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是關係的串聯，它能串起不同的音符，譜成和諧的樂章；它能

聯起各部的聲音，成為悅耳的樂曲；它更能將世人的心靈緊扣起來，成

為有感情的共鳴。串聯（或作連接connectivity)只是一個過程，能夠把參

與者的心靈與樂曲連結一起，達至真、善、美的境界，這才是音樂關係

連結（connection of relationship）* 的真正意義。

教會的音樂是敬拜的音樂，是將敬拜者與神的關係連結起來，藉

著音樂、歌曲，我們向神獻上頌讚；藉著詩章、頌辭，燃點「愛神、

愛人」的心靈。歌羅西書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3:16）其中「彼此」、「互相」都是

關係的連結，從而達到和諧合一的敬拜。

在敬拜事工上，作為牧者，我的角色是教育、裝備和鼓勵

信眾讚美和崇拜上帝。我願意與您分享如何活用您的恩賜，

特別是音樂的恩賜去服事上帝，達成神人關係的連結。

用音樂事奉祂

在神的教會裡，有些人認為他們是特別被分別

出來帶領崇拜，覺得自己比較優秀，才被揀選去

領唱、和唱或演奏。《聖經》記載大衛王在約

櫃前的敬拜和所羅門王獻聖殿的崇拜，其中

委任的歌唱者都是受過訓練，是優秀的歌

者才被選召去事奉神。蕭規曹隨，教

會委任專才的歌唱者協助教會崇

拜是合情合理的。

林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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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崇拜組員和詩班，理應在主日崇拜裡領導會眾敬拜

神，是高舉上帝，卻不是表現我們自己。所以每位參與崇拜

事奉的人都當努力進修，磨練我們的屬靈恩賜，藉著音樂、

歌曲、藝術和虔敬的心靈，以誠以靈在崇拜中敬拜主、服侍

人。

有一點我們必須知道，參與者的態度比任何技巧都更為

重要。社會上天才精英比比皆是，上帝卻要尋找那些用心靈

誠實拜祂的人（約 4:23），這些人應該有以下五個特點：  

1.必須重生得救－上帝拯救世人，以至我們能用心靈和誠

實去敬拜祂。一個人若不認識神，又怎能敬拜祂呢？我們

若要在真理中崇拜神，就必須建立在認識祂的基礎上。

2.要一心跟隨神－崇拜事工是人向上帝表達心意，崇拜

是否被神接納，帶領者的態度比任何事都更為重要。加入

教會的敬拜小組與加入社會上的搖滾樂隊是完全不同的兩

回事，因為崇拜樂隊的焦點是神，要帶領屬祂的子民進入

祂的同在，並不是用幾首經典基督教流行曲去娛樂人。因

此，崇拜組 * 必須由敬拜者組成。有些時候，我們太注

重音樂人的音樂才華，稍一不慎，整個團隊都會受到影

響。《聖經》明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16:7）個人在神面前的心思意念才是真實的。「你

本不喜愛祭物⋯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

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51:16,17)

3.以謙卑來服事－謙卑比專業精神更重要，這是崇拜小組

在他們的專業才能上，常要保持的態度。崇拜的目標是取

悅主，因為「祂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4:6）

。崇拜組不是表演，不是在會眾面前博取印象。如果教會

想僱用音樂人在崇拜中服事，應該先在教會裡觀察他們是

否真心進入崇拜；沒有事奉時，是否也來崇拜？怎樣對待

其他人？與他們相處，看看他們品格的美善。

4.有受教的心靈－我相信一個事實，參與就是學習。對牧

師和屬靈導師的糾正和忠告，我們必須虛懷若谷，時常保

持學習的態度。 

5.穩固教會關係－真誠的崇拜來自內心，台上的帶領不會

標榜任何一個人。崇拜領袖對週圍的人都應有牧者的心腸

和警覺，此外，音樂不應該是我們在教會裡唯一的參與活

動，他們應參加團契、小組、主日學、查經班、祈禱會和

不同的訓練，這些活動都是關心別人，建立關係的機會，

當大家交情越深，信任就越大。

音樂人與牧者協調

很多時候，敬拜小組與牧者存有隔膜，雖然彼此都清楚

主日崇拜的主題，但是雙方溝通仍有問題，我相信缺乏溝通

是因為事工準備時間不足，有不同期望和缺乏遠見所至。曾

有帶領敬拜的同工來電或電郵給我，要求知道主日講道信息

內容，以便揀選合適的詩歌及經文。當時除了講道題目及選

用經文外，其他資料仍未就緒，皆因講員仍未完成講章；更

沮喪的是，有時候敬拜小組已完成練唱，講員卻臨時要求更

改詩歌及崇拜程序！敬拜小組因而大感不滿，牧者要協調有

藝術家脾性的敬拜小組與講員合作，維持彼此間的和諧關係

殊不容易！

《主日一小時：開創奇妙與改變的時刻》（An Hour on 
Sunday: Creating Momen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Wonder）一書

中，美國Willowcreek教會的節目總監Nancy Beach集合多方意

見，總結藝術工作者盼望與他們同工的人，更瞭解他們的工

作和挑戰。書中記載她與主任牧師Bill Hybel的對話，他們有

趣的討論或者可以成為我們思考的始點。以下是她總結兩組

人的心聲：

2

註1.我們要辨別「連接」（Connectivity）與「連結」（Connection）的分別，例

如科技可以把人連接起來，但真正的「連結」才能建立有團結精神的群體。

註2.崇拜組包括敬拜小組、詩班及司事組。

牧師/傳道人 敬拜小組/詩班/藝術工作者

講道信息

我的責任範圍廣闊，除了預備講
道資料，更要專心處理很多事
情，我已竭盡所能。

講道信息

我們要把最好的獻給神，服侍教
會的弟兄姊妹。主日前兩天才通
知，實在不夠時間準備！

回應

對有愛心和建設性的請求和建
議，我會回應；但是我不喜歡被
人攻擊或詆毀，說話的語氣非常
重要。我不希望每次與你會面都
有如履薄冰的感覺，我盼望當我
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時，不用懷有
戒心，害怕有人感情脆弱而受不
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應該知道
所做的事全是為教會的益處。

回應

無論好與壞，我們都渴望聽到你
的意見。請你用建設性的評估來
支持和肯定我們的事奉。我們要
確實知道，你是為我們設想，我
們無須戰戰兢兢害怕你的批評。
其實我們喜歡與你同工，尤其當
你採納我們的創意，配合你的講
道信息的時候。

臨時修改

我衷心盼望聖靈引導我預備信
息。為了造就信徒，有時候需要
作出修改，但我會盡量避免隨意
改動。

臨時修改

我們練詩需要人手配合工作，改
動過程比你想像更繁複，臨時變
動對我們造成壓力。

工作量

作為教會領袖，我要日理萬機，
身負重任，不可能把時間全用在
預備信息和與敬拜小組的協調
上。

工作量

我們發揮創意需要時間，沒有喘
息的時間，不能提供好材料。邀
請嘉賓協助敬拜、找尋合適資
源，令崇拜更有深度，都需要你
的支援。

職責

我的工作實在困難。

職責

我們的工作實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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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相信很多人都會記

