陽光與海灘；我們則11日出發與他會合，在這

12天，我們享受了不少似火驕陽， 但卻無緣海灘綠波！ 

牙買加教會對我們的招待是無微不至，我們被安排入

住教會的宿舍，每天有吃不盡的水果供應，冰箱滿是早

餐的食品。12天我們基本上是馬不停蹄的出外家訪，探

訪了超過20多家人，每天都享受會友家庭招待的豐富午

餐與晚餐。

現居牙買加的華人多是說廣東話的客家人，有些已

數代定居牙買加，這是我見過的最勤奮的一個族群。最

近數年，也有從中國其他省份移民到牙買加的。他們大

部分都是在超市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每星期無休

地工作六七天。據說牙買加的治安很差，所以他們的店

舖都用鐵閘把他們與顧客隔開，只留一小窗口與顧客交

易。鐵閘後面便是他們活動的地方，但因為裡面都堆滿

了商品貨物，他們能活動的空間有限。牙買加天氣終年

炎熱，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下在這樣擠壓的空間下工作，

牙買加短宣
廖廣源

華基華基
行傳行傳 ：： 

對我這個從北方富裕國家來的人看來，是難以想像的。這

群離鄉背井的中國人在異鄉的刻苦，我不其然地產生敬

佩。

他們的刻苦工作，目的都是為下一代籌劃更好的生

活，賺錢買舒服的房子，送孩子們到美國或加拿大上大

學，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愛子女的心， 可見一斑！ 

12天馬不停蹄的家訪，他們開放家庭和接待，給我們

一個實體學習的機會，讓我們大開眼界，認識到一群中國

人在異鄉的艱苦奮鬥。印象猶其深刻的是教會會友雖然在

繁忙勞碌的生活中， 仍然殷勤事奉，讀經祈禱， 緊守著

神的帶領！ 

我為當地教會主持了三個講座：
1. 護老信、望、愛—講解什麼是「老」：年老過程中遇

到的挑戰；及面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信、望、愛。

2. 法利賽人帶淫婦見耶穌（約8:3-9）：人際溝通的要

點與技巧；從聖經故事中看溝通的本質。除了說話本

身，還要清楚說話背後的邏輯，說話的目的，及主

題。從耶穌化解危機看溝通的技巧。

3. 同理心—撒馬利亞婦人井旁的故事（約4:4-26）：用

耶穌在撒馬利亞井旁的故事，點出要達至同理心的四

個原則。

這12天一閃便過去了！我們帶著不捨的心情離開一群

愛主熱切的弟兄姊妹， 願主保守興旺牙買加教會， 將福

音帶到住在島上的七萬多華人，更成為加勒比海福音的明

燈！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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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我們一家同22位來自加拿大的弟兄姐妹去到英國華僑佈道

會（COCM），開啟疫情以來首次短宣旅程。這是我們一家五口第二次

去COCM服事。我家三個teens第一次去還是小朋友，作為營員參加兒童

活動；感謝主！5年之後，他們作為短宣隊員參與兒童事工。這次更有額

外的恩典：2歲的小女兒Grace隨行！作為父母，非常希望孩子能體驗宣

教士的生命。尤其大兒子今年高中畢業，進入大學後信仰的延續是一大

挑戰，所以，這次短宣成為我們一家共同事奉神的好機會。

這次的兒童事工由美國的Pastor Bowman夫婦來帶領，他們經驗豐

富，令孩子們通過團隊配搭，不僅得著裝備，更建立了友誼，回到多倫

多後還多次重聚。這些孩子目睹了宣教士們的見證：從做領導的呂牧

師、COCM同工、到廚房事奉的同工和義工，都是謙卑安靜地在各自的

崗位上做工。記得有一天晚上大概10點鐘，兒子看到大廚還在廚房準備

第二天的飯食。他告訴我，這個弟兄一個人在水池邊一遍又一遍清理食

材，還在火上燒，燒完了又洗，仔細用心，令他大受感動。這些看似小

事，卻是神在引導孩子們，不要效法世界，要作屬神的人。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5:7）」

