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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誠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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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部手提電腦

數碼科技（Digital Technology），以及它的產品互

聯網（Internet）給世界帶來驚天動地的改變。1992

年，當我仍在微軟公司工作時，學術界採用一些剛

流行的技術性形容詞描述資訊傳遞，例如：互聯

網、全球資訊網絡、網站、關鍵字搜尋法等，還只

不過是網絡空間的構思。當時蓋茨（Bill Gates）
正極力推銷他的新理念：「隨手可及的資訊」

（Information at your fingertip）及「私人電腦」

（Personal Computing）。微軟公司內每個員工都

分配有電子郵件地址，方便他們利用電腦網絡，與

上司聯絡及呈交工作報告。那時我首次獲得分配一

部個人手提式電腦，以便出差工作。這是第一代的

手提式電腦，具備琥珀色的屏幕，開啟約需時15分

鐘，也許有15磅重，我姑且稱它為「勉強可攜帶

式」電腦！透過這個偉大的發明，員工便能將產品

宣傳資料，或銷售結果傳送到總公司，同時亦獲得

上司的最新信息及指示。

科技日新月異，嶄新的傳播媒體

是新人類生活的溝通新平台，基

督教福音機構和地方教會均積極

多方位探索，嘗試為傳揚福音和

牧養事工帶來新機遇。人人都趕

快學習，如何善用新媒體網絡，

將福音廣傳得更深、更遠，將救

恩的信息表達得更透徹、更感

人。新科技、新媒體的對談技巧

和表達手法層出不窮，成為信

徒、慕道朋友、社會大眾，甚

至世界每個角落不同群組，彼此

日常溝通接觸的新媒介，影響深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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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趨勢 

在暢銷書《大趨勢》（Megatrends）中，作者奈

斯比（John Naisbitt）是著名學者及未來學家，專注

探討新科技的課題。書中描述十個影響社會的大趨

勢，其中一項為「高科技、高接觸」，他指出社會

愈多科技，人們愈需要聚集一起和彼此連繫。他說：

「1975年當我們發明大銀幕，讓人可以安坐家中看電

影時，Arthur D. Little預測說：到了1980年，美國不會

再有電影院了。可是他不明白『高科技、高接觸』的

深層意義，人們到電影院不單是光看電影，而是與其

他幾百名觀眾一起分享悲與喜。這不單是一個娛樂節

目，更是個『高科技、高接觸』﹗人們喜歡與人相聚在

一起，更愛在社群中與人交往，互相關顧。1」時至今

日，家庭影院十分普及，但是世界各地的電影院卻仍

然門庭若市；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們仍然喜悅人

群的接觸，在光影世界的故事裡，一同追尋既虛擬、

又真實的人生片段。 

「連接」或「連結」

隨著人際網絡空間愈變愈大，我們對生活各個層面

的認識也隨之改變，從日常生活的瑣碎小事到身份認

同、人際關係，都因著媒體快速更新而有所不同。透

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力量，自古以來阻礙人際互動的障

礙，諸如地理距離、語言隔膜、訊息不靈等因素正在

減弱，新一波的創造力和潛能卻正在興起，普及化的

互聯網絡平台，推動了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與此同

時，也大大加強教會福音事工的傳播和推動力，例如

在主日學的教導、主日的崇拜、青少年團契或佈道事

工等，都時常使用不同的創新科技工具，在神家分享

信仰、見證、愛心和喜樂。

在基督教的群體中，我們也要額外小心使用這些

革新的數碼工具。近日有愈來愈多言論，鼓吹以新科

技吸引年青一代的注意，務要令崇拜更有生氣。在

某方面來說，這可能是不錯的提醒，然而在“Wired 
for Ministry”一書中，作者John Jewell已清楚說明：

「科技只不過是一種工具，不能化解教會內所有難

題。它開創新領域，卻不會為教會生活帶來新的基本

原則；它提供新的工具，卻不是新的神學理論。2」

他接著又解釋「連接」（Connectivity）與「連結」

（Connection）的分別，科技可以把人連繫起來，但是

真正心靈的「連結」，才能建立有團結精神的群體3；

然而要做到真誠的「連結」，也有潛在的困難。」

John Jewell探討美國歷史上兩件大事，說明「連接」

與「連結」的分別。在珍珠港被偷襲後第二天，羅斯福總

統在美國國會中，發表以「國恥日」為主題的演說，由國

家電台現場廣播，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聽眾留心聆聽；那一

天，美國人民上下一心，同一陣線面對國家的羞恥榮辱。

那是1935年，與當時代其他媒體比較，無線電廣播已是最

新的通訊科技，亦是最主要的「連接」媒介。60多年後發

生「911」事件，紐約市世貿中心的兩棟大樓相繼倒塌，那

已經不再單單是美國的事，因為那時全球億萬觀眾正目睹

慘劇發生，並看著事態的不斷進展；因為新進的科技把整

個世界「連接」起來，在瞬息之間，全球電視及電腦屏幕

都播映著不同的畫像及影片，可見新聞資訊的連接網絡已

快速劇變和有效。

話雖如此，難道人們今天會更多「連結」一起，更團

結地對抗或防止恐佈份子的襲擊嗎？電台廣播、電視、電

腦、互聯網絡，無疑都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卻

未必能夠鞏固彼此間的相交結連。「連接」與嶄新科技及

資源工具扯上關係，而「連結」則牽涉人際關係及社群的

鞏固，基督教群體運用新科技媒體，最重要的目標是如何

達到「連結」的功效，幫助人與神的關係增長，建立團結

的信仰社群。不管媒體如何變遷，最重要的目標是如何達

到「連結」的功效，幫助人與神的關係增長，建立團結的

信仰社群。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

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

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

樂可以滿足。」（腓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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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使用高科技

當科技進步沒法促進群體間真誠無偽的「連結」時，後果會

不堪設想。科技媒體對教會是否達致果效，取決於它能否幫助會

眾提高社群的生命質素。教會弟兄姊妹若不同心團結，就沒有朝

氣勃勃的「基督身體」去傳揚福音。事實上，建立社群能培養團

結精神，否則鬆散不和，只會造成混亂分化的局面。有見及此，

我們要謹慎使用「高科技、高接觸」。

聖保祿神學院教授Ted Sample是其中一位率先對教會提出建

議的基督徒作家，他評論科技及電子文化對信徒生活的影響，

在其著作“The Spectacle of Worship in a Wired World – Electronic 
Culture & The Gathered People of God”，清楚明說其中的鴻溝正

嚴重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4 Ted成長於口傳文化，自幼接觸的是

箴言、故事、小社群生活；後來有機會受教於讀寫文化，腦袋裡

充滿著理論、概念、文化分歧的沖激。相比今日年青的一代，學

習方式就大不相同，他們是透過影像、聲音（音樂或言談）、視

覺，網絡等等來認識及瞭解這個世界，這是非常重要的焦點，因

為科技能互相溝通，但是運用不當，也會導致我們成為互不相通

的個別觀眾，令群體失去應有的互相感應和生命交流。

有關在教會使用新科技、新媒體，我認為美國Calvin College
的Quentin J. Schultze教授提出以下六個建議5，值得我們華基教

會多方留意： Like Like

Remarks:

1. John Naisbitt,  “Megatrend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82).

2. John Jewell, Wired for Ministry: How the Internet, Visual Media,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can Serve Your Church (Grand Rapid, MI: Baker Book House, 
2004), 16.