得，許多年前的一個聖誕電視廣告：嚴寒的冬夜裡，柔和的歌聲與微微的

蠋光一點一點的傳開，那份說不出的平靜與和諧，溫暖人心，廣告歌的歌

詞，令許多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否就是最美的和音？究竟何謂「完

美的和音」呢？

我從小就喜愛參加合唱團，一直以來都抱著「不計成敗，但求參與」的心

態，總喜歡跟著大隊出席校際音樂節及不同類型的表演項目。我只是隨心

而為，從來沒有計劃過將來要做音樂家或歌唱家，我只是享受著合唱團的

表演，亦對安排表演日程的行政工作感到興趣。直到要申請大學時，老師

要我列出選科時，我仍然毫無頭緒。當時認識一位大哥哥，他在多方反對

下完成了音樂學位，成為音樂老師，而他當初選讀音樂的決定，是基於

他清楚知道這是神給他的召喚（Calling）。雖然那時我不太明白他的一番

話，卻被他的熱誠感動。神亦為我開了門，鋪排了進入多倫多大學音樂系

的路。

開學後才知道，原來音樂系的學生，大多都是中學裡的「鋒頭躉」*，所以都

不容易相處，神卻為我安排了一位大姐姐成為我的導師，她是學合唱團指揮及

幼兒音樂教育。自問音樂根基脆弱，從未想過要學指揮，但是這個大姐姐卻多

番鼓勵，我便勇敢地選了指揮作主修科；因為她亦是學生合唱團的經理，我便順

理成章地跟她學習管理技巧。

畢業後，我滿腔熱誠並頗堅持地加入「藝術行政」的行列，因為不太清楚工作的性

質，所以也吃了不少苦頭，例如工作時間長、受氣、收入微薄等。不過，最令我不明白

的，就是許多藝術家、表演者對演出的要求嚴謹，近乎完美，為甚麼在台下他們卻判若

兩人？他們的生命往往跟「美麗」或「完美」有頗大的差異呢！

正當我對自己的專業開始意興闌柵，並抱怨自己多年來徒然勞力，沒有成果時，神卻奇妙地帶

領我來到愛正華基教會，並開始參與中文堂的事奉（以前我是參加英文堂）。在這裡，我學習如

何將專業用在聖工上。感謝神，祂安排了趙善忠牧師作為我的導師，又有一群熱心愛主的弟兄姊妹

做我的朋友和同工，過去五、六年，我們一同經歷不少風波，彼此卻因此更團結、更成長。

最令我感恩的是，我終於明白音樂的真義，音樂只是一項工具，它是神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樑。詩歌裡的

歌詞，不論是聖經的經文或作者的感想，都能將人帶到神的面前，神的話語、激勵和信息，也隨著歌聲或

音樂帶到人中間。與此同時，敬拜讚美的詩歌不被時空限制，今日只要我們有口能頌歌，不論任何地方，

唱頌先賢古舊聖詩或現代的原創音樂，都能同感一靈頌讚神恩，這實在是神賜與人類最美好的禮物，更比任

何一個手機計劃更優惠，因為那是免費，並且無限通話！讓我們隨時隨地都能歌頌神！

在敬拜事工上的服侍，讓我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計劃，是何等精細，並且不斷地擴張。雖然我恩賜不足，神卻

給我一個又一個的機會去學習，並且在聖靈裡漸漸成長。願你在教會裡也找到適合的事奉崗位，並多用詩歌

讚美神。我想，當全地都讚美歌頌祂，那就是神喜悅的「完美的和音」！

（作者為愛正堂執事） 

2010年6月 3

完美的和音最美的敬拜	  

但願我們能用和諧悅耳的樂曲及事

奉，以傳統及創新的敬拜方法，幫助人與

主耶穌結連，使每週的敬拜成為：

最佳的場合，

	 讓因罪跌倒的人與救贖的神相遇；

最佳的環境，

	 讓社區的人互相認識及連繫起來；

最佳的安排，

	 讓信心運動新方向得以大大展開；

最佳的氣氛，

	 讓信心的群體反思核心的價值觀；

最佳的機會，

	 讓迷失的群羊認識慈愛的牧羊人！

（作者為城北堂牧師）

黃慧敏

註3：「鋒頭躉」為廣東口語，即很威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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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善忠 
我猜想：有一天，神在大地撒下一組輕快的音符，於是人間就出現了一首首美

麗的生命樂章。 

我回想年青的日子，嘴角仍不禁露出一絲笑意。未認識上帝時，我以為自己的

音樂天份與生俱來。小時家中並不富裕，除基本教育外，父母無法栽培孩子其他興

趣，誰都不察覺這小子的音樂潛能。上了中學，在各種音樂活動都有卓越表現，中

西樂老師都給與很多表演機會。中樂老師是有名國樂二胡演奏家，得著他的賞識，

我成為他的入室弟子，獲得免費指導；翌年，便在校際比賽中贏得二胡亞軍。相繼

西樂老師也器重我，派我出賽音樂活動，賽果都在三甲之內。至於其他樂器，都是

無師自通。隨手撿來一個破結他，加幾口鏍絲，便成為彈奏多年的樂器，還在社區

青年中心開班賺取學費。 

這段人生序曲實在叫人讚嘆，誰說那不是神的手筆？祂親自將生命賦予每個跳
動的音符，每段抑揚的旋律。有一天，這個音樂小子聽到神的呼召。	

1975年留學加拿大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認識了主耶穌，並接受祂的救恩，我

開始接觸聖樂。當時華人教會人數不多，詩班規模很小，我沒有正統音樂訓練，憑

信心毅然接受教會詩班指揮一職。藉著不同的事奉和神的引導，靈命日漸成長。大

學畢業後，決心以音樂事奉神。為了在音樂領域上的知識更具實質，我用兩年時間

在大學正式供讀音樂。 

一個節奏明快的主調在趙善忠牧師的音樂人生中出現，那是廣東詩歌的創作。	

畢業後，返回多倫多並參加了The Channels樂隊，為我帶來創作的新一頁。那

個時候，中文詩歌大多是翻譯的英文歌，如「青年聖詩」，都是青年人愛唱的傳統

聖詩。八十年代初香港「齊唱新歌」系列崛起，開始有華人基督徒原創廣東詩歌，

粵語詩歌為當代教會帶來一股沖激。新舊兩派詩歌互有支持者，各持立場，曾有

激烈的爭議。回顧我在The Channels的歲月裡，也經歷過一浪接一浪的創作里程，

我便開始嘗試把傳統的詩歌譜上廣東歌詞。在剛過去的The Channels 35週年音樂會

中，就有人向我們表示，我們的創作歌曲使他們靈命得造就。感謝神，讓我看到多

年來默默耕耘的成果。 

神美妙的音韻樂章有如甘霖雨露，滋潤世人的心靈；細水長流，變成江河，變
得澎湃有力，由本地，流到世界每個角落。以音樂佈道到各地宣教，豈不正是好得
無比。	

神藉著The Channels帶領我到世界各地開始宣教的步伐。五年前，我們立志每

年都到中國，以音樂服事當地教會。神為我們開路，使我們有機會去到不同的省份

和城市，接觸不同的教會。看到大陸同胞歡欣讚頌，全情投入的敬拜態度和回響，

都叫我大受鼓舞。 

趙善忠傳道於2010年1月被按立為牧師，好像一首基督精兵進行曲正要響起，充
滿了激情、力量和期望。誰也料不到，四月卻傳來一聲巨響，有如晴天霹靂，他患
了腦癌。	

我很意外地得悉自己有腦癌，而且是第三期；消息來得那麼快、又那麼嚴重。

我在醫院等候開腦做切片檢查時，不斷思想許多有關生命的問題，其中一個念頭好

像很傻：假若我不能平安走出醫院，就此安息主懷，那我家中土庫的音樂珍藏，就

是用了許多心思、金錢、時間搜集回來的珍寶，不少更是我喜愛的黑膠唱碟，我離

開後，這些「珍寶」都可能成為別人的「垃圾」了，誰還會珍惜它呢？保羅說得真

對：「我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一首生命樂章

The Channels 樂隊四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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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主何等重要，我已經得著了！假若今日我能康復，