神真的知道我們心裡的掛慮。大兒子決定去的大學，我們認識的弟兄姊

妹都不瞭解那裡的團契和教會情況。我也上學校網站查過，沒有相關的

資訊。然而，神竟然預備了兩位團契的學生和他認識，而且這兩位都是

校園團契的主要同工，這次也參與了英國短宣。回加後，更邀請我兒子

參加了兩次團契活動，所以他在進學校之前，已經和他們熟識，在我準

備這篇文稿之際，他們正好發來教會敬拜的照片。神賜下出人意外的平

安，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以下是短宣隊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

謝立姊妹（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這次短宣中所發生的一切，沒有一件事是在我的預料當中的。我

2017年信主，雖然我的先生還沒有信主，但兩個青春期的兒子已經信主

了。我特別希望孩子們能更多的經歷神，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也希

望我先生能早日信主。感謝神，竟然感動我的先生答應與我們一起去。

英國短宣分享
鄧微為

華基華基
行傳行傳 ：： 

出發前做了充足的準備，所需一切的手續

都一一做好，我們異常順利的到達了目的

地。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完全超乎我的

預料了。在營會開始的三天前我感染了

Covid19，令我錯過了營會中從頭到尾所

有的活動—從入營前的預備會，到營會後

的總結會，我都是在隔離中度過。本來要

去服事他人，反倒成為被服事的對象；本

來信心滿滿，覺得神必保守每一位隊員的

健康，不料隊友一個接著一個倒下；本來

希望帶先生信主，卻因著被我感染了新冠

而與我一同被隔離。每天早上都檢測，希

望能有神跡，轉陰了就可以入營，卻每次

都看到陽性的結果。原以為神把我們帶出

來短宣，他必定會保守每一個隊員平安健

康。可是帶隊牧師的小兒子及其他的隊友

卻因為染了新冠，不能按原計劃上飛機。

隔離中每天不停的禱告，卻聽不見神的

聲音，測不透祂的心意。情不自禁地求

問神—為什麼要帶我來短宣？你要我學的

功課是什麼？每天在掙紮中，我的信心受

到極大的考驗。就這樣帶著沮喪的心情和

滿腦子疑問踏上了回程。在機場等候登機

時接到牧師打來的電話，告訴我他們所經

歷的一個神跡。聽了他們的分享，我不由

自主地流下眼淚，才明白神不是不垂聽我

們的禱告與呼求，而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

的意念。經歷了這低谷，才更加體驗到神

的信實。面對這樣的一位主，我只能屈膝

跪拜在祂的寶座前。我不斷地思想一個問

題：如果神沒有在最後關頭成就這個神

跡，那我的信心會是什麼樣光景呢？自己

會不會跌倒呢？我不敢想像。

這次出人意料的短宣讓我經歷到神的

信實，也更加認識到自己的小信。然而   

「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

不能背乎自己」。讓我們一起仰望這位為

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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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文：（太19:16-20:16；可10:17-31；路18:18-30）