3. Ibid., 17.

4. Tex Sample,  The Spectacle of Worship in a Wired World: Electronic Culture and 
the Gathered People of God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8), 14.

5. Quentin J. Schultze, High-Tech Worship? Using Presentational Technologies 
Wisely (Grand Rapid, MI: Baker Books, 2004), 97-102.

新科技媒體

網絡媒體不單使福音傳播速度更快更廣，基

督教面對的挑戰也愈發增加：遺傳基因工程、太

空科學等，都讓世人對《聖經》容易產生迷惘質

疑的態度。人們怎樣詮釋《聖經》，並與新科技

發明對話，互補長短，都是我們今天面對的考

驗。新科技就像一把兩刃的利劍，求神給我們屬

天的智慧, 就是在《聖經》中向我們顯出光明的

道理，使作祂忠心的僕人，並利用新科技努力傳

揚信仰。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

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

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

必審問。」（傳12:13-14）

1.學習禮儀：在教牧及屬靈領袖帶領下，學

習優良的崇拜禮儀。

2.科技配合：新穎的低科技，有時為事工帶

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3.循序漸進：逐漸地引進新科技，讓會眾有

機會慢慢適應反省。

4.群體聯結：以殷勤接待、友好表現、服侍

態度，建立同心同行的群體。

5.新舊兼容：開放胸懷，尊重傳統和接受嶄

新的理念及儀式，兼容並蓄，

互相配搭。

6.真摰敬拜：以科技配合，將卓越的崇拜呈

獻給神，是馨香的祭禮。

（作者為城北堂副牧師，今年6月至9月休假，
致力發展媒體網絡的敬拜訓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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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功效

在公開場合，「低頭一族」手機不離手已經司空見

慣。幾個人同桌一起吃飯，已經不再是彼此溝通的好時

機，兒女低頭在玩遊戲機，媽媽低頭在看手機，也許只有

爸爸抬起頭來，但卻是只在看著電視機上的屏幕。家庭晚

餐本來是一個美好相聚、閒談溝通的時間，如今卻變成 

“頭頭看著機”。

連線媒體與其他媒體一樣，都是中性的事，不能單一

說它是好是壞。但是根據我的實用經驗，發覺各種新穎的

連線媒體，的確能將遠方的人拉近；不過當我們不適當使

用時，又往往令人與人之間產生隔膜和誤會，那就使親近

的人拉遠了。

當我們要傳福音到一個不能輕易進入或遠方的地方

時，可能當地資源不足，媒體就是很有功效的工具，以前

是書籍，福音小冊子，後期是福音見證光碟，現在就是互

聯網絡的訊息傳遞了。當我與短宣隊去中南美洲向當地華

人傳福音時，見證光碟的確很能幫助在那裡事奉的宣教士

和傳道人，光碟就是給被訪者的一份小禮物，而光碟的內

容就是福音溝通的橋樑。現在互聯網普及，透過網上的影

視見證，福音能夠更加輕易地傳到萬邦萬民；但是如果我

們過份倚賴網絡的連線媒體，便很容易忽略或減少人際間

的接觸和溝通。當我們的福音對象和牧養群體不是遠在天

涯，而是近在咫尺的時候，我們就要以人與人間的直接接

觸為主，媒體的聯繫為次要。

關係的建立

無論是傳福音或是牧養，都是關係的建立。我們的耶

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以馬內利的神。我們要

學效耶穌基督一樣，走在人群當中。臉書、Whatapps、短

訊，雖然在某方面的溝通很有效，但是這些都永遠不能代

替人與人的接觸。很多時候我們因為貪圖方便，只要手機

在手，隨時網上發出短訊；想與別人溝通，可以隨時留

言，不需等候，不用約會見面和打電話那樣花費時間。久

而久之，我們的溝通便不再需要即時對話或回答，也漸漸

變得間接，好像有一些距離、疏遠的感覺。

當初我們用連線溝通的時候，可能只是一些問候語，

然後我們繼續用連線媒體與朋友分享在網上閱讀過的好文

章；當文章在上網的時候，有些人開始表達一些意見，再

進一步我們也可能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們不單只是

用文字來表達感受，甚至用表情符號（emoticon）來表達

內心的世界。因著時常在連線溝通的習慣，這一代人便失

去與人面對面溝通的技巧和意欲；在連線上可以只需用短

句，再多一點的演譯都開始不習慣說了。我知道有一個常

見的現象，在連線上是溝通很好的朋友，到了大家見面的

時候卻不是一樣；我們再不習慣面對面和別人分享感受，

但是分享感受正是關係建立的鑰匙。

連線媒體是我們今日生活不可或少的要素，有時當電

郵或網絡失效的時候，我們都會有慌張或不能再作甚麼的

惆悵。也許就在那些時候，我們和身邊的朋友一起享用一

杯咖啡，談談心事，讓這些心靈互扣的心事交流，成為感

恩讚美和互相代求的美妙時刻。

連線距離遠或近
黃志文

（作者〔右下角〕為城北粵語堂牧師，
與年青一族Kairos團契夏令會籌委會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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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Causes Depression 

http://guardianlv.com/2013/08/facebook-causes-depression-new-study-says/

你是否嘗試過一早起來，手機內的Whatapps群組竟然有過百個新訊息；再打開

電郵一看，又有過百封電郵未開啟，這還未將短訊、臉書和Twitter等等計算在

內。我們每日透過電子傳媒或網絡世界，接收和發出的訊息實在多不勝數，有

時還似乎有點招架不住，應付不了。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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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啟祥
來勢洶洶的社交媒體