我必定不會再盲目地投資在世上的喜好上，因為我明白那些

東西都沒有永恆的意義。我想到有些信徒沉迷某些個人喜

好，甚至連主日崇拜都放棄，那是多麼可惜啊！ 

近日不少非基督徒親友來探望我，我都向他們發出同樣

的挑戰。從前癌症對我來說是非常遙遠的事，今天就發生在

我身上；既然能在我身上發生，也就並非不可能發生在你的

身上。我想給弟兄姊妹一個挑戰，若然今天你像我一樣，被

證實患上第三期腦癌，你會如何使用餘下的光陰呢？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只有在我們最安靜的時候，我們才
能最清晰地聽見神的聲音，最體貼到神的心意。	

此刻，我實在需要靜下來、停下來，我從一個極度活

躍的人，一下子變成一個軟弱、需要依賴別人幫助的人。神

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這之前，我的辦事

作風是快速、高效律的，現在連事奉交棒都迅速俐落；我生

病後，教會的敬拜音樂事工仍能順利如常進行可見一斑。我

要感謝神，因為愛正堂一班敬拜同工們的恩賜潛質都在這時

候發揮出來。我還有另一個體會，就是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

看的。 

我的人生樂章來到這個階段，像是遇上 rest note + 
fermata（延長休止符），彷彿停頓了，卻仍有餘音。作曲

人不會用延長休止符來完結，因為它的出現是為著隨後一段

精彩的finale（終曲）而作鋪排；雖然兩者的長短都沒有一

定，都是取決於作曲者的心意。對人生的樂章來說，那就是

天父的心意。 

如果神願意賜我更多的日子，無論長短，我都會用不同

的手法演繹我的人生終曲，這段終曲要集結從前的精絮，一

次過在最後終結時澎湃地推出來，節奏可急可緩、篇幅可長

亦可短，無論如何抑揚頓挫，它都會是整首樂章中最精彩的

一部份。其中精彩之處，不一定再在臺上演繹，可能是將音

樂化成言語、關懷、行動、鼓勵，與其他癌症病患者分享，

把他們帶到神的救恩中。 

或許有人說：「我的上半場還未完，談甚麼人生終曲？」

嗨，朋友，誰能預知終曲何時來臨呢？每個人的生命樂章都

由創造主所掌管，你看，我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你願意

今日也安靜下來，為自己的生命意義重新定下目標，再思考

甚麼對你才是最有價值嗎？願你能知道永生的可貴，別把光

陰投資在帶不走的物質世界裡。 

（作者為愛正堂牧師）         

整理：陳盧道賢

作者接受左腦抽組織檢查
（biopsy）手術後，4月25
日在The Channels 樂隊35
周年慶祝中作見證；會後
與愛正堂但以理團契、敬
拜組成員及同工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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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我會更美好

這些智障青年非常喜歡音樂，對新購買的節奏樂器很

好奇，愛不釋手。他們的節奏感很強烈，在我的鋼琴彈奏帶

領下，他們已經很快掌握到節奏的速度，拿著不同的敲擊樂

器，隨著琴聲發揮他們的音樂節奏。耍玩樂器時，每個年青

人面露笑容，一副很享受、很引以為傲的樣子。

一連三個早上，他們到不同的教會去表演。這些「特

殊」青年有二女六男，穿上整齊的服裝，隨著富有愛心的老

師在嚴寒下等候公共汽車，沒有半點怨言。在教堂等候表演

時，也很安靜有規矩地坐在一旁。

在我帶領下，他們表演了三個節目。不論是唱歌、跳舞

或樂器演奏（後二者都以聖誕樂曲作音樂背景），他們都全

情投入、面露笑容、手舞足蹈，得到全場熱烈的掌聲。這些

青年很少與外面的世界接觸，是被遺忘的一群人。教會的信

眾很少看到他們，更沒有看過他們的表演。只見觀眾一邊觀

看，一邊鼓掌，非常激動。

最值得高興的，是他們選唱的歌曲是「世界有我會更

美好」，他們不單道出自己的心聲，也向世人宣示智障生命

的無價。他們很自豪地唱出這首歌，督定的眼神，清脆的聲

音，還加上手語，讓每位在場的觀眾無不從容感動地流淚。

想不到這班看似「無用」的青年人，卻給現場觀眾帶來震撼

的反思。

世界有我會更美好，沒有人能像我，

神的眼中我是寶貝，在世上我就是唯一，

我是如此、如此特別在上帝的眼中，

沒有人能取代我。

我是如此、如此特別在上帝的眼中，

沒有人能取代我。		

智障的青年人用最單純的信心，從心裡唱出最觸動人

心靈的歌曲。我知道在世人眼中，他們可能被誤認為沒有價

值、被人輕視；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們都是可愛的寶貝兒。

            

音樂治療在中華
陳偉盈

作者和老師們帶領智障的青年人唱歌、跳舞和樂器表演，
大家全情投入，十分開心。

2007年因為一個教學的機會，我遠離加拿大

的家人和朋友，在中國獨自渡過聖誕節和新年。

在中國期間，我參觀一個由基督徒開辦的智

障人士服務機構。負責人知道我是音樂治療師，

馬上邀請我為那裡的智障青年做一些音樂治療和

預備幾個表演節目，因為他們是第一次被邀請到

市內不同教會有聖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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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坐左四)　與30位來上課的教授和老師們。
　

