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人想知道，兒童事工在過去兩年的疫
情大流行中，是如何適應的。雖然我並不
認為，我有資格為其他教會的經歷說話，
但我希望藉著以下分享的故事和反思，可
以幫助弟兄姊妹對兒童事工的挑戰和祝福
有所了解。

一段視頻背後的故事

我要分享一個一年級男孩的故事，他叫小
克。故事發生在2021年9月下旬的一個
禮拜天。經過一年多的在線主日學，小克
和他哥哥小森第一次參加了我們的實體主
日學課堂。我們的兒童事工委員會決定在
2021年9月開始，採用混合課堂模式，這
意味著一些孩子將在教會、而另一些將留
在家裡通過 Zoom 來參加主日學。  

阮仲謙

亦師亦友
            牧養主的小羊

我興高采烈地歡迎小克和小森。在主
日學開始前與他們輕鬆地聊天。當天的主
日學有18個學生和小克一樣選擇了上實體
課，而另外十個學生則是在線參與。在講
述聖經故事的環節，當觀看我們自製的聖
經 Minecraft 視頻時，小克哭了。  

該視頻是我們自製的。我負責編寫腳
本，加上另外5到6個年輕人，我們一起登
錄到Discord上製作視頻。年輕人使用他
們的Minecraft帳戶，採用實時配音的方法
來製作：一些人負責控制Minecraft角色的
動作，而配音演員以實時的方式把對話加
上去。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製作了20多
個Minecraft聖經故事的視頻，並將它們上
傳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這些視頻製作
起來並不容易，尤其是後期製作，動輒就
要花上十多個小時才能做好。但我們都喜
歡這項充滿樂趣的團隊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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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這段視 頻的時 候，小克 沒
有放聲大哭，而是嚶嚶啜泣。當時我
一臉疑惑地看著坐在他旁邊的哥哥小
森。小森茫然地把雙手舉起，表示他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給了小克一個氣
球，嘗試安慰他。雖然最後他停止了
哭泣，但他為什麼會哭起來卻仍然是
一個謎。下課後，我把小克哭的事情
告訴了他媽媽。她想了一想，然後對
我說，他可能是因為太想念他的夏令
營老師，所以哭了。經她提醒，事情
就解釋得通了。小克是在觀看視頻時
哭的，我相信是因為他在視頻中聽到
了Julian的聲音。Julian在Minecraft
聖經故事視頻中的配音引起了小克對
他的思念。小克應是非常想念他的夏
令營班主任老師Julian，所以哭了。 

Julian是我們四名暑期青年同工
之一。在疫情中的兩個夏天，我們選
擇以網上的方式來舉辦夏令營。我對
網上舉辦夏令營原本是持有懷疑的態
度，但出乎意料，這兩年我們都收到
了家長的積極反饋，說我們的夏令營
對他們的孩子有很大幫助。一個反覆
出現的評語是：我們的青年實習生都
能表現出很好的領導力，並能真誠地
關心孩子。    

在過去的8年中，我在美堅堂聘請
並培訓了13名實習生，他們都是傑出
的年輕人。我相信我們的暑期就業計
劃對他們是有幫助的。我喜歡培訓年

輕人，讓我感到自豪的是，所有的實
習生至今仍然都是我的好朋友。  

可能有人會問，我的青訓策略是
什麼？我覺得很難回答，因為其實我
是沒有的。真要說有一個模式，那就
是—我真的很關心我的實習生，也很
愛護教會裡的孩子。我的青年同工們
都知道我對事奉要求甚嚴。但他們也
明白，我的認真和嚴格要求絕對不是
要去證明什麼、要得到別人的認可， 
絕對不是。

不要證明自己，而要學習他人

去年的夏令營每天早上都有集體
靈修的時間。我記得在一次分享時告
訴實習生和年輕的志願者：「不要試
圖證明自己」。作為牧師這麼多年，
以我的思考和觀察，我意識到一件
事，就是每當有人試圖證明自己時，
非常可能會引發一些邪惡的事情。

當時我告訴他們我不能確定為
什麼，但這確實是我所觀察到的。
直至最近，當我拿起魯益師（C.S . 
Lewis）所寫的《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再一次閱讀時，意外地
找到了答案。神藉著魯益師的智慧解
答了我的疑問。原來要證明自己的心
態，其實是出於驕傲。而驕傲，就是
魯益師眼中的最大的罪。很慶幸，神
給了我一個不太熱衷於要證明什麼的
心境，因此避免了成為別人的禍害。 

我想，我事奉的動力是來自我
對孩子們和青年人的關愛。我衷心希
望，他們每一個都能成為最好的。其
實關愛並不是新的道理。在聖經中，
使徒保羅在給哥林多人的信中這樣寫
道：「我若能說人的方言，或天使的

方言，卻沒有愛，我就只是響亮的鑼

或響的鈸。如果我有預言的天賦，能

洞察所有的奧秘和所有的知識；如果

我有可以移山的信仰，但沒有愛，那

我什麼都不是；如果我把我所有的都

給窮人，把我的身體交給我可以誇耀

的苦難，卻沒有愛，我將一無所獲」
（林前13:1-3）。我覺得，自己年輕
的時候比較接近及能夠體會保羅所說
的愛是什麼一回事；反而現在，我總
是有一點想得太多的感覺。可能主耶
穌在提醒我，要謙卑像孩子一樣。

我很慶幸能成為華基聯會其中一
位兒童教牧，讓我有很多機會向其他
兒童事工的同工們學習，尤其是有一
位經驗老到的兒童事工牧師—林主榮
牧師。雖然林牧師並沒有直接教導過
我，但是我真的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
實用的功課。因此，我也常常勸勉我
的青年同工們，不要去試圖向別人證
明什麼，但總要嘗試從別人身上學點
什麼。 

若問我在疫情之後兒童事工的路
會怎樣走下去呢？我也不知道，但我
有信心！因為神必看顧。雖然策略和
方法很重要，但我相信更重要是在於
事奉的人和事奉的心態。最後，我亦
希望能向大家學習。若貴教會或閣下
有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希望你能不吝
賜教。我期盼大家能體會到，在神的
教會裡同心事奉、彼此關心與輔助， 
實在是一件非常美麗的事 。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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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造人時，放了一個小洞在心，又
賜予屬靈感應力，活像天線般，好讓
世人從生命體驗中，親身經歷神，
領受啟示，填補這個只有神才能碰
的空虛缺口。孩子與成人無別，從
小便長著這屬靈天線，因此父母、
導師們便應給予機會與空間，讓天
線發揮效能，領會神的大能大愛。
所有聖徒都是神家的人，而《申命
記》有此訓誨：「以色列阿，你要

聽······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

的兒女」（申6:4-7）。這不單是對父
母，也是對單身、空巢、無子女、及
年老信徒所說的。父母是土壤，教會
長執會為肥料，最終叫孩子的屬靈種
子成長，是陽光、雨水、神，三個因
素互相配合。      