Like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在過去

幾十年間，人類獲取資訊的

速度以驚人的倍數計增長。

我們從前用菲林拍下生活片

段，再拿去沖曬，然後才看

見一張張的照片。電影世界

也是如此，從前的錄影帶像

月餅盒般大，現在已完全被

硬件（hard drive）取代；甚

至所有傳播媒體，今日都已

進入嶄新的數碼時代。

媒體是甚麼？

媒體，到底是甚麼東西？媒體可以包括傳統的紙、筆、墨，

以及報紙、雜誌、通訊等；發展到今天多樣化的社交網絡，

則包括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等。其實無論那一種媒

體，目標都是一致，就是訊息由一個人或一個單位，傳給另一

個人或一個群組。

媒體成功與否，很在乎當事人是否順利將消息傳送，而對方

能否得到傳達的資訊。換言之，媒體能使人有溝通瞭解，繼而

能發展關係的功能，那可以是建立家庭的親子關係、朋友的溝

通、生意上的往來，職場同事間的接觸等。

不過時下多種媒體的傳遞表達，都很著個人或自我的感覺。

很多商業機構看準時機，重點推介個人平板電腦或手機上網，

高調宣傳收取資訊要“On Demand”（按個人需要）；於是普

羅大眾便可以隨時隨地，按著自己個人的時間表和喜好，傳遞

並接收鋪天蓋地的訊息。

誰是傳媒先鋒？

有人說：基督教是傳播媒體的先鋒。初期信徒記錄神所默示

的話，今日的《聖經》抄本（manuscripts）就是二千多年傳承

下來的媒體。基督徒都會翻閱《聖經》，不過現在有愈來愈多

信徒喜歡查看電子版的《聖經》。信仰無疑是信徒個人與神的

關係，不過在科技世界裡，單單專注私人的關係，漠視對外與

弟兄姊妹的溝通或團契生活，就會有所缺欠，沒法取得平衡的

生活。

Like

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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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本意是讓人與人之間可以彼此聯結，互相瞭

解，有深入溝通。但是今日社會大眾使用媒體的方法，

有時卻顯得有所扭曲，時常令人啼笑皆非。我曾目睹許多

年青人圍坐一起，大家只曉得在電腦前通過短訊、whats 

app , we chat, skpye等與人溝通，所謂“交往”，實在是

沒有“社交”；也是“不存在”的“存在”。人際關係的

溝通模式看似好近，其實卻是好遙遠。我辦公室內有一位

同事，經常以電郵與我通訊；當我詢問他一些問題時，他

總是回應說：「你沒有收到我發給你的電郵嗎？」其實我

們只是相隔三呎！這大概就是今日職場的溝通模式。

教會怎樣配合跟隨？

社交媒體絕不會流走，還會隨著高科技發展更趨多元

化。過去26年來，我一直投身主流社會的電視廣播行業，

參與前線的製作工作和後勤的行政策劃，親身經歷多媒體

事業隨著時代的洪流，帶來千變萬化的鉅大影響力。我將

職場的體驗帶到教會裡，多年來參與影音事奉，運用先進

的媒體技術，在教會敬拜、福音佈道等事奉上彼此配搭，

務求有美好的果效。

我時常反省思想，今日的教會應該怎樣緊隨網絡，把

握先進的媒體科技呢？許多華人教會對各種媒體缺乏認識

和瞭解，亦不明白社交網絡對下一個世代的重要。若然信

徒不全然明白就選擇不採取、不理會的態度，只會失去向

這一代人傳揚福音的好機會。我們也許無法知道，甚至低

估今天的年青人、甚至成年人，每天在手機或臉書網頁查

看多少次數？流廣範圍何其遼闊？善用媒體，能幫助教會

有效地針對喜歡網上“社交”的信眾。以下是一些實際的

例子，可以令信徒、慕道朋友，甚至未信者都有更多機會

接觸福音和神的話。

Facebook：教會設立臉面網頁，時常提供鼓勵的信息，

神安慰的話語，弟兄姊妹的見證，以及教牧

隨時的證道和分享。

Twitter：　　使用者可以跟隨教會，第一時間收到有關訊

息及教會事務。

Podcast：　上載教會講道及影音見證，使用者可以隨時

隨地在On Demand 收聽收看。

Website：　編寫一個既吸引，又內容豐富，時常更新資

訊的網站，是教會與信徒間的聯繫。一個好

的教會網頁，自然吸引信徒登入瀏覽，在每

天靈糧中得到靈命餵養，幫助信徒清楚明白

教會的最新消息和資訊，也是傳揚福音的好

工具。

這些都只是一點提議，盼望能拋磚引玉，華基教會在

各種社交媒體上努力尋求出路；又願神教導我們活在今天

的世代，做個智慧的好管家，曉得把握瞬息萬變的網絡媒

體，成為廣傳福音的好開始。

ACEM CHURCHES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 吳克定牧師
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L3R 5A2 
Tel: 905-477-7533    www.tccc.ca   Email: admin@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 陳琛儀牧師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Tel: 905-884-3399    www.rhccc.ca   Email: mailbox@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illike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M1W 3X3 
Tel: 416-498-3399    www.mccc.on.ca   Email: mccc@mccc.on.ca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 黃維信牧師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L3R 0V5 
Tel: 905-479-3322    www.markhamchurch.com
Email: mccc@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441-2232    www.nyccc.ca   Email: info@ny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299-3399    www.tmccc.ca   Email: mandarin@tmccc.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 盧佳定傳道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Unit 78-80 - 1177 Central Parkway West, 
Mississauga, ON L5C 4P3 
Tel: 905-896-9822    www.wtccc.ca    Email: info@wtccc.ca

Unionville Oasis (UCCC) – Rev. Kai Mark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L6C 2E6 
Tel: 905-415-2747    www.uoasis.ca    Email: admin@uoasis.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黃少明牧師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Glengate Alliance Church
6009 Valley Way, Niagara Falls., ON L2E 1X9
Tel: 905-650-5899    www.nrccc.ca   Email: admin@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L4N 4E2
Tel: 705-726-7295    www.barrieccc.ca   Email: barriechinese@gmail.com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 岑甘葳玲牧師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L4G 7A4
TTel: 905-727-4982  www.auroraccc.ca  Email:info@auroraccc.ca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岑甘葳玲牧師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L4H 2Z7
Tel: 905-884-3399 x357    www.vaughanccc.ca 
Email: vaughanccc@gmail.com    

Cornerstone CCC – Rev. Andrew Lau
Worship: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1000 Carlton Rd, Markham, ON L3P 7P5 
Tel: 905-294-3554    www.cornerstonechurch.ca   
Email: pastors@cornerstonechurch.ca