因祂活著

同樣是2007年的旅程，我有機會到中國山東省一所著名

的大學裡，教授為期一個月的音樂治療密集課程。該省市七

間大學社工系選拔了30多位教授和老師來上課，我向他們介

紹何謂音樂治療。

課程包括介紹音樂治療、音樂對各種疾病的運用方法，

如弱智、自閉、老年癡呆、精神病、情緒抑鬱等。我用生

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播放錄影短片；還

加上音樂遊戲和樂器演奏等，同學們都感到教學方法活潑新

穎，對這個行業感到非常有興趣。

我刻意安排最後一課為「音樂治療和善終照顧」

（palliative care）。首先與同學討論他們對死亡的看法，同

學們反應不一，有人認為這是老年人的事，有人則受國家教

育影響，從來沒有想過這問題；有些人則不想面對，也有人

表示不知所措。

接著，我播映宗教光碟「天堂畫冊」，內容講述一個

患腦瘤的11歲小孩如何勇敢面對死亡。老師們都留心觀看，

不少人還感動得哭起來；也有幾個人中途走出課室外，是躲

避、還是覺得納悶就不得而知。

當40分鐘短片結束後，同學們都回來聚集在課室內。我

詢問他們的觀後感，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很是感動和震

撼。跟著，我勇敢地告訴他們，自己也是一個癌症康復者。

他們聽後，不禁嘩然，大吃一驚！因為他們都不敢相信，站

在面前的老師和他們相處一個月，看來很健康，又活力充

沛，竟然是患過絕症、曾被病痛煎熬的人？對他們而言，是

驚訝、是同情；也有不知所措，啞口無言。

我隨即與他們分享患病的經歷和感受（全場鴉雀無

聲）：「當自己知道患上癌症時，感覺好像是世界的末

日，但是因為我有一個真實的信仰，才可以承受化療、電

療雙管齊下的療程，在艱難痛苦的治療中支撐得住。我學

曉不再抱怨、不再執著、不再問為什麼；只知道每一天能

夠活著，都是一個額外的賞賜（bonus），是一個恩典。」

最後，我和他們分享自己最喜愛的一首詩歌「因祂活

著」，因為歌詞的信息改變我的人生觀，讓我的生命活得

更有意義。

因祂活著，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因我深知，誰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祂活著。

同學們與我一同唱頌這首歌的中英文版

本，我也祝福他們早日能找到獨一的真神。雖

然我們沒有繼續討論信仰問題，但是我相信這

節課對他們帶來很大的震撼。為甚麼一個患有

絕症的人還可以不怕艱苦、不怕困難、不辭勞

苦，從北美去到中國服務人群，為的是什麼？

我只盼望有一天，他們也能找到這位永活的生

命主宰！

（作者為北約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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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非甚麼音樂專家，只是一個很

喜歡聽、很喜歡創作各種各樣音樂和聲

音的人，我對音樂的分享，純粹是個人

的看法和感受。

我聽的音樂種類很多，由一般的流

行音樂到古典音樂、由爵士音樂到前衛

音樂、電子音樂到實驗噪音等，都是我

會聽的音樂類別。我尤其喜歡接觸一些

非主流的音樂，因為實在有太多現代的

音樂不受重視，也有太多古舊的音樂已

經絕版，沒有人去記念和推廣。

常有人問我：「如何去欣賞某類型

的音樂？」我就藉這機會分享我對音樂

整體的看法，希望給與愛好音樂的讀者

提供另一個角度接觸並欣賞不同的音樂。

聽音樂對我來說是一種既理性、又

感性的經歷。何謂理性和感性呢？譬如

說，有些音樂著重技巧的表現，我稱之

為理性的音樂；有些音樂著重感覺，我

稱之為感性的音樂。有趣的是，兩種表

現都可以在各種類型的音樂中找到，有

時候兩種表現都並存於同一首音樂裡。

對我來說，聽音樂如果能持有這兩種態

度：欣賞技巧、享受情感，就可以有效

地接受各種各樣的音樂，並瞭解作曲人

背後想表達的信息。

為何這對我來說是重要關鍵呢？因

為如果作者背後只想表達音樂的技巧，

聽眾卻用了享受情感的心態去聆聽，後

果可能會非常難受，繼而產生對這類音

樂有不客觀的厭惡。譬如實驗性音樂本

身就是要突破某種音樂規限，進入非一

般的聲音領域。若用享受情感的心態去

聽這類音樂，是一件痛苦的事。相反，

如果用欣賞技巧的心態去聽一些輕音

樂，你就發覺那裡並沒有可取之處。

我認為有了以上的心態，就會懂

得聆聽音樂；先要聆聽，方可明白並欣

賞。欣賞藝術並不始於明白，乃始於接

觸，音樂也是一樣。先接觸（聆聽）、

後明白，然後才決定自己是否喜歡作者

所表達的信息（這是欣賞的階段）。正

如當日英國女皇問英國作曲家Brian Eno
能否明白她的音樂時，Brian Eno回答她

說：她一定能夠明白，但並不代表她一

定會喜歡。喜不喜歡某類音樂並非主觀

的表現，但是未聆聽和明白已經決定不

喜歡，就很是可惜。有些所謂愛聽音樂

的人，都是這樣主觀地排斥自己未明白

的音樂。

當然，聽音樂本身是一種私人喜

好，沒有對與不對；但作為音樂熱愛

者，我覺得培養中肯的聆聽音樂態度是

欣賞音樂的一大開始。可惜的是，時下

音樂推廣往往功利互惠，這不就正正建

基於聽者習慣的音樂性質和類別，而非

著重推廣不同的音樂，讓聽者自行選擇。

可能有人會問：「我不懂音樂，

何來欣賞技巧呢？」這我會反問：「我

們大部份人都不懂演戲、唱歌和繪畫，

但是我們如何能欣賞演技、唱功和畫功

呢？」答案很簡單，只在乎有多少熱

誠、多少接觸和花多少時間去明白？看

戲看多了，自然能分辨演技的好與壞，

音樂技巧也是一樣，當然，若懂音樂，

就更快能明白了解，但並不一定需要。

我亦想分享對詩歌的理解和看法。

詩歌的寫作最明顯不過，在此不用花

篇幅去講解。因為詩歌有特定的主題目

標，詩歌表現是感性的情感，要讓聽眾

透過詩歌去回應神。因此，在詩歌特定

的目標和前題下，詩歌不著重技巧的表

現是正常的；但是作為基督徒的音樂創

作人，有必要去思想如何運用神百般的

恩賜和創作靈感，去突破詩歌創作的界

限，又不失詩歌寫作的目的，這真是一

個大課題，值得我們彼此從神領受、分

享、研究並討論，我只能作個引子讓大

家思想，盼望透過不斷嘗試和反省，我

們能將詩歌創作推上更高的領域，榮神

益人。

（作者為城北堂會友）

從聆聽到欣賞音樂
大衛 劉家斌

我可以
　轉工嗎？

你的處境也是不少在職者
的處境。經濟存在暗湧急

流，搵食艱難是鐵一般的事實。
處理工作壓力固然是當務之急，
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自己的全人得
到提升，以至能活躍於明日的職
場。

我們先要仰望神。不是求

天父另外預備一份工，而是尋求

引領，在事業上走他的路。請注

意以下問題：我在目前的行業工

作，意義何在？天父為何容許我

經歷目前的磨練？我要學的究竟

是甚麼功課？工作的方向與人生

召命關係緊密，在困境中縱然看

似遙遠，實則不能不考慮。

在尋求父神心意期間，讓我

們每天求主耶穌帶領我們上班，

因為耶穌基督既是萬有之主 

（西1:16-17），當然也是職場

之主。不要以為教會以外的工作

只屬俗務，與主耶穌無關。儘管

人類社會敗壞，工商業機構存在

種種不公平，甚至剝削欺詐，世

上一切仍屬基督。上帝要藉著他

「使萬有與自己和好」（西1:20）

。

問： 公司經濟緊縮，我要兼
顧更多的工作，上司毫
不體諒，還要求多多。
我每天長時間工作，筋
疲力竭，好想辭職另謀
高就，卻又害怕職場沒
有空缺，真是痛苦啊！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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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第二個課題，應該擴大範圍是：「如何扶持長時期