孩子的成長，每個階段都有不同
的特性與挑戰。有人平坦暢順，有人

卻驚險重重；有人柔順乖巧，有人卻
反叛倔強。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

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

的，正是這樣的人」（太19:14）。
主耶穌沒有叫父母或門徒把孩子抱過
來，乃是要小孩用自己的腿跑到他面
前。孩子不能靠父母、牧者、導師的
裙帶關係而得救，而要親身經歷神，
與祂有直接關係。無論我們多麼愛孩
子，也只能用鼓勵、用愛心，將神的
話語和屬靈的種子放在他們心中，好
叫他們能穿上聖靈全副軍裝，抵擋撒
旦的引誘與衝擊，並且定時給他們拔
草、澆灌、施肥；縱然眼看孩子在摸
索碰壁，心裡焦急，也不可拔苗助
長，因為叫這幼苗生長的是神。但我
們可從旁引領，不斷禱告，耐心等
待，成為他們人生旅途上的啦啦隊，
鼓勵他們向著神的標竿直跑。        

可惜當今的現實，家庭與教會
普遍存著誤區。孩童靈命的塑造，父

母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更重要，可惜
很多父母採取了「駝鳥政策」，把責
任推給旁人譬如主日學老師，每個主
日把子女送到主日學課室，期待老師
能像行神蹟般把孩子變成屬靈人。然
而，主日學老師每星期只有兩小時接
觸孩子，父母又怎能把教養孩童的責
任推卸給教會？另有一些基督徒父
母，誤以為只要虔誠、熱心事奉，便
無需耗費心神教導子女，以為孩子自
然能行在神的旨意中，成為愛主的信
徒。然而聖經中卻記載了幾個失敗的
例子。譬如：大祭司以利有兩個行惡
的兒子；甚至連神所喜悅的大 ，也有
不孝之子押沙龍和暗嫩！假如孩子只
跟隨父母到教會，卻與神沒有直接關
係，以為他們早已得救，最終卻和天
國失之交臂。 

除了父母，教會也應盡力栽培
下一代信徒。孩子是屬靈接力賽中的
接捧者，可惜兒童事工常被揶揄為「
地庫教會」或是「托兒服務」。環顧
歐洲許多氣勢宏偉、裝飾華麗的大教
堂，僅有寥寥可數的老人在裡面祈禱
默想，反而旅行觀光者源源湧入，
把教堂當作拍照的景點。歸根究底，
這些教會繁盛之時不夠重視培育下一
代，而是側重於教堂建築的外觀及成
人事工，以致會眾青黃不接，信徒日
漸淍零，殊為可惜。其實信徒對教養
孩童責無旁貸，須同心守望，齊心禱
告，盡心盡力培育下一代在真道上成
長。    

當前的社會環境對於孩子身、
心、靈的成長有許多不良影響。人們
在日常生活中被各種電子產品所包
圍，iPod、iPad、iPhone···應
有盡有，這些高科技產品雖然能給人
以更高效率，可是也無形中助長了下
一代只顧自己，忽視他人的心態，慢
慢成為一個自「我」中心 (I-centred) 
的人。稱現今為「I」的世代並非言過

邱湯佩華

信仰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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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兩次世界大戰後，後
現代思想備受推崇，人普遍
側重個人感受，輕視實質証
據，不認同劃一的定律，導
致缺乏應有的準則與個人立
場。既然沒有明確的黑白分
界，灰色地帶就被擴闊了。
人生觀易受外界影響而隨波逐
流，不知不覺就被世界牽著鼻
子走。此外社會風氣鼓吹功利，
成王敗寇，令不少「虎爸虎媽」推
動孩子投入這種競逐中，把孩子置於
重大壓力底下，並可能引致他們為求
高人一等而不擇手段。

當 孩 子 進 入 青 年 期 ， 思 想 模 式
也變得抽象化。他們好奇、熱誠、充
滿精力與創意，喜歡嘗試新事物，
探索身邊的人和事，積極構建自己
的人際網絡並從中尋求同輩支援。儘
管這有助於他們自立，但凡事皆有正
反兩面：在他們不斷創新、嘗試超越
常規的時候，難免會失察、或低估
了潛在的危機，引致本可避免的麻
煩；成長時期中的迷茫令他們在各
種衝擊下容易失足，甚至脫離從小
信奉的宗教，成為「信仰失血的一
代」(Hemorrhaging Faith)；年輕人
經常追問「我是誰」，這時候若沒有
成熟的長輩從旁引導，他們便會迷失
方向，自我形像迷糊不清，易引致各
類情緒病，陷入低谷而不能自拔。      

父母及教會應如何跨代傳承，把
屬靈接力棒順利交給下一代呢？年齡
上，有代溝；文化上，有差異；看問
題的角度也因人而異，容易引致誤會
和衝突，帶來的張力和挑戰。故須把
硬件及軟件準備好，就像下棋那樣：
要將棋盤和棋子放好(硬件)，並邀請朋
友來下棋(軟件)，兩者兼備方能享受博
弈之樂。而信仰的跨代承傳，軟件是
兩代人交流和互動 (Interaction)；硬
件是方向和目的 (Direction)。    

首先從「軟件」入手。兩代人互
動，前輩不必義正辭嚴地訓誨年輕一
代，而應敞開心扉，耐心聆聽和接納，
以生命影響生命，讓孩子透過父母、導
師的日常看見上帝的榮耀，活出真理的
模範。故要刻意為兩代人相互溝通製
造機會，有了良好的關係，前輩的個
人見証、言傳身教，才能成為有效的跨
代承傳「軟件」。基督徒父母及教會長
執，應將神在他們身上所行的大能與恩
惠，多與孩子分享，好讓他們明白，生
命遭遇挫敗、失意、困惑、悲傷或苦惱
之時，如何能靠著神的大能、帶領、安
慰、保守，走過死蔭的幽谷，活出精彩
人生；或在生活中領受豐足、平安、喜
樂、福杯滿溢之時，絕不忘記將榮耀
感謝歸給神。現今世代孩子普遍較為自
我中心，以為周遭一切必須圍著他們轉
動，因此要提醒他們：就如同地球環繞
太陽轉動一樣；每個人是在環繞著神而
轉動。唯有不斷與孩子分享神的作為，
方能讓他們明白聖經並非與後現代脫
節，現今世代只是這宏大故事的延續；
明白在人生旅途中或遇風暴，但主必不
撇下；或萬事順暢，要懂得感恩並深信
一切好處不在神以外！祂是大能的創造
者，也是生命故事的作者，一切掌握在
祂手中，要順服、跟隨神，生命才能寫
出動人的「愛情故事」。         

信 仰 跨 代 承 傳 的 「 硬
件 」 ， 是 因 應 環 境 的 需
要 ， 釐 定 目 標 和 方 向 ，
有 效 地 以 創 意 的 方 法 前
行 。 所 謂 M V P ， 不 是 指
賽場上的最佳球員（Most 
Valued Player)，而是指

有使命感 (M=Mission)、
有異象(V=Vis ion)、有熱忱

(P=Passion)。若只有異象，沒
有行動，便是坐在起點白日做夢；

若然只顧行動，不知方向而左碰右
撞，只會徒然打圈，而不是朝向目的
地前進。而一旦有了異象、目標及行
動，就要滿懷熱誠、盡力而為。兩代
人關係猶如旅客與導遊：父母、師長
明確知道天國乃是生命最終目的地，
便應 根於神的教導，透過自己的人
生經驗、價值觀、和所領受的恩典，
引領孩子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並
隨時留意「旅客」的狀態，聆聽其
意見及所遇到的挑戰，以便及時調校
方法，使兩代人互動能合拍，一同行
走窄路，齊心到達目的地—永恆的天
國，共沐主恩。       