懇切禱告，「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

耐。禱告要恆切。」（羅12:12）不住禱告，「不

的住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7-18）都是信徒生命的態

度，也是一種屬靈操練。

《馬太福音》6章7節所指「重複的話」，在希臘文裡

的意思，就是像一個口吃的人，說話時所發出來單調而

重複的聲音。意思是說我們禱告時，無須不斷的重複，

生怕神沒有聽見、沒有聽懂；也不用華麗的詞語去堆砌

成長長一篇禱文，誤以為話多了、禱告長了，神就一定

蒙垂聽。

禱告的本質，是我與上帝在愛裡建立關係，不是責

任，也不是手段；更不是單單要祂替我解決問題。禱告

是與神對話，不是我的獨白。在禱告中，有時是我說

話，但有些時候是祂說話。試想想：在你的禱告中，你

說話的時候佔了多少時間？80%？90%？100%？若真的

是那麼多，你就需要學習在神面前安靜下來，靜默、聆

聽，並領受祂要與你分享的一切。 

當我們禱告時，要注意：不是要神站在我們這邊，乃

是我們要站到神那一邊。

這往往是禱告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因為我們祈求的時

候，都時常要神站在我們這一邊，跟著我們自己的意思

去做，也即是要神聽我們的吩咐！因此，蒙神悅納的禱

告，乃是謙卑並順服的禱告，好像主耶穌的禱告一樣：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22:42）

答：

牧師在講台上勸信徒要懇切禱告、時常禱告；《聖經》卻說禱告不用許多重複的話，

「不要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太6:7）。怎樣的禱告才蒙神悅納，我要怎樣禱告呢？
問：

要常常禱告，還是不要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只要是誠心的禱告，無論禱告內容有多少、是長

短，神必聆聽。我們要知道，赦罪的大能來自主

耶穌的寶血，十字架的救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並不

在於我們說了甚麼，或者少說了甚麼。

不過，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地方得罪神，好讓我們不

要再犯罪，也讓我們知道如何求神幫助，避免重複得罪

神。我們可向真理的聖靈禱告，祂必將一切顯露，並引

領我們走義路。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約16:8）「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

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

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約16:13）

聖靈更會在我們十分軟弱，不知道怎樣為自己祈禱的

時候，為我們禱告。「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

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

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

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8:26-27）

詩人大衛曾這樣禱告：「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

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

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我們也可以作以下的鑒察禱告（Prayer of Examen）：  

1.在主面前安靜，將心思意念集中於神的愛中，知道凡

是從阿爸天父而來的，一定源於愛。

2.求聖靈引領，回想過去一天，有甚麼事情需要注意，

並鑒察言語、行為，包括心中的動機。當發現生命中

有任何不仁愛、不純潔的地方，立刻求神寬恕，並且

領受上帝的寬恕。

3.以感恩的心，領受聖靈的啟示。求聖靈幫助，認知生

命中需要改變的地方，並賜能力和勇氣去改變。  

願主幫助我們，在禱告中，大大經歷祂的同在，更深

認識上帝，學習完全倚靠祂，凡事祈求，完全蒙福。 

答：

信徒務要向神認罪悔改，不過如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錯事犯了罪，

只禱告說：「求主潔淨我一切的罪。」這樣的禱告有功效嗎？
問：

2014年7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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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的生命老師—高雲漢牧師

高雲漢牧師，是我屬靈父親劉知三牧師於1952年在香港聖經學院的同學，因

此自我小學時期就認識高牧師。去年3月22日我經美國到加拿大卡加利探望生病

在醫院的母親，3月24日接獲消息，高牧師安息了。

3月30日我從卡加利乘午夜班機到達多倫多，參加高牧師的安息禮拜。當我

坐在禮堂裡，凝視著大堂前他的遺照時，往事一幕幕像在眼前。當我走近台前，

注視著高牧師的遺照，高師母在旁細聲問我說：「你唔捨得是嗎？」唉！我怎會

捨得生命老師的離去呢！

我的名字

我小學的名字是馬芸，到中學一年級是馬小芸，常被

同學取笑以後叫馬大芸，所以我當時不喜歡這個名字。有

一個星期日下午，高雲漢牧師在我的教會帶領詩班練詩完

畢，各人要按分部寫上自己的名字時，我告訴高牧師不喜

歡這個名字。然而他說：「這個名字很好，提醒你，你是

芸芸眾生中最小的一個，你要好好依靠主。」自此之後，

我不但喜歡這個名字，還喜歡別人叫我小芸，因為我若離

了主，甚麼都不能作。

不要怕

1968年，我在香港神學院就讀第一個學期時，高牧師

擔任學院教務主任，他的治學態度對我影響深遠。每當兼

任老師不能來上課，他總是第一時間補上，他敬業樂業的

精神使我在事奉上不敢怠慢。因為我身體軟弱，時常進出

醫院，醫生也囑咐我要多休息；高牧師不單沒有叫我休

學，反而時常催促我上課：「不要怕，去上課⋯。」他訓

練我堅韌的精神，以致後來在泰北宣教事奉也能持之以

恆。

美金十元

神學院第二個學期結束，同學們都忙著收捨行裝，準

備回家，我卻呆若木雞的坐在床邊，看著同學收捨細軟；

因為我申請假期住在宿舍，但是膳食費還沒有著落，我也

沒有告訴任何人。突然聽到老師叫我的名字，我就從宿

舍去到教務處。老師告訴我，高牧師從北美寄來美金$20

，$10給畢業班，$10給我。美金$10就是我當時一個月的

膳食費！我是誰？我是芸芸眾生中最小的一個，高牧師竟

然記掛著我！

在高牧師的安息禮拜中，吳克定牧師在講道時提到，

當年高牧師在美加兩地作福音自傳會的代表工作時，每天

消費只有美金$5。一家四口開著汽車到處跑，為了節省金

錢，他們還帶備電飯煲在路途上煮食簡單的臘腸飯。他並

不富裕，卻竟然還要寄錢到香港給他有需要的學生，我實

在看到「施比受」的人生實踐。

第一封「利是」（紅封包）

後來我去了泰國北部宣教事奉，有福音自傳會的同工

告訴我，有位Rev. John Kao 打聽我的消息，當我知道時，

他已離開泰國。我就告訴那位同工，如果Rev. John Kao再
來的話，請你一定要告訴我。

1989年我得知高牧師又來了泰北短宣，我很是興奮，

跑到幾間教會去找他，終於找著了！嘩！很是興奮！不單

找到高牧師，還有高師母和短宣隊員，他們正在美賽的飯

館吃晚飯，高牧師答應我翌日來聯華村看望我。翌日，高

牧師果真帶著短宣隊，在緊湊的行程中，花了兩個多小時

的車程，經過塵土飛揚的路，來到聯華村看我，我很是高

興。我還記得一件事，那時高師母給了我一封「利是」，

這是我在宣教工場上收到的第一封「利是」！這是親人對

孩子愛的表現，我感到被愛、被關心；當時的感受，真是

千言萬言無法表達，我恍惚看見摯愛家人的到訪，眼淚便

不期然的流下來，我實在感到被厚厚的愛心包圍著。

＊作者（左）與高牧師攝於南非

馬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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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七分鐘