在高壓下工作（生活）的弟兄姊妹，與他們在主裡同

行？」

與其當有人失業（不論短期或長期）才去關顧，不如

在風浪未起的日子就扶立弟兄姊妹，讓他們的心靈得到更新

建立，在危機中靠主站穩。這課題牽涉面很廣，難以全面討

論，最好交給個別的教牧團隊，按照本堂的具體情況部署策

略。以下簡述一些今天很普遍的個案：

1.某弟兄在資訊科技行業工作，雖然薪酬高，但基本上隨傳

隨到，又要不斷提升知識技能，以防遭受淘汰。長期壓力

下，家庭生活受到影響，卻投訴無門，不知如何是好？

2.一位姊妹從事銷售業，屬於多勞多得，卻因為「過分為顧

客著想」而遭公司為難。無奈在小組中難以言明委屈，大

家都未能體會她的處境，故此鬱悶在心中。

3.A弟兄剛踏進中年，是中層管理人員，越來越感受到被後

輩取代的威脅。他很想繼續往上攀，卻開始覺得力不從

心，要另謀出路，又不知道能否轉換行業。

4.B弟兄大學畢業四年，做過四份工，最近遭解僱，索性放

假半年旅遊，希望尋求上帝旨意。弟兄熱心教會事奉，但

無心研經，想求問神但不知從何著手，困惑中決定與小組

兄姊商量。有人建議他乾脆到神學院進修，「全時間事

奉」。

5.C姊妹做市場推廣經理，常常出差。她事業算是成功，三

十出頭，未婚，開始感受到親友的壓力。另一方面，姊妹

彷彿聽見主的呼召，要她接受裝備，到海外做開荒宣教工

作。她很想有一位成熟的姊妹與她在靈程上同行，可惜看

見教牧每天都忙著照顧在危機中的會友，應接不暇，唯有

獨自默默禱告。

以上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要我們提供具體的答案，因為

他們的處境都存著很多變數，旁人不容易提出任何意見。事

實上，人們需要的往往是一雙願意聆聽的耳朵、一顆開放的

心靈、一個願與他們同行禱告的知心友。

讓我們多聽、少說，心中不斷禱告。今天在低谷中的弟

兄姊妹，當你們離開幽暗，記著回頭鼓勵其他人。今天事業

平順的弟兄姊妹，要與哀哭的人同哭。「彼此相顧，激發愛

心，勉勵行善。」（來10:24）

（回答者為城北堂傳道）

問： 如何扶持長期失業的弟兄姊妹，與他們在主裡同行？

可是，當我們四面受壓力，又怎能在工作中尋求更高的

意義呢？老實說，有時我們真的連禱告也不會，或者不想！

怎麼辦呢？讓我提出以下幾點，以供參考：

1.工作壓力太大，可伺機轉工。按加拿大社會與職場機制，

工作者的基本權益是受到保障的。假若公司不守法例，忽

視雇員利益或健康，可視乎情況，經過禱告，然後採取合

法行動。

2.考慮轉換環境前，務必禱告。事實上，早在工作還沒有出

現困難，就應該常常為職場禱告－為自己的工作禱告，也

為同事、顧客、老闆禱告，更要為真理能在職場彰顯而禱

告。轉工未必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為新的公司和崗位，

不一定讓你輕鬆！鼓勵你嘗試尋求困境的因由。是否真的

完全錯在公司？會不會是自己的問題？或者雙方都有責

任？會不會是人際關係或者溝通的問題？我並非不相信你

的苦況，只想提醒一句：萬一有潛在問題，不可逃避。

3.學習與人同工、與同事合作。曾經有人一再轉工，以為可

以擺脫難題，卻不知道自己背著許多包袱，反而在每間公

司重蹈覆轍，最後才發現是自己欠缺與人相處的軟技巧

（soft skills）。不少管理人員認為，今後要在職場立足，

除了擁有相關的知識技能，還要善於處理人際關係。

4.與人同行：教會的小組是你最緊密、最直接的支持網絡；

是你傾訴的對象、是你禱告的夥伴、是你分辨引領的好靈

友。

5.與主同行：我每天上班是單身上路，還是刻意跟主耶穌一

起走呢？我有習慣清早起來尋求主嗎？需知道職場如戰場

（是「屬靈的戰場」）。我深信使徒保羅勸勉我們:「穿戴

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6:12）這

經文之所以緊隨夫婦、父子與主僕關係的教導（弗5:21-

6:9），是因為我們在日常的崗位同樣需要站穩！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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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神的感動和恩典，一支五人