有了互動 Interaction (I) 這個「軟
件」，加上方向使命 Direction (D) 的
「硬件」，便成為ID (IDentification) 
，即屬靈的身分—領受救恩而成為神
的兒女。兩代人彼此虛心接納、坦誠
開放地交流，以便孩子能從上一代的
得失中學習屬靈的功課，感受到父母
及教會長執的關顧與支持，使他們帶
著這尊貴的屬靈身分，勇敢地行在真
道上，並且向下 根，向上結果。兩
代彼此互動（Interaction），立定方
向（Direction），以神兒女的身分 
（Identification）領受從神而來的恩
典、保守與引導，將寶貴的信仰，一
代接一代地承傳下去。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會友）



2022年 3月 5

在新約中，兩個用來描繪基督徒群體
的基本圖像是家庭和身體。1不過，
教會如家庭和教會如身體這兩幅美麗
的圖畫已被「分齡」給蒙上陰影。在
這個以「分齡」所定義的社會裏，教
會各個年齡層的人普遍已習慣留在「
分齡」聚會這樣的舒適區（comfort 
zone），而忽略神的旨意——建立神
的大家庭（包含老、中、青、幼）以
及建立基督的身體。今日，大多數的
教會因過度倚重「分齡」事工，導致
每個年齡層的人都困在自己所屬的孤
島上，缺乏互動的橋樑，因而無法建
立關係。我們的下一代就在這樣不健
全之「神的大家庭」、不健康之「基
督的身體」裏長大，無怪乎高達七至
九成2不等的下一代會選擇離開教會。
如何重建世代之間互動的橋樑?「刻意
跨代事工」應該是一個充滿願景的進
路。

「刻意跨代事工」（Int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3 Ministry；簡稱
IIM）這片語是由甘博恩（Gambone 
1998）所創建，指的是一種事工形
式；在其中，「整個教會委身於讓盡
可能多的世代參與在盡可能多的教會
［生活裡］。」4懷特指出，跨代事

工至少需涉及兩個不同年齡層的人之
間的對話和活動。5如上所述，我們身
處在以「分齡」所定義的社會裏，因
此，跨代事工仍然不被大多數的教會所
重視，甚至被視為是一種「反文化」
（counter-culture）。6因此，任何的
跨代聚會都必需「刻意」地加以推動。

今日，雖然有些教會勇敢嘗試，
但因為只把IIM視為是一種新方法，
而不是一種心態（mindset）或核
心價值（core va lue），以至於面
對挑戰或困難時，就容易退縮、無
法堅持。感恩的是，筆者所服事的
教 會 已 於 主 後 2 0 1 9 年 通 過 跨 代 性
（intergenerationality）作為教會的
核心價值之一，並成立了跨代事奉團
隊。

乍看「跨代青少年兒童事工」這
標題，或許有些人會理解為：它是指
連結青少年及兒童這兩個年齡層的事
工。然而，筆者認為，它其實更積極地
指出，這是一個一定會包含青少年及兒
童這兩個年齡層的跨代事工，但不限於
此。換句話說，青少年及兒童是必然成
員，但還須加上至少另一個年齡層，例
如，父母輩或年長者。筆者之所以如此

主張的原因是，連結青少年及兒童固然
是好事，但若考慮到如何才能使他們持
守基督教信仰及教會生活，這麼做還不
夠，因為他們大多需要五位成年人給予
支持性的關懷。7

不論是哪些年齡層的組合，其跨
代事工的推展都得經過「頭——心—
—手」重新定向的過程。 8因篇幅有
限，本文將簡略地分享我們教會在推動
「跨代家庭團契」（包含父母、青少年
及兒童為跨代青少年兒童事工的一種形
式）時的努力過程。

頭：資訊的/認知的（informational/
cognitive）

教會領導者和其同工必需確信，跨代性
是一個基督身體所有成員屬靈成長和信
仰塑造的可行策略。據此，在正式推動
「跨代家庭團契」之前，跨代事工領袖
需先向父母、青少年及兒童團契的領袖
傳遞跨代性的異象。當各年齡層的領袖
們領受這異象之後，他們必須將它與所
牧養的羊群分享並凝聚共識；這可在二
至四次的團契聚會中進行。

兒童基本上不會抗拒跨代聚會，
因為他們喜歡跟教會的大哥哥大姊姊

余惠娥

刻意跨代青少年
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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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此外，當父母鼓勵他們參與
此聚會，他們通常會聽話，特別是那
些從小在教會長大的孩子。若加上兒
童牧者、領袖透過兩次兒童團契來傳
遞跨代的信息，他們幾乎都會很樂意
參加「跨代家庭團契」（前提是，聚
會的規劃需考慮到兒童的需要，需富
有創意）

至於那些有參加團契或小組的父
母，根據筆者的經驗，在經過四次有
關跨代性的專題分享之後，他們大多
願意參加「跨代家庭團契」（只有極
少數的父母不感興趣），特別是那些
想與他們自己的青少年孩子有更多互
動機會的父母。

最具挑戰的莫過於邀請青少年團
契的孩子。此年齡段的孩子普遍想要
更多的自由，不太願意和父母「綁」
在一起。若他們從小沒有跨代教會生
活的經驗，則「跨代家庭團契」很難
吸引他們。在這種情況之下，青少年
團契的牧者、領袖就成了關鍵的角
色。他們必須積極發揮領袖的功能，
透過兩至四次團契的信息，來挑旺青
少年參與在基督身體建造的熱情。

心：靈性的/情感的（spiritual /	
affective）

只有在心被擄獲的時候，真正的改變
才有可能。在透過專題向父母、青少
年及兒童團契傳達跨代性的重要性之
後，各團契的牧者或領袖必須邀請團
契成員進行跨代議題的討論。以下的
提問僅供參考：為什麼教會這個信仰
群體存在？對於身為這個群體之一部
分的兒童、青少年、青年、中年人和

長者而言，你認為他們個別的期望是
什麼？我們的團契如何實現這些期望
或目標？一個更為跨代的進路如何能
夠幫助我們實現這些期望或目標？

在進行討論時，求神祝福整個過
程，使參與者能夠敞開心歡迎跨代的
聚集。這些討論將使參與者逐漸看見
跨代進路的優點以及目前有那些鴻溝
必須跨越。

手：經驗的/行為的（experiential/
behavioral）

頭——心——手重新定向過程的最後
一個部分是經驗或行為；新的經驗可
以點燃變革之火。跨代事工領袖視父
母、青少年及兒童團契成員的實際情
況及需要，規劃一次或數次的「實

1. Robert J. Banks, Paul’s Idea of Community: The Early House Churches in Their Cultural Setting, rev.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1995), 49

2.. 華人下一代離開教會的比例，保守估計至少有七成。美國最大宗派的美南浸信會則有高達88%的下一代流失率。
見Jon Walker, “Family Life Council Says, It’s Time to Bring Family Back to Life,” Baptist Press, 
June 12, 2002, https://www.baptistpress.com/resource-library/news/family-life-council-says-its-time-to-
bring-family-back-to-life/.