第一次到多倫多，是高牧師和高師母來接

機。在路上，高牧師對我說：明天主日崇拜，

你要講見證七分鐘，我有點撒嬌的說：「教會

給我的信函上，明明說講十分鐘，現在又說七

分鐘？」想不到他竟然說：「講七分鐘就是我

的好學生。」我沒有問他為甚麼，但是事奉久

了，我較明白多了，講七分鐘是我的好學生的

意義。

我的老師不單對我要求嚴謹，他也給我恩

慈。主日聚會過後，星期一他請了兩位姊妹和

高師母，帶我到尼加拉瓜瀑布一遊，讓我享受

到賓至如歸的款待。 

百感交雜

1998年世界華福在南非舉行諮詢會議。當

年高牧師已經開始洗腎，本應不便遠行，但是

他為了鼓勵及支持這次創舉，便身體力行，從

加拿大帶著洗腎水去到南非，還要提早到達，

為的是探望他的學生。在大會中，有一天中午

飯後，我們有機會交談，不一會，他說：「小

芸，我要先回房間洗腎。」我凝視著他背影，

看著他佝慺的身軀獨自回到房間。心中的滋味

不好過，眼淚也不期然流下來，我明白捨己的

意思。

＊攝於尼加拉瓜

「你是否很累？」

1999年我有機會參加華基聯會的差傳年會，大會安排我在差傳

慶典中講見證，而高牧師剛好那要預備入醫院接受換腎手術。那年

我在宣教路上遇到很大的風暴，很想向他訴苦：我很傷心難過，宣

教路不好走。但是當我去到他的辦公室，看著他時，竟然說不出話

來；過兩天他便要面對換腎手術，我的風暴又算得甚麼，於是我強

忍著不說什麼，高牧師竟然冒出一句：「你是否很累？」我沒有回

答，只看著自己手上的戒指，上面刻著「至死忠心」四個字，我的

眼淚禁不住的流了下來，我請他為我禱告。面對一位身經百戰的老

師，我還有甚麼話要說呢。主啊！加我信心。

我已退休了

2010年11月我有機會再到多倫多，高牧師和師母約我在外午

飯，師母又給了我一封「利是」。高牧師跟著說：「我已退休了，

這只是一點心意，你是我的好學生，要好好跟隨主⋯」我拿著「利

是」，說不出話來。是的，我要靠主恩典，好好跟隨主。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見高牧師，是2012年11月，華基聯會再邀請我做差傳

年會其中一位講員，我便找機會到醫院探望高牧師。那時他的身體

十分軟弱，實在受了很多苦，我到醫院探望他前，已經哭了很久，

我不明白為何老師年青時得了肺病，晚年又被腎病煎熬，他一生為

主擺上，為主燃燒。有一首歌《後必知清》立時在我腦海中出現

救主子民還在世間，難免流淚，難免試煉；

雖然此刻不知何益，後來到家必要知悉。

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不用懼怕，主不誤事；

雖有多事還不甚明，可以安心後必知清。

當日離開醫院後，高師母、我及周弟兄一同去餐館午餐，飯後

高師母又拿一封「利是」給我。

高牧師，安息吧！我會靠主恩繼續做您的好學生，學習「施比

受更為有福」的生命。

（何馬小芸宣教士在泰國事奉已有38年，

曾多次在華基聯會的差傳年會中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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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季課程 開課日期：9月8日（週一）

       報名查詢：www.acem.ca /  pmi@acem.ca / 905-479-2236

課 程 簡 介 導 師

1. 挑戰視野 基本差傳課程，明白神永恆心意，認清個人及群體在實踐大使命中肩負的角色。
黃少明牧師
何健華牧師

2. 世界信仰 世界宗教大搜查，知己知彼，能助信徒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地傳揚基督。 麥子全老師

3. 短期宣教 盡用短宣優勢，配合差傳年會宣教士工場報告、客觀分析，日後配搭學習機會。 黃少明牧師

4. 領軍出戰 聯合各堂會兄姊分享堂會差傳教育狀況，提供切磋及加強培育創意的機會。 黃少明牧師

5. 個人準備 靈命進深，體會神的心意；學習奉主名祈求，差傳禱告的實踐。 劉袁 萓博士

6. 師徒訓練 從資深教牧經驗和智慧中，學習全人發展成長，承擔和平福音計劃與使命。 麥希真牧師

7. 短宣實踐 學員自選參加華基聯會各堂短宣隊伍，費用自備。 —

為教會裝備傳道人，培育信徒領袖、差傳部委員；

在堂會協助教牧推動宣教。

差傳策略、差傳教育、群體認識。每年三個單元，

每單元六週，逢週一晚上課；另有短宣實踐。

目的

課程

證書 

語言

學員修畢全課程六單元及實踐，成績合格獲

頒證書。 

粵語

現已招生

 參賽規則．報名表

www.acem.ca
決賽暨頒獎禮：10月5日．7:30 p.m.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查詢：905-479-2236
media@acem.ca　

2014

截止日期：
8月27日

組別一

創作比賽

組別二

創作比賽

評判：林志輝牧師、孔慶光傳道、謝安國牧師、郭啟祥、陳張念溪、陳偉盈、蔣黃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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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一個“愛”的相遇；教會舉辦了「愛•脈

承」聯合崇拜活動，鼓勵全會眾彼此聯絡，相愛合一。

6月15日，一個“脈承”的委身；那是我在麥城華基

服侍的周年紀念日，轉眼已經六個年頭了。“愛•脈承”