的和平福音隊在城北國語堂傅再恩牧

師和師母帶領下，今年2月3日踏足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簡稱阿聯酋），作

為期兩個半星期的短宣旅程。我們不

單把問候和物資帶給在當地事奉的鄔

宣教士家庭，支援他們的福音事工；

也同時進一步了解阿聯酋福音事工的

實際需要，以便有更長期的和平福音

計劃。

事工

傅牧師過往曾到阿聯酋短宣，有

極好的人事網絡，我們因此有機會走

訪當地三間不同的華人教會，也和當

時在那裡探訪的兩支短宣隊有交流及

分享。

我們的短宣團隊主要支援鄔宣教

士事奉的教會，那是一所增長十分快

的教會，服侍的對象是從中國來當地

工作的群體；全教會約共

160多人，九成是勞工，其餘是專業人

士。七成會眾已信主，而信主的會眾

一半都接受了洗禮。

2月12日春節佈道晚會中，約有

600人出席；因著神的恩典，共有162

人信主。我親眼看到神的大能，祂呼

召帶領多人歸主；另一方面，我知道

跟進及栽培事工也十分艱鉅，鄔傳道

和鄔師母在工場上不分日夜，拼搏為

主作工，也沒法做得完，令我十分感

動。

和平福音隊跟隨鄔傳道和師母

探訪當地勞工，他們大多是從中國內

地來的建築工人及技工，也包括鞋廠

和髮廊工人。探訪通常都在晚上、待

工人下班後進行。其中兩次探訪都與

約十位工人在集體宿舍內的康樂室聚

會，這康樂室由不同種族的工人共

用。當其他工人在打乒乓球、打撲克

和抽煙的時候，這群華工基督徒與一

些工友就在某個角落用詩歌讚美神，

專心聆聽傳道人及我們的分享。有一

刻，我彷彿看到三個十字架在場地中

陪伴著我們，感受到神的話語就像甘

露一樣，滋潤工人們饑渴的心靈。

另外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探訪，當

我們走進工人宿舍入口時，看到小空

地上鋪了幾張毛氈，這是回教徒一天

數次祈禱的地方。轉上二樓，經過簡

陋的公眾浴室，那裡掛滿剛洗濯的勞

工衣服。那天晚上，短宣隊在一個華

工房間中聚會。這間不足200平方呎的

房間竟然住了八名工人，他們的私人

空間就是自己躺睡的一格床位。工人

三餐都是公司包伙食，但是他們都說

吃不慣，所以常擠在小房間內為自己

弄點菜吃。那天晚上可真熱鬧，還不

時有些小蟑螂探出頭呢！儘管聚會在

擠迫簡陋的房間內進行，但是分享和

見證卻叫人扎心。

和平福音隊亦有機會探訪另一個

工場兩間不同的教會，那裡離開鄔宣

教士的教會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第一

間教會由施牧師帶領，他從2007年1月

來到中東開荒，如今已開設了四個福

音據點。靠著神的恩典和他對宣教的

堅定心志，他繼續開墾工場，為主作

工。施牧師帶領我們團隊參加沙地禱

告會，與一群勞工在沙漠中唱詩歌、

讚美神；又跪在沙地上禱告神。雖然

沙漠中看似甚麼也沒有，但那清香撲

鼻野地的花，卻喚醒我們：在乾旱無

水之地，神仍然掌權，祂正呼喚世人

歸向祂。主啊！你的香氣吸引我，我

就快跑跟隨你。

另外是一間成熟和有基礎的教

會，座落於同一個城市。會眾包括商

人、專業人士和工人。我們也在這裡

舉行春節佈道會，神又讓一百多人決

志信主！我領略不單要為創啟的教會

禱告，更要努力尋求神的帶領。

短宣隊在阿聯酋最後一天，正

好是鄔宣教士帶領每週五下午的崇拜

聚會，我們抓緊機會，舉行了浸禮聚

會，傅牧師為18位勞工施行了水禮。

聚會結束後，我們便趕往機場，離開

這個充滿恩典的地方。

民情

這次走訪阿聯酋兩個城市，宗

教信仰都以回教為主。每天街上有定

時宗教廣播，甚至商場內也設有祈禱

室，方便市民向所信奉的神祈禱。世

界第三大回教寺也座落在其中一個城

市。

觀察所得，阿拉伯人生活豐裕舒

適，一般日常起居飲食都和北美很相

似。若不是在商場中看到身穿傳統服

不再一樣的生命．在阿聯酋與神同行
盧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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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的阿拉伯人穿插往來，你可能以為自己正身處北美大型商場。這些阿拉

伯男子走路都是挺著腰、氣宇軒昂，滿有自信。服務阿拉伯人的工人大多

來自東南亞、印度等外地勞工。勞工若能操英語，多數當上服務性行業，

如售貨員、侍應及小買賣商人等；若不懂英語，就要做建築和工廠等勞動

性行業。

因著石油工業興旺，這兩個城市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急劇發展。無論

樓宇或公共設施，都非常新穎。可惜金融危機也為這兩個城市帶來負面影

響，從市內有許多被空置、無法完工的樓宇可見一斑。短宣隊從接觸的勞

工中得知，他們工作量大不如前，薪酬也相應減少，有些工人甚至決定返

回中國。

契機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

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9:35-38）

耶穌基督是滿有憐憫、恩慈的主，祂在二千多前對門徒所說的話，今

日也對我們說。神把這群心靈饑渴的華工從中國帶到這片土地謀生。我有

幸親眼目睹神的大能，呼召多人歸主，又用大愛潤澤他們的心田。禾場已

經發白，但收莊稼的人卻少！我們如何回應神所交託的福音使命？如何把

握這個福音契機呢？

世局雖然變幻無常，但天父已賜下美好的契機，我們可以在鄔宣教士

服侍的工場上實踐「和平福音計劃」，作出長期策略性的支援。從傳福音

的策略以致跟進栽培當地信徒領袖，都是和平福音團隊將來工作的重點。

感受和自省

環境缺乏，心靈富足：當地民工雖然身處環境貧乏、物資不足的境

況，但是神福音的大能卻使這些心靈乾渴的人得到活水泉源的滋潤，心靈

得到富足。原來富足的生命不在乎環境，而是源於神、在乎神。

身體疲倦，心靈喜樂：記得那天佈道晚會後，短宣隊、鄔傳道、鄔師

母與他們的兩位女兒一起到一家中國館子吃宵夜。我看到鄔傳道和鄔師母

疲倦了，他們兩個女孩也十分疲累，宣教士在福音工埸上拼搏為主作工，

身體雖然辛勞疲倦，神卻使他們心靈得到快樂。他們不單把自己獻上，也

把全家人擺上，毫無保留。我深受感動和激勵。

內在專注，外在張力：兩個半星期的行程，雖然馬不停蹄，但都專注

協助當地福音事工。回到加拿大的慣常生活後，頓然察覺自己正承受多方

面的張力和影響下生活。故此，我提醒自己必須時常反省在家庭、工作、

教會事奉和社區參與中有所平衡，又不偏離神所交托的使命。

26年安逸，18天體驗：屈指一算，在北美已渡過26年安逸平穩的生

活。因著神的恩典，能參與18天的「和平福音」之旅。感謝愛我的天父，

藉著中東一些街道景象，使我尋回過往歲月中，已靜悄悄被偷走神賜與的

積極生命力。若把人生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我已錯過春夏，願

意在這深秋之年，重拾神所交托的使命，專心一意、多作主工。

願神把我們短宣隊看到和感受到的事，你也同樣能看見和感受到。讓

我們手牽手，藉著主的帶領和恩典，同心傳揚神和平的福音。那麼，你我

的生命就不再一樣了！

（作者為城北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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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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477-9152 
Email: admin@tccc.ca  Websit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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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884-9465 
Email: mailbox@rhccc.ca Websit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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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416) 498-5234 
Email: mccc@mccc.on.ca 
Website: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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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905) 479-3062 
Email: mccc@markhamchurch.com 
Website: www.markhamchurch.com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orth York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M3B 1T1 
Tel: (416) 441-2232 Fax: (416) 441-2234 
Email: info@nyccc.ca Website: www.ny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 王成偉牧師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T 2M2 
Tel: (416) 299-3399 Fax: (416) 291-7001 
Email: mandarin@tmccc.ca  
Website: www.tmccc.ca

Cornerstone CCC – Rev. Andrew Lau
Worship: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1000 Carlton Rd, Markham, ON  
Tel: (905) 294-3554 Fax: (905) 294-5736 
Email: pastors@cornerstonechurch.on.ca 
Website: www.cornerstonechurch.on.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Rick Hansen Secondary School 
1150 Dream Crest Road, Mississauga, ON 
Tel: (905) 896-9822 
Email: info@wtccc.ca Website: www.wtccc.ca

Unionville Oasis (UCCC) – Rev. Kai Mark
Worship: Pierre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 
90 Bur Oak Avenue, Markham, ON 
Tel:  (905) 415-2747 Fax:  (905) 479-2232 
Email: admin@uoasis.ca   
Website: www.uoasis.ca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 謝安國牧師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Niagara Falls Korean Presbyterian Church 
4898 Kitchener St., Niagara Falls, ON
Tel: (905) 650-5899 Fax: 905-371-0399 
Email: info_nrccc@yahoo.ca 
Website: www.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Tel: 705-726-7295 
Email: barriechinese@gmail.com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Aurora Cornerstone Church           
390 Industrial Parkway South, Aurora, ON
Tel: 905-884-3399 x 237