3.  有些學者將 “inter-generation”翻成「代際」，正如inter-national作為「國際」一般。本文將採用「跨代」
一詞，因筆者認為其語意對一般華人而言較為清楚易懂。事實上，在西方學術界，inter-generation和cross-
generation往往是可以互換使用的詞語。見Faye E. Chechowich,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y: A Review of 
Selected Publications since 2001,”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Series 3, Vol. 9, no. 1 (2012): 182.

4  James V. Gambone, All Are Welcome: A Primer for Int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y and Dialogue 
(Crystal Bay, MN: Elder Eye Press, 1998), vi.

5  James W. White, Intergenerational Religious Education: Models, Theory and Prescription for Interage 
Life and Learning in the Faith Community (Birmingham: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1988), 18

6  John Roberto, “Our Future I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Series 3, Vol. 9, no. 1 
(2012): 109..

7  Kara Powell, The Sticky Faith Guide for Your Family: Over 100 Practical and Tested Ideas to Build 
Lasting Faith in Ki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2014), 98

8  Holly Catterton Allen and Christine Lawton Ros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Formation: Bringing 
the Whole Church Together in Ministry, Community and Worship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12), 180–81.

9  有關刻意跨代事工的理論與實踐，可參考筆者於2020年透過中國主日學協會所出版之《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
生活》一書。此書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本全面地探討跨代事工的中文出版品。.

10  以上關於「頭、心、手」的過程，參自Allen and Ross, Intergenerational Christian Formation: Bringing 
the Whole Church Together in Ministry, Community and Worship, 182–84.

11  筆者所在的教會是屬於中型教會。因此，跨代事工的推動最好是從比較小的單位開始，而跨代家庭小組即是其中
一個好的出發點，特別是那些孩子尚屬年幼的家庭。

驗」跨代家庭團契，期使每個參與者
都能深刻地感受到跨代性的本質及重
要性。

以上即是我們教會在正式展開
「跨代家庭團契」之前所作的預備工
作。

目前，我們教會的「跨代家庭
團契」每個月聚會一次。聚會內容及
流程的規劃是由跨代家庭小組的領袖
及青少年團契的領袖（包含青少年領
袖）輪流負責。此事工目前尚處於草
創的階段；願神親自帶領、祝福，使
它朝向「重建神的大家庭」及「重新
連結各世代，建立基督的身體」這樣
的使命前進。

（作者為北約華基教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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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a pleasure to be a part of 
the ACCC Church community since 
February 2019. While serving in YLD 
I can personally testify that God has 
grown us and matured the lives of 
youth children and adults together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s a team we have 
an increasing desire to offer biblical 
teaching and a consistent practicing 
of corporate prayer as we witness 
our next generation flourish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It reminds 
me of Moses as he witnessed the 
power of Go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over his lifetime- my hope for 
this next generation is a constant 
pursuit of His great works over their 
lives and ministry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rporately. It is a beautiful 
opportunity to see the vision of the 
ministry outflow through the youth 
and children as it is definitive of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Ministries 
       for CHILDREN Farrah Ng

翻譯/摘要：Rosemary Liu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with each other.  

Our core vision focus for the YLD 
ministries at ACCC involves a lifestyle 
of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our theme focuses 
on 1 Peter 5:9-10 where our next 
generation learns to take God’s word 
seriously and respond appropriately. 
Practically our team takes into 
account these messages and drives 
the ministry forward by assessing 
and starting from our current 
circumstances beckoning others to 
join us and expanding our ministry. 
In doing so we have seen the Lord 
strengthen the next generation to live 
passionately for Him and proclaim 
His glory. I pray that our vision will 
continue into another generation and 
the mission of raising godly youth 
and children in the world will flourish. 

We began establishing the 
ministry in 2019 when we started 
off with prayer connecting with 
youth and children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I first 
invited God to give me a clear 
vision to share with the team and 
spent most of my pra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lead with wisdom 
and conviction. Experiencing God 
personally brought encouragement 
and affirmation in the way I could 
serve and the way God moves in this 
next generation. It also helped the 
next generation tangibly understand 
that walking with God is an exciting 
and adventurous journey with Him. 
As I began to observe the ministry 
and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with the flock God 
allowed them to learn more about 
me personally. Over the year the 
youth and children also grow with 
the adult leaders- they hear and 
see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communicate and lead in 
transparency of our imperfections 
and in light of God’s grace. The 
practical principle that Moses 
conveys is that the inner turmoil 
and distress in our own personal 
walk and life does not exempt us 
from finding the need to encourage 
others. Moses’ encouragement to 
Joshua helped him be courageous 
as Moses found it necessary to build 
him up as a leader. We do not need 
to be in a perfect situation in order 
to encourage others in the family 
of God- our calling is consist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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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others up and lift up others’ 
interests above ours. In Joshua 5:14 
it says “And he said 'No; but I am the 
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the Lord. 
Now I have come'." And Joshua fell on 
his face to the earth and worshiped 
and said to him “What does my lord 
say to his servant?” Learning to follow 
God in our footsteps because He is 
the leader and the Lord of hosts is a 
constant reminder to humble myself 
under God's will and submit to His 
ways for this ministry. My hope is 
to remember God's greatness and 
leadership in the direction and vision 
of YLD and trust His goodness and 
ability to watch over the sheep. 

Additionally w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ach out to the parents to support 
them and communicate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YLD ministry reaches into many 
aspects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lives we want the community to 
experience Christ together in His 
love and overflow in the fullness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Our ministry invites others to 
partake in the journey of serving 
each other as we together deeply 
desire for God to work in our lives 
encourage adults to serve in the 
ministry and share their lives with 
the next generation.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lives of the biblical 
characters illustrates the clos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God. As we lead the 
next generation we challenge them 
to experience the intimacy of God 
in their daily lives. God is alive and 
active and He is able to be divinely 
involved in our lives if we are acutely 
aware of His presence. As we grow in 
Him we realize there is no end in fully 
understanding Him- it is a lifelong 
experience which shapes us into 
His likeness. We learn to yearn for 
more of Him and His glory displayed 
in our lives day by day. Moreover 
we request for adults to participate 

in our ministry with their love and 
their pas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dult models are vital part of YLD 
ministry as they help shape and 
form of the truths in God’s word and 
connect with them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their faith journey. When we share 
stories with the next generation 
we build up each other and enable 
each other to have close walk with 
Him. We are continuously excited 
about the way God influences the 
young and old by molding our hearts 
and our lives and giving us new 
perspectives. In our family ministry 
the Youth Parents support meeting 
brought upon a lot of sharing and 

testimonies with the parents in the 
past year. The Youth Parents support 
meeting is focusing on more of a 
biblical application to practical daily 
living where parents are able to raise 
questions and topics of choice for 
our leaders to address biblically.  

With strong emphasis in prayer 
we struggle with the parents to help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walking in 
line with a Biblical worldview. As we 
come into 2022 we are serving as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urch parents and youth. Hence 
the anticipation of witnessing God’s 
presence in our lives are not only 
taught but corporately experienced 
by the church community as a whole. 