讓我想起神的愛；“愛•麥城”讓我想起人的愛。這兩種

愛有分別嗎？

在教會服侍弟兄姊妹，用真摯的愛相交，是理所當

然，我相信門徒從信主開始就一直在學習愛神和愛人。以

前我把遵守大誡命看作兩個目標，兩種分開的過程：愛神

就是我與神的關係，愛人就是我與人的關係；不懂得如何

把愛神和愛人揉合在一起。人與人的關係，無論是家庭、

職場、教會，因著各人不同的期望、情況、個性、理想、

背景等等因素，常常出現張力，甚至產生不滿和衝突。為

了顧全面子和形象，我會口和心不和，把負面情緒埋藏起

來。不難想像，在這樣的光景下能孕育出愛心嗎？這是情

感不成熟的表現，隱藏的委屈和怒氣，不但成為栽種苦毒

的溫床，更嚴重影響屬靈生命的健康！

我向神申訴：主啊，太難了，我不是您，那些人太不

可理喻了！你知道我的軟弱，我不想與他們交往，我不恨

他就是啦！於是我開始逃避一些人和事，這個問題常常纏

繞我，造成事奉的壓力，我甚至覺得自己不配服侍主，

因為我知道自己表裡不一致，我也愛不足。原來屬靈生命

成長，有時仿似經過瓶頸般緩慢，有時甚至好像是一個封

閉的瓶子，進不來，也出不去！但是學習如逆水行舟，不

進則退！神是信實和憐憫，當我堅持不放棄、等候神的時

候，祂就用微小的聲音提醒我。已經忘記具體的情況，大

概是發生於另一次與人交往的不愉快經驗吧。心裡突然有

一個意念對我說：「我愛那個得罪你的人，你愛他嗎？」

就在那一刻、我被那微小的聲音，被神的愛征服了；我不

再爭持，只想要順服，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樂意。我

感覺到一下子被釋放了，原來神把那些人放在我生命裡，

是要幫助我成長、明白神的愛和神的饒恕。我省察到自己

的自義，當了審判官、得罪了神。我知道要悔改，求神醫

治，鬆開那些纏累我的困擾。感謝神，主耶穌把我再次

從罪中拯救出來，就是沒有愛人如己的罪，也就是沒有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的罪。「人若說『我愛神』，

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

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4:20）

神又藉著一本書《培養高EQ的靈命》，讓我認識情感

健康與屬靈生命的關係，以及愛神和愛人的互動關係：

「與人同在的屬靈操練─身為情感成熟的成人

基督徒，要認清充分愛人是真實靈命的本質，這需要

我們體驗與神、自己以及其他人連結。神邀請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操練祂的同在，同時邀請我們察覺祂的同

在，以至在日常關係中「操練與人同在」。這兩個部

分絕少被拼為一談⋯耶穌時代的宗教領袖從來未做那

種連結。他們勤奮熱誠，絕對委身於將神尊為他們生

命的主，他們熟記整卷《創世記》、《出埃及記》、

《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他們一天禱

告五次，他們奉獻所有收入的十分一並賙濟窮人。他

們傳福音，但是他們從未以人為樂，他們沒有將愛神

與必須勤奮熱誠、絕對委身於在愛人的能力上成長互

相連結。基於這個原因，他們不斷批評耶穌“是貪食

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太11:19）。祂

深深以人與生活為樂⋯耶穌拒絕將操練神的同在與操

練人的同在切割。當耶穌被推向牆，以切割這個牢不

可破的結合時，祂悍然予以拒絕。祂為我們總結整個

《聖經》的精髓：『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

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我們能夠

給予這個世界最大的恩賜之一，就是成為情感健康的

成人團體，能夠充分地愛人。這需要神的能力，以及

委身於學習、成長和打破不健康與破壞性的模式。」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

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

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壹4:7-8） 

感謝神的拯救，賜我新生命，賜我一個屬靈的家，弟

兄姊妹一脈相承，跟隨主基督，愛神愛人，以愛還愛─

愛耶穌，愛麥城！

（作者為麥城堂傳道）

愛 脈承

彭靄霞

*註：《培養高EQ的靈命》（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作者Peter Scazzero, p.280-281, P.299。　



I have just completed my third yea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s a Science student. This past May I had another 
blessed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God’s global mission with 
Education, Medical Aid & Service (EMAS) on the China South 
Team. It was my second time serving on this team. 

The EMAS China South program sends a team to China twice a 
year to offer free surgeries, post-op care, dental care and other 
related services. EMAS serves people from poor, rural areas who 
live in poverty and cannot afford the high cost of medical care, 
even the expenses associated with routine surgical procedures. 

The EMAS team consists of surgeons, family doctors, 
anesthesiologists, nurses, dentists, physiotherapists, occu-
pational therapists, audiologists, speech therapists, pharmacists 
and helpers. During this visit surgical procedures included cleft 
lip and palate repair on serious scars and deformities due to 
burns. It is heartbreaking that a lot of the patients were children 
whose lives had been impacted by comp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unrepaired cleft lip and palates, as well as injuries as a result of 
burns.

When I first heard of the EMAS China South team two years 
ago, I was very excited because I knew that God had answered 
my prayer and reveale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erve Him 
overseas. However, I struggled with making a decision, as I felt 
inadequate in so many ways. Specifically, I had never been on a 
trip by myself and did not know how my parents would respond 
about my going to China. As a student I also lacked the financial 
means to travel overseas. After much prayer I was surprised that 
my parents were extremely supportive of my taking on this 
opportunity. My best friend also rebuked me for my hesitation. 
To him, going on this trip was about God calling me to serve 
Him. My response should have been a simple yes. 

My first year on the China South team was truly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experienced God’s provision and grace in so many 
ways, and it was exciting to serve Him as a team. I wanted to 
continue to put myself in a position where God could use me, 
and I wanted to go back to see the patients and families again. It 
was not about checking off a box in my mind that I had fulfilled 

my duty as a Christian to go on a mission trip. God had put 
passion in my heart to continue to do missions. Therefore, after 
a lot of prayer and support I decided to join the team once again 
this year. 

This year I had been assigned to be a general helper as well as 
an operating room photographer. This meant that I would be 
assisting with whatever and whoever needed assistance, and I 
would be in the operating room to take pictures. The purpose 
of the operating room photographer was to take photos of 
every case so all the procedures could be documented. My 
photography skills were very limited and I did not know what to 
expect as I was new to this role.  In fact, I had never even entered 
an operating room, but I knew that God had a purpose for each 
of us there and it was not by random chance that I had to take 
on this role.

The team had to overcome several challenges. We would be 
working at 3 different hospitals, and it would be a logistical 
nightmare to determine where each team member should 
go. Two hospitals were used for surgical procedures while one 
would be solely dedicated to patient beds and post-op care. Not 
a single hospital could offer us everything we needed, so we 
knew it would be a huge challenge to transport patients back 
and forth. Despite these circumstances, God provided us with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to carry out our mission.

The culture in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e are accustomed 
to. There are new experiences and new things to see and learn 
every single day. The traffic is often very hectic and the people 
have totally different lifestyles. Yet, even when we first arrived it 
was a blessing that God had safely brought this team over and 
we were all ready and hungry to do His good work. 

The first day consisted of screening patients within two floors 
of a small building. A photo was taken of each patient for their 
respective patient file. We all had very limited space to work 
with,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was exciting to be able to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screen all the patients. It was a hectic day 
but by God’s grace, decisions were made as to which patients 
would get procedures done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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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Aid Service Missions Trip
George Ho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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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next week and a half we would get up, do our devotions, 
eat breakfast, head to our respective hospitals and surgeries 
would be done all day. In addition to that, preparations would 
be made to receive patients, care for them, as well as discharge 
those who were ready to go home. It was extremely tiring 
and the work was grueling, but everyday was so rewarding to 
know that God had given all of u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someone’s life. Every day was always filled with opportunities to 
show Christ’s love. As the last few days winded down, the post-
operative team would arrive and stay there for the following 
two weeks to care for the patients. This would include medical 
care such as physiotherapy, nursing care and finally discharging 
the patients that are deemed ready to go home.