珍惜時機，懷抱今天

上帝所創造的，都是有特別目的與效能。上帝造亞當，把他安置於伊甸園，

叫他修理看守；上帝保守摩西免受法老之害，是要他去拯救在埃及的以色列民；

上帝揀選以賽亞先知，在黑暗時代中宣告上帝的計劃。

我們不但被神所造，更是神以重價買贖回來，在我們的生命中，有他更高的

旨意與目的。為著每個時代的需要，上帝裝備不同的人，生命何其短促，神讓我

們來到這個世代，我們應當榮耀天父聖名！

是敵是友，分辨清楚

人的失敗，因陷入迷糊混亂中，不能分辨誰是敵、誰是友。多少人因誤交

損友而身敗名裂，也使與他有關係的人受苦。耶穌的門徒猶大，他的失敗成為

信徒一生中最寶貴的警誡。箴言說：「朋友乃時常相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17:17）

好朋友如同弟兄，同心協力為當跑的路齊心努力；而敵人呢？為了滿足自

己的私慾而做破壞阻擋的工作。在異端邪教興起、道德墮落、罪惡泛濫的時候，

正是傳福音的最好時機，要識破魔鬼撒但的計謀，靠主能力，努力向前，廣傳福

音。

明察時機，靠主啟航

主耶穌對他的跟隨者說：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熟，可以收割了（約4:35）

。趁著今日的最好時機，趕緊工作，不要用任何藉口來拖延。百里巿華基教會的

開始與成長，乃是看準屬靈浪潮，順著風啟航前進。

（作者為百里巿堂傳道）

榮耀天父聖名！
陳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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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 受資助隊員 目的地 主辦機構 日期

UCCC William Wong 烏拉圭 福音動員會 1月10日-2月1日

愛正 吳克定、陳錦暉、崔國聲、周靜賢、馮元輝、林寶源、戴鈺樺、阮文禮、    
阮丁美麗、張瑋

巴拿馬 愛正堂 1月14-25日

彭繼光、彭劉敏貞 西非 加拿大環球福音會 1月30日-2月15日

城北 楊光大

CCCC Steven Shaw, Kevin White, Vernon Kee, Samuel Lee, 李靜宜, 吳子沖,     
Jessica Yeung, Devika Yu

尼加拉瓜 Cornerstone CCC 3月12-21日

城北 傅再恩、傅陳淑芳、張文琰、盧永光、麥子全 阿聯酋 城北堂 2月3-20日

瀑布 蔡靜怡 柬埔寨、 2月18日-3月9日

霍黃綺兒 寮國、緬甸 神州華傳 2月18日-3月19日

城北 黃少明 柬埔寨 2月19-25日

Ann M. Chan, 陳炳堅、李張潔芳、丘慧珍、丘鼎樑、丘于巧容、Betty Choi, 
李珮婷、劉袁孟萓

加爾各答 城北堂 3月12-28日

西區 楊德生 巴拿馬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 3月22-31日

北約 黃纘舜、朱幸平、蕭展文 牙買加 北約堂 4月1-12日

林嘉輝
肯尼亞 Mully’s Children

城北 Kelly Mah, Genevieve Rosca, 陳耀光、陳彭莉芬、陳馨蘭、陳馨蓮、孫莎莉、 
沙曉善

Family 4月2-19日

愛正 陳紹平、楊俏、陳淑霞、陳穎洲、周昆林、崔煥好、何樹錦、楊小瑩、      
伍姿樺、司徒頌、黃裕華

巴拿馬 愛正堂 4月6-20日

美堅 李賴小蓉 牙買加 美堅堂 4月19-30日

北約 謝倢 巴拿馬 北約堂 5月6-27日

西區 周樂婷、盧啟諾 秘魯 Medical Ministries Int’l 6月12-26日

黃衛理 台灣／香港 CTI Music 6月8日-7月17日

愛正 Bethany Leung 尼加拉瓜 Water Ambassadors 7月3-10日

黃關寶瑩

北約 黃纘舜、張蔚欣、陳天賜、陳昱揚、陳思雅、謝倢 、謝哲昊、王斯漫、    
黃道正

James Bay 北約堂 7月3-12日

陳宇琛、Denton Choo, 馮愛林、李浩德

城北 岑甘葳玲、岑健樑 阿聯酋 城北堂 7月8-24日

陳炯 阿聯酋 城北堂 7月10-24日

百里 陳仲敏、黃海波、孫孝芝 阿聯酋 城北堂 7月21曰-8月7日

Charles Sutherland, Carla Sutherland, Darcie Sutherland, Claudette Sutherland, 
Evelyn Burke, Zola Curling 洪都拉斯 7月10-24日

CCCC 劉羽義、Libby Lau, Zachary Lau, Konstanza Lau, Jason Emery, 何長江、      
何施恩、何穎恩、龔倫、Daniel Nelson, Ian Nelson, James Nelson, Shayla Ott,  
沈恩, Devika William-Yu, William Yu

墨西哥
Cornerstone CCC 7月24日-8月2日

愛正 黃世澤、陳紹平、楊俏、葉蘊芳、梁慧賢、譚清璇、王敏娟、葉錦雄 巴拿馬 愛正堂 7月26日-8月9日

Joshua Chu 溫哥華 IVCF 7月26日-8月15日

國語 李符德惠
巴西 城北堂 8月5-18日

郭永發、梁若荍

城北 崔皓明、陳家康、Charmaine Choo、周祉凝、Stephanie Fong、何施聰、　　　
林朝沛、林朝泰、林加敏、梁珮琳、梁敏盈、梁匡怡、湯 寧、黃頌然

Belize 城北堂 8月6-17日

愛正 司徒藹穎 加納 Synergy Ministries 8月6-21日

城北 葉志強、陳思敏、許麗娟、郭漢鏘、林笑景、廖冠媚、鄧茜清、謝敏宜、    
郭溫寶文

柬埔寨 8月7-23日

黃馮玉賢、黃世彬、陳修婷、陳玉芬、張念溪、朱裕添、朱敬言、丘于巧容、
何煒儀、熊駿琪、李惠娟、黃慶庭、黃道信、黃道進、黃慶旋、黃東喬、

肯尼亞 城北堂 8月19-29日

麥城 黃維信、李崇基、周藹怡、黃天恩、李慧慈、凌仲珊、羅詠儀、羅蔚璘、    
黃盈慧

牙買加 麥城堂 8月8-24日

城北 朱衛海 阿聯酋 城北堂 9月6-27日

陳輝耀 巴西 城北堂 10月1-15日

華基聯會資助各堂短宣隊一覽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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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資助各堂東亞短期服務隊（2010）	