Futhermore YLD ministry 
grows increasingly over the years by 
developing leaders and helping them 
live confidently and boldly for the 
Lord. We raise up leaders by having 
them embark on a journey to discover 

their personal calling and gifting 
which are meant to serve others. In 
the discipling process we emphasiz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in the Lord. 
Our youth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fundamentally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God i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ministry they lead respectively. 
They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train and explore their giftings so 
that they can flourish and establish 
the church. Additionally we let the 
next generation know that living and 
proclaiming their lives seriously in 
the way of the Lord will impact others 
and point others to Jesus. Apart 

from their ministry context they 
must live out Christ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within their social circles. Their 
lifestyles will look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eir peers and should bring 
up the fact that Christ has shown 
them to live for Him. We know that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messages 
of the world and the current society 
are opposed to the culture of living 
for Christ. Essentially the presence of 
Christ within each youth and children 
along with their actions and words 
should confront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point others back to Christ. Thus 
this generation which is willing to live 
as followers of Christ must stand firm 
in their faith and persevere as they 
learn to shine a light for Jesus and 
direct those in bondage back to Him.  

The youth ministry has really 
stepped up in maturity as many 
of them began to be involved in 
various ministries including prayer 

God is alive and active and He is able to 
be divinely involved in our lives if we are 
acutely aware of His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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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fellowship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and VBS. The youth 
are excited to serve together and 
have really bonded well over informal 
gatherings and ministry planning. 
The youth have also engaged more 
in our fellowship ministry and we 
have seen their joy in being together 
and experiencing God's presence 
as a collective church community. 

The YLD Prayer team conducted 
by youth leader continues to pra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weekly and 
moves forward in their vision to call 
others to draw near to God. The 
next generation prayer meeting 
also brings parents and anyone in 
the church who are burdened to 
pray for YLD to come together to 
seek God's face. YLD discipleship is 
still founded upon regular calls and 
meetings with the youth. In the year 
2022 we have invited 1 additional 
youth to join the leadership team 
which will be a total of 5 youth 
leaders in the Youth ministry.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ulture 
of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is to have 
God’s Word reflect and radiate from 
the liv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s the children and youth learn to 
walk out in the truth and will of God 
they realize that unbelievers are 
watching their lives and they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actions 
and words. With our next generation 
most of their lives are on display 
through means of social media. 
God told the people of Israel that 
they will be a light to the Gentiles. 
May the YLD ministry reflect off of 
young peoples’ lives and help people 
become interested about God. 

Moses’ lifespan stretched over 
120 years but his experience of God 
is only explained as scratching the 
surface of understanding God’s 
heart. Our hope for this ministry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is that they 
would not lose the desperation to 
encounter God on deeper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or lose out in the 
passion of knowing Him through 
and through over their journey 
of life.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Christian living 
and also the one factor driving us 
forward to be satisfied in God and 
yet glorifying simultaneously.   

Serving in ACCC has been a 
blessing as I have witnessed God’s 
goodness over this generation. We 
trust that He continues to hold them 

內容摘要：
我有幸自二零一九年成為奧城華

基教會一份子。在這短短的時間，我
見證了聖靈帶領參與YLD事工的成
人、青少年和兒童的成長。YLD的
使命包括祈禱操練和門徒訓練，今年
的主題在彼得前書五章九至十節，教
導下一代謹守神的話語，不住祈禱，
在主裡成長。就如摩西的生平，在不
同的際遇中都經歷到神的大能。盼望
教會的下一代、神國未來的兒女能不
斷遵從神的旨意，與神建立親密的關
係，生命成長。

在二零一九年，我們開始聯絡青
少年兒童及他們的父母。我祈求神給
我清晰的異象、智慧和信心與他們彼
此配搭；祈求神給予年輕一代經歷與
神同行的挑戰和喜悅。幾年下來，我
和我的羊群彼此了解、彼此接納、取
長補短，一起成長在神的恩典中。摩
西栽培約書亞成為好領袖的事例，教
導我即使在生命苦難中也不能忘記造
就他人。同為神的家人，弟兄姊妹理
應為別人的好處，互相建立，守望相
助，信靠神的保守看顧而卑謙前行。

神 的 道 是 活 潑 的 。 通 過 研 讀 聖
經，神與人的關係愈發密切，對神的
認識越發加深，這是一生的功課。我
們邀請成年人參與事工，成為教會與
青少年及其父母的橋樑，以愛和熱誠
作年輕人的榜樣，引導他們跟隨神的
話語，同行信心的人生路。看到神對

年長及年輕人的影響和模造，我們倍
感鼓舞。在家庭事工中，年輕人父母
支持小組目前專注於把聖經的教導應
用在實際生活上，父母們和導師密切
交流，鼓勵年輕一代遵從聖經教導，
一同見證神、經歷神。

YLD過去多年致力於栽培青年
領袖，鼓勵他們發掘自己的才能及召
命，明白與神相交對他們的事奉的重
要，給他們機會在教會中成長。再
者，世俗的價值觀與基督教的價值觀
有重大差異，我們鼓勵年輕一代在教
會以外也要活出基督徒分別為聖的樣
式，要與世俗不同，彰顯基督在他們
生命中的亮光，並且靠主剛強、堅定
持守，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教會的青年事工正邁步成長。青
年領袖們每星期為下一代禱告，努力
外展領人歸主。進入2022年，我們多
了一位青年加入領袖小組行列，青年
事工目前已有五個青年領袖。神曉諭
以色列人要成為外邦人的光。願我們
的事工能透過年輕的生命照亮他人。
摩西享壽一百二十歲，仍未能全然領
略神，因此年輕一代不必在追求神、
認識神的過程中灰心氣餒。與神的關
係越親密，我們的領受越豐足。在事
奉中，我親身經歷到神真實地臨在並
向教會的下一代啟示祂的真理。能夠
進入奧城華基牧養主的小羊真是我的
榮幸。

（作者為奧城教會傳道）

closely to His heart and desires for 
His people to grow more in hunger 
to His kingdom and righteousness. 
From observation of the ministry 
in 2019 to inviting the community 
to come and see the ministry to 
developing the ministry itself I 
have seen much of God’s work in 
each heart and life. I look forward 
in expect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God upon YLD as they powerfully 
witness His presence and proclaim 
His truth over this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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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uelphccc.ca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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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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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le,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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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劃花奇妙的新約」是本年度麥城華
人基督教會重點推動的事工之一。目
標是帶領信徒在2022年「劃花」自己
的《新約》聖經。

緣起

這活動的概念來自2021年6月加拿
大華福舉辦的「銳意門徒訓練教會大
會」。講員曾金發牧師說：「Dirty 
Bible, Clean Christian; Clean Bible, 
Dirty Christian」意思是若果信徒
恆常在聖經寫筆記，他的靈命就會
長進；相反，若果信徒的聖經是乾淨
的，他的靈命可能停滯不前。曾牧師
還介紹如何使用不同顏色的螢光筆記
錄讀經心得。

筆者身為傳道人一向抱著嚴謹的
態度研讀《聖經》，並且以查考原文
《聖經》為目標。不過，由於能力和
時間有限，只能注重「質」，未能顧
及「量」。曾牧師分享自己每年「劃
花」一本《聖經》。他對「量」的追