反思：地上的財富與天上的產業相較，哪樣更好？（來10:34）

劉曉薇姊妹

感謝神經過兩年多疫情之後，2022年7月和16位弟兄姐妹一起

組成短宣隊，赴英國倫敦參加2022COCM家庭營「來，擁抱愛」的

服事。大家都對這次短宣充滿了期待，也盡力做好了各種準備，而

且在每週的線上禱告會，我們祈求神：「求主潔淨我們，預備我

們，使我們成為合用的器皿，被主使用。我自己特別禱告求主幫助

我預備短宣所需的一切，包括靈性和身體以及各樣的需要，謙卑服

事，為主做美好見證。」然而，在最後一次線上準備會上，呂牧師

特意聲明，有一件事情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就是感染了Covid19

再回去。我當時的想法是：完成服事後，得就得，但千萬不要之前

得。因此出發前我非常的小心，但不料我的室友在6月底檢測出陽

性，7月初我也開始發燒並檢測呈陽性，當時我心裡非常不理解還

有些抱怨。但感謝主，我恢復很快，4天就轉陰了，出發前身體基

本恢復正常。到了英國後，隊裡先後有隊友確診，我卻因為出發前

剛得過，因此可以全程參與服事。感謝主，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

念。神聽我的禱告，原來我事先得病也是為了我能更好地投入服

事。感恩！

溫曉璐牧師

我從前風聞有 ，現在親眼看見 。（伯42:5）

這次去英國COCM短宣，實在是讓我們一家經歷了神奇妙的作

為，學習了寶貴的信心功課。

因為嚴重的疫情爆發，我們到達英國後，許多隊員都得了新

冠，不能入營參與服事，但神卻保守所有短宣的年青人都能夠安然

入營，參與兒童事工的服事。沒有父母在身邊，甚至連帶領的美國

牧者也感染病毒倒下的時候，青年們靠著聖靈，勝過一切的困難，

同心合意地服事營會中的孩童，使整個營會得以順利進行。

營會之後我的小兒子也得了新冠，是無症狀感染者。但因為他

剛剛過12歲，沒有來得及打第二針疫苗，所以沒辦法按期返回多倫

多。如果改機票的話，航空公司說我和兒子需要再付3000塊錢的差

價，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支出。但奇妙的是，就在當天電

話改機票的時候，那個接線員竟然沒有收我們

一分錢，就把新機票email給我們了。這使一

直在為3000塊錢糾結的小兒子難以相信自己

的眼睛和耳朵⋯⋯並且在之後一個星期的等候

中，他又真實地經歷到上帝對他吃、住、行各

方面的供應！最後他自己在禱告中說：我這次

真的知道了供應我的是神，祂是我真正的父

親，是我一生的依靠，哈利路亞！

結語：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作者為多倫多國語華基教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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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
1.華基聯會大會ACEM Conference Meeting將

於11月27日（星期天）召開。
2.華基聯會粵語教牧同工團契於9月28日舉

行視像會議，分享英國短宣事工和異象。
3.華基聯會國語教牧同工團契於9月29日舉

行視像會議，分享英國短宣事工和異象。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傳道部2022年啟發課程於9月6日至10月
25日逢周二晚上7:00-9:30在教會三樓舉
行。

2.「加港圍爐共聚」小組逢每月最後一周五
晚上9:30網上聚會。歡迎轉介在港準備回
流、移居、讀書、工作的親戚及朋友參
加。查詢：張漢平傳道 (電郵：bennyc@
tccc.ca 或手機：416-802-7998)。

3.英文堂舉辦「探索基督教」課程，日
期：10月13日至11月24日，逢周四晚上 
7:00-9:00。歡迎16歲以上朋友參加，無
需費用。

4.阿富汗家庭預計將於10月中旬抵達多倫
多。我們繼續歡迎有興趣的義工加入我們
的接待團隊，並為阿富汗家庭捐贈衣物。

105 Gibson

1.「105 Challenge」活動延期至10月30日。
所有收益都用於第三期擴建項目。

2 . 中 心 9 周 年 感 恩 節 慶 祝 活 動 於 1 0
月 1 5 日 晚 7 : 0 0 - 9 : 3 0 舉 行 。 報 名
詳 情 ： w w w . 1 0 5 g i b s o n . c o m / 9 t h -
anniversary。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美堅三十五周年堂慶祈禱步行日於10月9
日上午10:15至11:00在教會社區進行。

2.感恩節捐贈食物於10月2日至23日舉行，
所募食物將捐贈給105 Gibson Centre食物
銀行。

3.本會將贊助一個阿富汗難民家庭(由聯會
阿富汗植堂教會的Obed牧師選出)。這家
庭將於12月至明年1月抵達加拿大。

4.粵語堂10月29日晚上7:30舉行「走過艱難
的歲月」福音佈道晚會，講員︰彭偉賢牧
師。

5.兒童部於10月6日至12月8日(逢周四) 下午
3:45-5:30舉行課後英文班。對象: 一年級
至六年級。 查詢及登記請聯絡阮仲謙牧師
416-709-1313或mccc.timy@gmail.com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三堂（國、粵、英語）以B.E.L.L.S.模式
落實本年主題：「活出福音」。B代表
Bless（祝福）、E代表Eat（膳食）、L
代表Learn（學習）、L代表Listen（聆