It was a challenge to document all the cases as the photographer. 
It took a lot of patience from team members to keep up and 
I did my best to get the best shots of every procedure. More 
importantly, a lot of prayer was needed daily for God’s strength. 
At the end of the trip it was rewarding to compile all the 
patient files so that the team doctors could review them. It was 
especially rewarding to look back at a patient’s photos when 
they first had procedures done by our team years ago, and 
how they had improved over time. These were life-changing 
surgeries and in many cases a lot of function had been restored 
in arms and legs that were not functional before.

There are important key things that I have learned through 
this trip. Firstly, it was amazing to see how God could empower 
people to use their time, resources, careers, and even retirement 
for His glory. I am amazed at how the team members gave up 
a long vacation of relaxation to serve Him in China. Our team 
consisted of people from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Hong Kong, and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one vision and goal in mind—to serve and to witness how great 
our God is. 

Secondly, due to the political climate in China we were not 
allowed to verbally or directly evangelize to the local peoples. 
However, through our genuine conduct and actions God 
continues to work in the hearts of these patients every year. 
There are many stories of how many have come to know Christ 
and are forever impacted by the love of Jesus we were able 
to exemplify. EMAS is part of God’s work and it is not about 
who plants the seed or waters it, but God who makes it grow 
(1 Corinthians 3:6-8). Our God is sovereign and He cannot be 
stopped no matter what the circumstances.

Lastly, it has been an experience that has humbled me in 
countless ways. It is a joy to see people use their different gifts 
to serve Him. The team served every person there as a family 
that is rooted in Christ. It was not about what we were good at 
or how old we were or where we were from. What did matter 
was God’s work and God’s heart for these people, and we were 
simply the hands and feet of Jesus. 

This trip was not about me, or about what I could accomplish. 
It was about an inadequate and insufficient person who said 
yes to God’s mission and was blown away by the greatness 
of our God. God can use anyone who is faithful and willing to 
build His kingdom.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EMAS China 
South team. May all the Glory be to our wonderful, faithful, and 
almighty God.

保 捷編繪

保 捷編繪

約瑟的父親—雅各也曾在夢中得到啟示，記載在哪裡呢？（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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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至15日（週四、五）在城

北堂舉行，由美國芝加哥柳溪

教會（Willowcreek）策劃，裝

備信徒領袖，更新基督工人的

異象和熱忱。特價票$149（原

價$199），為鼓勵團隊參與，

推出買十送一優惠，訂購及查

詢：summit2014@rhccc.ca

詳情請瀏覽：

www.growingleadership.com

2014•領袖高峰會（英語）

Rev. Andrew Lau, Cornerstone CCC
Ever since Willowcreek hosted the first GLS,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I think it is good for every pastor to attend, 
especially as we are in a position of leadership and face challenges 

every day. GLS allows us to gain valuable lessons and insight in a time 
efficient manner, and the occasion provides ample sharing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ogether from quality leaders. The two day learning experience 
covers various topics on leadership and teaches about the kind of leader God 

requires for His Kingdom ministry.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make a time 
commitment to attend. In the end, what is leadership? Leadership is a privilege that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 It’s a life long journey of learning how to best capture 
what God calls us to do, empowering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do kingdom 
ministry - and to do it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As leaders we ourselves must 
learn how to be the best so we can empower people to be their best.

陳偉賢。城北粵語堂

今年是我第七年參加「全球領袖高峰會」。對我來說，得益有三方面：基督徒靈

命成長、職場見證、教會事奉；我祈望在教會內外都能活出基督徒的樣式。兩天

的高峰會議裡，見證神不同的事工，年青事工、本地或外地，非洲、埃及和中國

等，很是精彩。你看見神使用年青人、政治家、企業總裁，甚至流行樂隊擴展祂

的國度。我作為職場的基督徒，是中級管理人員，挑戰無止境，有時會疲倦失

望；我怎樣平衡神給我的使命，在商業上面對競爭呢？神透過高峰會議，給我很

大鼓舞，在講員的見證裡，我看見順服神是智慧的開端，也加添我力量。高峰會

的講員都是重量級的，我在不同跨國企業工作了28年，參加過無數講座，很少看

見能集合這許多有份量的講員，有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前美國國務卿鮑維爾賴

斯、國際知名管理顧問，亦有哈佛大學博士，大企業總裁等，難能可貴。我仍期

待今年即將到來的高峰會，希望到時看見你。

William Lam, 愛正英文堂 

Last yea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GLS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past, I 
had been serving God in church without any training. When people asked me to 
serve, I simply said, “Sure, I'll serve!” Now, having attended GLS, I understand that 
for my service to be truly effective, it is incumbent upon me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training. GLS brought together some of the best Christian leaders in the world in 
one forum. They made great use of the two days and, as a result, I learned a great 
deal. I believe this knowledge will equip me to bless my family as well as the church.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alk I heard last year about "vision." I learned that vision is 
creating a picture that will help bring out the passion in people. The talk also helped 
me understand that courage must be a part of a leader's character. When I went 
home, I taught my children what I had learned. I believe by doing this regularly, this 
will help point my family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lesson on courage also helped 
me confront some of my past failures. Since GSL is so practical, I highly encourage 
everyone to make time to attend.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2014
全球領袖高峰會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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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事工主任霍應昌弟兄於6月19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拜已於7月5日在城北堂舉行。

2.和平福音差傳學堂（PMI）：2014秋季課程

現已招生，詳情請參閱p.12。課程簡介和報

名表，請瀏覽www.acem.ca
3.多媒體創作比賽現已接受報名：組別一：

中文詩歌創作比賽。組別二：福音短片創

作比賽。參賽規則及報名表，請瀏覽www.
acem.ca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The Open Market（街坊遊園會）7月4至5日

舉行，有接力健康舞、球賽、歌唱比賽、

兒童音樂劇、美食廣場及社區服務巡禮等。

2.兒童詩班7月5日下午演出週年音樂劇「3D

深海經歷神」。

3.巴拿馬短宣：7月5-22日由陳榮基牧師領

隊，隊員：梁志超、黃瑞卿夫婦、王敏娟。

4.愛正、北約及瀑布堂組成25人短宣隊，7月

5至17日前往魁北克省原住民區為當地兒童

舉行暑期聖經班、及青少年活動。愛正堂

成員：黃關寶瑩、鄭潔卿、阮文禮。

5.差傳部於穆斯林齋戒月（6月28日至7月27

日），舉行「30日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6.105 Gibson 社區中心為內部傢俬及器材籌款