鄒潤傑

劃花奇妙的新約

求打動了我。大約在2021年10月，
主的靈引導筆者策劃2022年教會事
工，祂鼓勵筆者不單自己多讀《聖
經》，也要帶領教會多讀《聖經》，
「劃花奇妙的新約」因此誕生了。

做法

首先，讀《聖經》不是個人的活動，
而是信仰群體的活動。「劃花奇妙的
新約」以小組形式進行，每逢週一至
五，組員按照自己的時間讀一章經
文。在週一至五的早上，組長從活動
籌備小組收到讀經提示，然後用即時
通訊應用程式轉發給組員。藉此互相
鼓勵，保持讀經進度。

第二，活動的目標是在2022年以
螢光筆「劃花」整本《新約》。螢光
筆的用法如下：

「紅色」象徵耶穌的寶血，標示救
恩；

「綠色」象徵生命，標示神的應許；

「黃色」標示經文特色；

「橙色」標示神對你說的話；

「藍色」象徵自由的天空，代表自由
使用。

第三，讀經資料包括語音《聖
經》。信徒可以按照當天的讀經進度

不斷聆聽經文，務求幫助信徒浸淫在
神的話語中。

第四，自從這活動開始，筆者
經常問信徒《馬太福音》和《馬可福
音》有多少章。原因是熟習每卷書的
文學結構，便能夠了解經文的重點。
週三的祈禱會提供教導《聖經》的平
台。筆者在每週的祈禱會內花半小時
介紹書卷的文學結構，解釋下週將
要「劃花」的經文，並且按照經文帶
領信徒禱告。此舉不單幫助信徒學習 
《聖經》，也一同操練「經禱」。

展望

筆者認為是次活動最寶貴的地方不是
在一年內讀完《新約》，而是被填上
了橙色的經文。讀經不是做閱讀理解
練習，而是聆聽神的聲音。當讀經
時，聽見神親自說話，讀經不再沉
悶，反倒渴求能夠聽見更多。此外，
在小組聚會時，大家不會沒有靈裡的
分享，只要翻開自己「劃花」的《聖
經》就有源源不絕的分享。筆者盼望
信徒的生命因著是次的活動常被神的
話語充滿，在教會生活經常分享自己
的讀經心得。當2022年完結時，大家
手捧著已「劃花」的《新約》心滿意
足，並且期待2023年一同「劃花奇妙
的舊約」。

（作者為麥城華基教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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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苦和罪既存在，上帝是否並非至
善呢？

有些人揚言基督教之上帝的是心
理變態的，甚至有虐待狂的，因為祂
故意降禍於人，然後又以觀賞世人在
苦難中的熬煉而自娛。可是以上帝為
虐待狂的論調與《聖經》所展示上帝
之本性不相符，大衛說：「耶和華有

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

盛的慈愛。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

懷怒，祂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

地何等的高，祂的慈愛向敬畏祂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祂叫

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

103:8-13）

上帝既是滿有慈愛的，祂就不會
好像一名暴君般去觀賞世人的苦楚而
無動於衷。祂實在看到人類根本的問
題，並要根治此問題。人類最基本的
問題並不在於糧食不足、人口過多、
犯罪猖獗、核戰威脅等社會問題。這
些問題雖然是嚴重的，然而只是病癥
而非病源。人類基本的問題，在於與
上帝之間的關係疏離隔絕了，因為人
濫用了他的自由意志，為求脫離上帝
而自主自治，以致人與上帝之間原先
和好的關係受了蒙蔽，破裂了神人之
間的關係，進而導致人際關係之疏離
及人物關係之失調。

有問有答
苦罪與上帝的本性

區應毓

再者，若說上帝觀賞世人的苦
難是心理變態，即宣稱上帝以外另有
一更高之標準，我們以此為衡量的準
則。然而，若上帝以上另有一標準，
此標準也應該就是等於上帝了，但是
《聖經》啟示上帝才是唯一的標準；
大衛又說：「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

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

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

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潔淨，存

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

義」（詩19:7-9）。上帝的本性就是
愛，此愛是人倫之愛的根源；上帝是
善，此善亦是人間之善的基礎。如此
類推，即發現人間道德的標準乃是源
於上帝的本性，而祂的本性以外就沒
有別的標準。

2.	苦罪若存在，上帝是否並非全能
呢？

《聖經》所啟示的上帝乃是永
恆又全能的（無所不能），祂是創造
萬有的主、也是維持萬有存活生命的
主。摩西詩云：「主啊，祢世世代代

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

世界祢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祢

是上帝」（詩90:1-2）。《聖經》
又說：「耶和華作王！祂以威嚴為衣

穿上；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

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詩

93:1）。又說：「祂是神榮耀所發的

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祂權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b）

《聖經》所啟示的上帝並非是
有限的神祗、或是地方性的偶像，這
些有限的神祗並沒有能力將罪惡的勢
力完全摧毀，只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才
可以保證罪惡苦難最終有一天會被毀
滅。雖然目前罪惡仍在人間猖獗，但
是終有一天這些苦罪是會完全消失於
世上。《聖經》啟示了在新天新地的
境界裡，上帝將會永遠與人同在，並
且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

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

的說：看那，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啟21:4-5a）。

一個能力有限或區域性的神明，
不足以解決全人類及整個宇宙間苦罪
的問題。但是《聖經》所展示的上帝
卻是永恆、全能的主，祂統管著全宇
宙人間；此位全能的上帝是可以至終
地消滅罪惡的，人間的苦罪也可以得
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作者為城北華基教會顧問牧師、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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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魚被惡

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禍患忽然臨

到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傳道書 9：12）

很多時候，當我們在長期處於安
逸無憂的日子，很少能有智慧地預知
厄運的突然臨到。恰如傳道書9章12
節所描述的景況：「魚被惡網圈住，

鳥被網羅捉住」。人難以預知下一
刻將會發生的事情，繼而預早作出預
備。

此刻，回想我們面對新冠肺炎病
毒巳然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最初發生
時，只有廖廖可數的幾個國家有零星
感染個案，大多數人普遍的態度是不
以為然的。可能是由於當時對病毒缺
少足夠的資訊及認識；可能是對病毒
的傳播源頭難以確定；又可能是對感
染數據沒有全面掌握之故，以致低估
了它的殺傷力。然而，最有可能的還
是由於我們的主觀意志認為：這新冠
病毒的出現是偶發性的、地區性的、
個別性的，而且距我們所身處的地方
又是那 遙遠；所以，我們難免會認為
病毒總很難會越過萬裡洋海而傳播到
此地吧！

良久，經歷兩年多以來一波又一
波疫情的反覆，新冠病毒狡猾地不斷
變種以入侵人體，各地人對應否接種
新冠疫苗的看法不一。直至全球感染
個 及死亡人數激增至數百萬計，當受
影響的人及事發生在我們的國家、省
份、社區、鄰里、朋友、弟兄姊妹、

親人、甚而近至自己的時候，我們才
驚覺箇中情緒的交錯是如斯複雜；
那份莫名的恐懼是如斯之深；對失
去摯愛的沉重感受竟這樣的痛，與新
冠疫情的接觸何解是這麼的近，就在
咫呎！有時當人落入這個光景時不免
嗔怨：神啊！ 的愛何以是那麼的遠?
未解，一節經文浮現：「義人死亡，