聽）和S代表Sent（差遣）。十月份以
「Sent（差遣）」作為主題，正好配合華
基差傳年會。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粵語堂每月一次靈修同行(網上)10月17日
舉行。

2.國語堂9月18日在教會舉行重定婚盟儀
式，謝安國牧師主持。

3.英文堂10月23、30日分別邀請Randall Ma 
和 Enoch & Frieda Hall 分享宣教信息。

4.兒童堂每月一次「親職讀書會」於10月21
日開始，閱讀《如何教養孩子品德》。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於10月9日舉行教會實體感恩節崇拜
暨嬰孩奉獻禮。

2.差傳之夜：10月21日；差傳主日：10月
23日及30日。講員: 李開武牧師、葉源川
傳道。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新堂址啟用感恩崇拜將於10月15日下午3
時正於本堂舉行，屆時有ACEM執委會主
席謝安國牧師蒞臨主禮及分享信息。

2.吳偉雄牧師於今年10月至12月放安息年
假，為期三個月。

3.實體「活力人生」逢周四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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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讚美操」逢周六早上10:00至11:00會透
過實體及網上Zoom同時進行。

5.日裔長者於10月19日於本堂舉行社區午餐
及講座。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成人主日學於9月17日開始查考《以斯拉
記》，星期六晚上課。

2.洗禮班於9月11日開始上課，兒童洗禮班
也同時開課。

3.10月11日感恩節主日邀請到謝安國牧師前
來證道並主持洗禮。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2022年洗禮班於9月15日開始第一次課
程。

2.9月17日小組查經恢復實體聚會。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兩周一次的「女人芳草地」已在9月份恊
到線下聚會。 

2.9月25日崇拜後開啟《新生命》主日學恊
班。

3.10月9日舉行感恩節合堂崇拜。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1.從10月份開始，9:30am時段將會改為
國、粵語聯合實體崇拜。

2.「英語事工籌備祈禱會(二)」於10月5日
舉行。

3.10月9日教會感恩節崇拜暨成人及青少年
浸禮。國語浸禮班在 9月 26 日舉行。

4.巴西和平福音隊(10月6-25日)：共有5位
旺市教會兄姊參加。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9月11日開始《真理探索》和《靈命進
深》成人主日學課程。

2.9月30日7:30pm舉行實體聯合小組聚
會，Living Hope的加拿大負責同工付清姐
妹將分享兒女教養相關的信息《逃城》。

3.10月8日舉行外展活動及感恩分享。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1.從10/9起改為周日下午5:00聚會，地
點：Cornerstone CCC (9680 Ninth Line, 
Markham)。當天亦是2周年紀念。

人事

美堅：聘請青少年牧者一名。聯絡：謝禹庭

傳道mccc.josiaht@gmail.com。

北約：9月15日起聘任唐瑞芯傳道

（Suzanne Tong）為粵語堂傳道。

百里：曹偉峰傳道於10月10日離任。

105 Gibson：誠聘兼職 Hospitality 

Coordinator，詳情：www.105gibson.

com。

洗禮

麥城：李苑碧、顏戩廷。

新會員

城北：陳家齊、孟歌、吳世昌、聶順儀、

徐 聖 心 、 邵 榮 凱 、 任 海 識 、 孟

、Claire Chan, Yin Hwa Anne Ang, 

Patrick Ang, Annie Ho-Ching Ng。

麥城：國語堂：湯勇；粵語堂：梁鳳姿、譚

紹基、何慧儀、顏戩廷。

離世

城北：李長林於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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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粵語教牧同工團契。

麥城堂32週年堂慶國語新會員和弟兄姊妹祝賀語。

多倫多華基教會巴拿馬短宣。

麥城堂32週年堂慶粵語崇拜洗禮和新會員。

麥城堂32週年堂慶英語崇拜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