$579,751，達目標97%。

7.第4屆「足跡—我的社區」步行籌款8月16

日於天道神學院舉行，籌得款項支持105 
Gibson事工，網上登記footprints.t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大多市佈道會特別奉獻：為9月12-14日舉

行的大多市佈道會（Festival of Hope）收到

奉獻共$16,604.35，全數寄往「加拿大葛

培理佈道團」。

2.父親節週六崇拜福音聚會：6月14日舉行，

講員：徐武豪博士。會後有BBQ、家庭合照

及美食。

3.城北華基哥爾夫球錦標賽：8月9日在 

Bethesda Grange舉行。

4.6月29日舉行會員大會，有1,367會員

（68.32%）參加投票。98.90%通過城北華

基教會過渡成為加拿大非牟利立案法團法

案（Canada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s Act）
延續規管的立案法團。

5.P E T （個人佈道訓練）：6月28日舉行，

講員：徐武豪博士。

6.7月份和平福音短宣隊。東亞：曾普成、

林羲文、孔詠筠、林陳笑英、麥楊文可、

陳楊志堅、麥錫榮、卓健雲、鍾宏發、周

銳、李芷諾、朱鄧麗麗、李芷汶、周周

燮芳、朱紫明、周祉凝、吳林翠玲、吳

梓穎、陳碩鴻、張加希、徐櫻洋、徐應

麟、李王京榮、劉美華、郭美玲、張加信、

歐碧娥、張炎、王仕強、張李真佩、陳蔡

小玉、陳樂宜、李恩萍、邵力群傳道、

吳享榮、陳偉賢、秦嘉敏、葉靜、王軍

祥、陳志峰。薩爾瓦多：吳漣漪。Urban 
Promise：李大新傳道、吳老永萱實習傳

道、Gabriel N Mok, Jasmine C M Yeung, 
Kevin Chan, Lulu L Mark, Matthew J Chan, 
Nicholas S Y Yeung, Naomi Wong, Quinn Y S 
Lo, Samantha H Lau, Timothy Y H Chan, Zoe 
N Chan。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四十天經禱運動」有超過300兄姊參與，

超過100兄姊完成。

2.兒童暑期日營於7月14至18，21至25日舉

行。

3.國語堂於8月10日舉行福音主日，講員：謝

飛鵬牧師。

4.「燃動金齡」8月5日至9月9日舉辦電腦課

程：照片編輯整理和短片製作。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會員大會5月25日舉行，93%通過2013年度

財務，94%通過委任會計師負責審核教會帳

目。

2.粵語堂第三季成人主日學7月6日開始。

3.兒童暑期聖經班7月14至25日舉行。

4.國粵語福音主日7月20和27日舉行。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部：6月22日保險公司到教會舉行“A 
Plan to Protect”講座及工作坊。

2.7月20日舉行粵語堂迎新會及家議會。

3.教會浸禮於8月24日主日舉行。

4.獲聯邦政府暑期工補助計劃，全額資助

Justin Wong, Jessica Su, Samantha Yuen, Jody 
Yip在夏令營的工作。

5.教會與多倫多公共衛生局合辦兒童營養餐

製作班，共六週（7至9月）。

6.OJ原住民短宣隊：7月5至17日到魁省北部

短宣（兒童及青年事工）。

7.暑期聖經班：7月14日至8月22日舉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基教部主辦兒童美術比賽，讓兒童表

達對神及教會的愛。參加者為年歲18以下。

2.教會培靈會：7月18至20日舉行，莊祖鯤牧

師主領。

3.兒童基督主日：7月20日，莊祖鯤牧師証

道。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Letty Wong及Yan Liu參與6月25日至7月1日由

使者協會舉辦的愛德華皇子島短宣事奉。

2.英文堂於7月13日舉行戶外音樂敬拜會及燒

烤。

3.兒童暑期聖經日營：7月21-25日在教會舉

行，歡迎4-9歲的孩童參加。

4.教會七月份起，嘗試每月第一主日舉行

國、粵雙語崇拜，方便國語群體參與及適

應教會。這是開展國語群體外展事工第一

步。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兄姊6月29日參加恩福協會主辦第18屆

中國基督徒門訓營主日崇拜，並負擔部分

兒童事工。

2.Winnie Yang, Jeffery Qi, Tommy Liang, Emma 
Liang於7月5至14日參加北約堂組織的OJ短
宣。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粵語堂6月23日舉行燒烤外展。

2.長者團契在 Innisfil 公園舉行團契活動.

3.有14位青少年參加“The Festival of Hope”
佈道會訓練。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兒童暑期夏令營：8月18至22日在14430 
Bathurst St.舉行。適合幼兒高班至小學六年

班兒童參加。

2.家庭營：7月19至20日在Seneca學院舉行。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1.有12個大人和小孩6月參加中國基督徒門訓

營。

2.5、6月各一次小組組長訓練班，有10多人

參加。

3.本會有8人參加城北教會植堂策略研討會。

新會員

城北－鍾羅全、鍾翠珠、黃文軒、董曉麗、黃勝、

劉聖奇、劉茜、萬紅。

離世

愛正－徐雙鴻6月10日安息。

麥城－林蔡影6月10日安息。

人事

城北－陳蔚榮5月12日起出任部份時間Media 
Coordinator。



華基聯會於6月28日舉行按
牧聖職典禮，按立美堅堂
謝飛鵬傳道（前排中）為
牧師，會後與按牧團及謝
師母、兩女兒合照。

華基聯會2014年各堂暑期實習神學生和實習傳道參
加6月18日華基教牧同工團契後合照。由左至右：
（後排）葉天琳、胡樹興、李德科、張漢平、莊
敬、莫家承。（前排）Irene Moe、陳琦、Eleanor 
Kwan、鄧古諾欣、張曉燕、Angela Ma。（吳老永
萱、謝哲昊當天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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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教會植堂策略研討會於6月7日舉行。岑甘葳玲牧師（前右四）帶領百里、
奧城和旺市堂作植堂交流及分享主內事奉的心路歷程。

城北國語堂陳利瓊傳道（前排左四）於6月往中國教會證道及
培訓同工。

華基聯會差傳部每年撥出差傳經費資助神學生，受資助神學畢業生今年
計有：盧潔香、陳琦、吳兆榮及非華基會友王瑩（由左至右）。

本會支持的趙崇令傳道（右）於6月底退
休，卸任大多市宣教中心的職務，黃少明會
牧於6月中出席他的榮休慶典。

城北堂和平短宣隊於6月27-7月12日到肯亞作短宣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