無人放在心上；虔誠人被收去，無人

思念。這義人被收去是免了將來的禍

患」(以賽亞書 57:1)。

疫情的另一省思是新常態下的信
仰生活。我們從慣常參與教會的實體
崇拜聚會，不得不改換方式為網上的
敬拜聚會、網上的主日學、網上的祈
禱會、網上的團契小組聚會。大家都
經歷過，從最初生疏地以Zoom進行網
上聚會，到現時已然熟練掌握在線操
作不同的功能；也習慣和適應了電腦
屏幕前的侃侃而談，或是安靜地聆聽
別人的交談。這時，雖然各人身處在
不同的地域，或因時區而有所限制，
但網聚箇中的感覺是：人在那麼遠、
彼此用心連繫時卻是這麼的近。

至此，疫情期間網上在線的頻
繁聚會、活動、會議、工作、課堂、
聯誼等等，也隨之而來衍生了多樣不
同程度的問題出現。例如：居家工作
讓作息的時間界線在疫情期間更趨模
糊；有孩子要在家上課的父母顯然更
忙不過來······很多人因而得
了輕重不一的情緒病、抑鬱症、焦慮
感、精神疲憊、甚至有更消極的思想
行為出現。然而，讓人擔心的是有人

指出：網上聚會雖然使人的溝通距離
拉近，卻因不能面對面地溝通，本應
深層次的交流分享只能流於表面。有
時在聚會時甚至連屏幕一小塊的視像
都長時間關閉，那种感覺就像是人這
近，心卻又是那 的遠。

執筆之時，大扺因為感染病毒
個案數字持續遞減，安省政府巳公佈
會陸續解除疫情的限制措施，而教會
也重開了實體聚會；相信對大多數已
久坐電腦屏幕前聚會的兄姊而言，這
會是個很好的消息。疫來、疫去，這
疫情的厲害令我們這世代身歷其中的
人都不寒而慄。然而如傳道者言：「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

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

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

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傳道書1:9-

10)。

今天，我們這世代的人在新冠疫
下劫後餘生，豈不正是上帝的 容與恩
典麼？祈願上帝長久護佑我們往後世
代的人，能以曉得敬畏耶和華是智慧
的開端；能夠謙卑求神赦免我們人一
切的過犯！深盼主再來的那一天，我
們能夠與主面對面的會晤。阿們！

天 離 地 何 等 的 高 ， 祂 的 慈 愛 向

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

多遠，祂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

遠！(詩篇103:11-12)

（作者為多倫多華基教會傳道）

那麼遠，這麼近
- 新冠疫情下的疫思，疫佑

張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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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牧者同工与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时间好像越来越快。以前小时候，
一天是那么的长久，一个星期是那么的难过，一年是那么
的遥远，现在却是那么的短暂。好像昨天才刚到1月，现在
这么快已经是2月了。现在的日子真的如圣经所说，千年真
的好像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更。幸好有神，人生有盼
望，日子不至于空虚。自从新年过后，巴西疫情越发严重，
大批的巴西市民在新年期间蜂拥到海滩，再加上现在的变种
病毒传染率非常高，所以现在的巴西也是情况紧张。所幸的
是这次的变种新冠虽然更易传染，但致命机会不大。身边也
有好多中国人感染，但过几天他们就恢复正常，犹如普通的
感冒一样。好像有种感觉，这个疫情快要到尾声一样。但无
论情况如何，结果都在神的手中，愿神按着祂 的旨意成就一
样，也愿神带领各教会成就 的工作。

事工情况

在上个月中，古城主恩堂有新年探访活动，由于疫情
关系，去年都有好几户华人商铺结业，今年我们可以探访的
商铺只有60多家。参与探访的弟兄姊妹有7人，相比去年较
少，原因是有些弟兄姊妹在工作上时间有变动，以致无法参
加探访。还有些是出于个人原因，身体抱恙。不过这次我们
带着祂小食品探访，华人热情接待。虽然在过程当中，大部
份都是家常谈话，但我也看到华人的态度是接纳，所以我鼓
励弟兄姊妹在探访的过程当中，记录一些日后可以跟进的对
象，以后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接触，建立关系，邀请参加聚会
和分享见证，走进对方的生活当中，将对方带到神的面前。

探访照片如下：

张应造宣教士2022年2月代祷信

古城（CURITIBA）华传教会
主恩堂

2月27日至3月1日，教会参加一个网上联合培灵会，
联合加拿大，巴西里约、圣保罗、圣约瑟、古城几间教会一
起，希望透过培灵会让弟兄姊妹能够认识更多，学习更多。

个人情况

自己这段时间在作息上有些乱，本想早点休息，但又
不知不觉拖到好晚，现正尝试调整，因为新的一年将会面对
好多的挑战，新的事工、新的学习。所以自己也需要照顾好
自己，必须要有自律的生活。愿神加力，帮助我去成长，去
事奉，去带领教会，传福音。

代祷事项

1.请为我们古城主恩堂日后的跟进工作代祷，看到部份
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些愿意传福音的自觉性，希望在日后的日
子里，弟兄姊妹们不但是在教会的组织探访中参与，在平时
也可以自行跟进一些对象，我也会多一些鼓励和跟进弟兄姊
妹们，与他们一同探访。

2.请为我们葡文青少年星期日的聚会代祷，我们也打算
在2月份开始有葡文青少年的崇拜聚会。

感谢你们的关爱与代祷！愿主的平安常你们同在！

主仆:张应造

2022年2月1日

宣教士來鴻宣教士來鴻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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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來鴻宣教士來鴻
巴西

亲爱的牧者，弟兄姊妹平安：

我和珍爱在香港一切安好，原定1月29日离港返里约，但德
航又一次延期至3月5日。今次是Omicorn变种在全港遍地开花所
引致！若德航在3月5日前通知再延期的话，打算另购其它航空公
司机票返巴西。

巴西近况

除了omicorn病毒外，巴西的流感也扩散得很利害，两地教
会有很多肢体也感染了流感。加上政府的抗疫政策是与病毒共
存，受感染的群众也不知是Omicron还是流感，都在家中隔离等
痊愈。全国也进行打第三针的疫苗及打流感针，庆幸巴西人都不
抗拒打疫苗。原本打算二月开始实体崇拜，也要延期至三月，至
少让流感先过去才开始。

教会事工动态

里约华传教会及Niteroi堂延期至2022年3月开始实体崇
拜；2月开始晚上恢复不同的聚会，以Zoom视像进行，且邀请了
退休牧师及资深肢体作教导的事工，可减轻我们和李东略夫妇在
教导上的压力，让我们可花更多时间在外展的事工中。

2月27日、28日、3月1日连续三晚，嘉年华的退修会也尝试
利用Zoom平台进行，且已邀请了多伦多城北华基教会陈琛仪牧
师分享讯息。

代祷事项：

1、感谢主！明年教会的事工计划基本上已安排好，我夫妇的事
奉方向求主明确带领。并希望可在3月5日准时返回巴西。

2、请继续为我夫妇调理身体代祷，能以最好的身躯服侍主。

多谢你们的支持及代祷！ 

主内：陈伟泉，杨珍爱上

2022年1月29日

里约华传2022年2月份
代祷信

反思：祈禱大有能力嗎？(約壹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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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暨各堂報告

華基聯會
1. 2022年第44屆華基差傳年會籌備委員會

成立。成員包括：李維信牧師、黃纘舜牧
師、何雅儀傳道、鄧微為。

2. 華基聯會暑期差傳全時間實習計劃：為期
三至四個月。由聯會差傳部統籌、並由宣
教機構監督。津貼及符合條件的開支由聯
會支付。申請者須為全時間神學生，持加
國合法工作資格，兩年或以上華基教會會
員，對傳福音及差傳事工有負擔，並積極
參與教會事奉。有意者請將計劃書連同教
牧推薦信電郵至cathy.nguyen@acem.
ca。截止申請：在實習計劃開始前兩個
月。

3. 聯會媒體資源部再版查經系列叢書第一
冊《使命門徒的進擊》。該書包括七個專
題、36課內容。推薦主日學、團契、及家
庭小組查經使用。請向各教會辦公室諮詢
索取。

多倫多華基
1. 3月6日起全面重啟現場聚會。
2. 2022年第1次洗禮將於4月17日午堂舉

行。
3. 3月6日收集一次特別奉獻，以援助烏

克蘭境內受戰火蹂躪，以及逃離家園，
無家可歸的國民。所收奉獻連同慈惠金
CAD$10,000透過加拿大浸聯會事工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ies）送往災
區。

4. 兒童堂將舉行Zoom講座「新土地、新方
法」之「適應篇」。時間：3月12日晚 
8：00 - 9：30。費用全免。林主榮牧師
主領。報名：林梁淑美傳道 (margaretl@
tccc.ca)。截止報名：3月11日。

105	Gibson中心：www.105gibson.com
1. 從３月１日開始，中心根據安省的防疫指

引放寬限制。詳情參閱中心網站。
2. ３月２６日舉行青年就業系列網上講座

「建立你的就業網絡」。詳情參閱中心網
站。

3. 體育運動重新開放，詳情或登記請至中心
網站。

4. 免費報稅服務日期為3月1日—4月24日，
詳情或登記請至中心網站。

城北華基
1. 為烏克蘭局勢禱告祈禱會於3月2日晚上

7:30在線舉行。

美堅華基
1. 2月27日開始恢復實體崇拜及兒童主日

學，同時提供網上平台給弟兄姊妹參與。
2. 2月26日起各小組及團契可返回教會進行

實體聚會。
3. 社區活動「拉筋課程」將於3月3日至4

月21日（逢週四）下午1：00-2：30以
Zoom進行。

4. 粵語堂將4月6日舉行受苦節特別祈禱會。

麥城華基
1. 國、粵語堂自1月30日開始「詩詠人生」

講道系列，選讀《詩篇》第50至58篇。
每逢主日崇拜講解一篇，一連九次。

2. 本年度粵語堂基教部課程實施「實體+網
上」雙軌制。二、三月實體課為「你也能
帶查經：以《約翰福音》為例」；網上課
為「摩西五經」。

3. 青少年詩班（Junior Choir）於2月27日
在三堂（國、粵、英語）主日崇拜獻唱。

北約華基
1. 2月起恢復實體崇拜，網上同時直播。
2. 粵語堂每月一次的「網上靈修同行」於3

月21日舉行，由黃嘉兒姊妹帶領。
3. 兒童部3月14 -18日舉辦網上「兒童春假

聖經營」，主題：「耶穌的大能」。招生
對象：5至12歲。

4. 北約堂、喜樂山華基及親子教育資源中
心於3月26日合辦網上粵語專題講座，主
題：「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的影響」。講
員：簡朱素英牧師。

5. 國語堂將於3月中下旬舉辦每月兩次、總
共八次「夫妻講座」。

國語華基
1. 3月5日（星期六）舉行「教牧執事退修

會」，由陳曦牧師帶領。
2. 教會將於3月6日（星期日）上午11時重

啟國語實體崇拜。
3. 3月開始以福音為中心的門徒訓練，採用

小組形式。
4. 4月1日（星期五）晚8時舉辦「逾越節晚

餐」的網上基督教教育課程，由劉玉茵博
士主講。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 於3月6日恢復實體崇拜，小組、團契及其

它活動可恢復預約使用教會場地。
2. 《 約 翰 福 音 》 研 讀 於 主 日 早 上

9:45 -10:45在 ZOOM 網上舉行。
3. 網上版「活力人生」逢第二個及第四個

星期二早上10:30 - 11:30透過 ZOOM 舉
行。

4. 網上讚美操逢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二早上
9:45-10:30及星期六早上10:00 -11:00
透過 ZOOM 舉行。

尼亞加拉華基
1. 為復活節浸禮預備的洗禮班於3月6日開

課；青少年洗禮班於2月20日開課。
2. 以下弟兄姊妹申請成為瀑布堂的會員：薄

洪運，林航。 

百里市華基
1. 從2月6日開始由加拿大證主協會總幹事陳

燕薇傳道主講《聖地自然風俗》系列。
2. 2月26日教會舉行領袖同工團契，主題「

天國近了，應當悔改」。

奧城華基
1. 2月6日舉行教會自立感恩崇拜以及陳德

行、趙善騰弟兄的義務傳道按手禮。
2. 2月18日，由趙善騰傳道對組長領袖進行

上培訓，學習《 在生活陶冶》。 
3. 3月16日YLD將開 實體兒童主日學。 

旺市華基
1. 2月20日開始新講道系列，主題「全新的

你」，並舉行今年度首屆浸禮。
2. 3月18-20日舉行培靈會，主題「小人

物，大召命」。講員：于斌牧師。
3. 教會於二月份成立新的小組，牧養新近參

加聚會的年輕成人。
4. 3月份開始籌備第二屆「幸福小組」。 

貴湖華基
1. 教會於1月30日舉行福音主日，劉桂英牧

師以「奇妙的救主」為題作福音信息分
享。

2. 教會於2月25日在ZOOM上舉辦聯合小組
聚會，主題：「我愛我家—讓愛走動」。

3. 教會每逢週一晚舉行讚美操、週二早上
晨更、週四晚禱告會、週五各小組查經聚
會。 

喜樂山華基
1. 將於4月17日（星期日）下午5:30pm在 

Cornerstone CCC 舉行福音主曰「世界
變、跟不上」，歡迎邀約未信主的親友參
加。

招聘
多倫多華基教會誠聘全職教會管堂及半職總務
員，負責教會物業營理、維修、清潔及一般
雜務。有意者請致電陳耀賢弟兄（電話:416-
723-0935）。

人事
多倫多華基：江韻怡傳道將於今年三月底約滿 
   離任。
美堅華基：由1月1日起鄭嘉雯姊妹出任辦 
   公室兼職行政助理，為期6個月。
奧城華基：陳德行、趙善騰弟兄於1月23 
   日起擔任義務傳道。

浸禮
旺市華基 ：何綺齡(Elaine)、樊浩秀(Spring)。

新會員	
美堅華基：蘇偉昌。

離世
城北華基：周國昌於1月27日、梁昭於2月 
   10日。



華基聯會教牧同工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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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canada.acem

華基聯會本年度首次執委會議 華基聯會媒體部舉行線上編委會議

奧城華基自立感恩崇拜 奧城華基舉行義務傳道按手禮 奧城華基自立感恩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