堂會 受資助隊員 主辦機構 日期

城北
李榮亮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 1月16日-2月7日

阮光、阮郭麗珠、林敏弦、王歐碧娥、王仕強 城北堂 3月14-29日

北約 謝安國 華基聯會 4月5-23日

城北

朱鄧麗麗、朱紫明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 5月4日-6月2日

陳德志 Power To Change 5月7日-6月17日

王起浚、王樹鐸 傳愛醫援會 5月20日-6月2日

國語 黎李如碧、梁燕媚、倪莉娟

國語堂

5月22日-6月3日

許恆波、許卓俊麗、王郭娟娟 5月22日-6月8日

陳燕娜 5月22日-6月10日

城北 周新發

傳愛醫援會

5月30日-6月8日

梁鳳姿
5月30日-6月10日

西區 蘇鄭慧瑛、蘇錦輝

城北 程沛熙、程黎慧齡 6月6-19日

許潔瑜 
國際福音協傳會 6月30日-7月11日

愛正 林梁淑美、李芷雯、馬競慈、王雨詩、姚董幼明、楊學倫、阮嘉悅

麥城 陳錦華 環球宣愛協會 7月1-19日

愛正 陳雅文 國際主僕差會 7月4-31日

陳穎兒、周衍澂、張耀中、吳天達、譚卓瑜、姚董幼明

國際福音協傳會
7月9-24日

城北

馬梁美玉、王歐碧娥、王仕強

林建明 7月9日-8月2日

朱鄧麗麗、朱紫明、周銳、周燮芳、朱曉智、Justin Lam , Jireh Leung, 麥啟恩、
麥恩樂、敖樂舜、敖樂熙、秦嘉敏、楊卓行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 7月9-31日

劉以恆、劉顯燊、盧李美文、盧啟聰、盧永光、吳享榮、吳志強、黃何兆瑩 7月10-25日

北約 李卓慧 思源協會 7月13-27日

城北 王芷慧 海外基督使團 7月15日-8月14日

美堅 李維信、莊敬、潘煒烈、謝文卉 TEAM 7月17日-8月1日

瀑布 戴源豊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7月20日-8月30日

愛正 黃關寶瑩
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 7月24日-8月6日

北約 黃道正

西區 盧啟詩、盧啟諾 IVCF 7月24日-8月24日

愛正 徐吳碧鈺
基石宣道會 8月7-21日

城北
孔詠筠、孔頌洋、孔詠雅

李榮亮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 8月19日-9月3日

愛正
黃祖然、楊學和 思源協會 10月30日-11月13日

崔詠妍 國際專業服務機構 11月1-12日

堂會 受資助隊員 主辦機構 日期

城北 譚任家凝、陳曉峰、陳婉華、張文樂、周幹林、何紹霆、李立言、林思惠、Jason M. Li,       
Jason Y. Li,  馬巧盈、Bernice Nei, Harold Tam, Christine Wang, 胡善恆

Urban Promise Toronto 8月8-13日

麥城 鄭文雄、鄭鄧凝露 麥城堂 8月8-15日

華基聯會資助各堂本地短宣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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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1.華基聯會教牧退修會6月16日於愛正堂舉行。
2.差傳部資助各堂教牧及兄姊參與短宣事奉或

東亞短期服務，詳情參閱第13-14頁。
3.「雅比斯之友」6月19日全天於愛正副堂舉

行「與情緒共舞」聚會，講員：吳李玉梅師
母。歡迎已受水禮之未婚基督徒參加。報
名:Vivian 905-477-753x225, Corolla 905-884-
3399x235。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1.英文堂姊妹退修會 “Dare to Dream, Dare to 
Lead” 5月29日全天於天道神學院舉行，講員
Dr. Lillian Wong，50人參加。

2.Dr. Jamie Taylor 6月4日上午與教牧分享 
"Missions Trends in the 21st Century"。

3.英文堂Longlac原住民短宣6月4至7日進
行，成員:Rev. Daniel Leung, Michael Hung, 
Dominic Wen, Nadine Chang-Ocreto。

4.英文堂夏令會於6月25-27日舉行，主題Life 
Together，講員：Rev. Laird Crump。

5.兒童詩班於6月26日晚舉行籌款歌舞音樂劇 
"The Game Plan"，憑票入座，以自由奉獻
方式索票，支持中國芳德殘疾人自立學校事
工。查詢：Ann Wong 905 477-7533x222。

6.群體事工部於7月4日下午4至6時舉行講座，
講員：蔡元雲醫生，主題：兩代一心。

7.趙善忠牧師現正接受電療，請代禱。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Giving Project : BGSG1至3年級學生5月30日
出售栽種的菊苖，所籌款項捐Urban Promise
在公屋居住的青少年及孩童。

2.兒童詩班音樂劇「Malice in the Palace」6月5
日晚舉行。3至6年級兒童詩班員以歌舞演繹
以斯帖的故事。觀眾攜帶乾糧或罐頭食品入
場，支持 Lighthouse Food Bank。

3.6月份和平福音短宣隊員：東亞－麥志賢、
麥恩樂、周基愛、程沛熙、程黎慧齡、馮芷
盈、許潔瑜

4.單親家庭事工SPRING (Single Parent-&-Kid 
Renewed IN God)：為單親家庭（父母離婚或
離世）的子女（6至14歲）和家長而設，在
神裡重整生命，歡迎兄姊向親友推介。課程
為期12週（9月14日至12月11日），逢週二晚
在城北堂舉行。查詢報名905-884-3399(310) 
Robina Lee 或 robina.lee@rhccc.ca。

5.基教部晚間神學課程「以馬內利的宣告．以
賽亞書1至12章研讀」，李思敬博士粵語主
講，6月14日至7月19日逢週一晚上課。

6.新季成人主日學課程6月開課，國、粵、英
語共27班分兩個時段上課。

7.全球領袖高峰訓練會：8月5至6日在本會舉
行。報名corolla.li@rh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1.粵語堂關懷部6月6日舉行迎新午餐會。
2.國語堂夏令會於6月11-13日舉行，講員：司

徒禮牧師。
3.英文堂於6月20日舉行父親節燒烤日。
4.兒童主日：6月20日在英、國語堂，6月27日

於粵語堂，有兒童詩歌分享及兒童奉獻禮。
5.長者關懷聚會：6月份邀請頤康資深社工主

講長者福利系列，共四次。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4月30日張瑪莉音樂見證佈道會有12人決志。
2.5月2日英語福音主日有4人決志。
3.孩童奉獻禮6月20日父親節主日舉行。
4.兒童暑期聖經日營7月12至16日舉行。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退修會於 5月22-24日有180人參加。莊
祖鯤牧師、Rev. Joe Chan及林主榮牧師美好
信息帶來靈命復興。

2.成人基教：國語堂舉行研經培訓班，謝安國
牧師主講「基礎研經法」，6月5日及19日上
午舉行。

3.福音外展活動：
　a.午間心靈綠洲（Lunchtime Oasis）：5月起

逢週五12時至下午2時開放教會，為鄰近上
班族及學生提供心靈休憩與舒緩時刻，藉此
傳揚福音。b.排舞班於5月21日至9月17日逢
週五晚舉行，導師：郭美榮姊妹。c.婦女新
「知」小組6月26日晚舉行「如何增進夫婦
感情」講座，講員：郭黎瑞心。

4.教會聯同另外三間教會組成18人原住民短宣
隊於7月3至12日出發。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兩主日等募青海玉樹地震捐款共$3,065，全
數交世界宣明會送往災區。

2.6月6日為本堂自立14週年崇拜，將收取一次
特別感恩奉獻。

3.教會佈道會於6月25日舉行，講員：莊百里
牧師。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1.5月29日「頌親恩晚會」外展活動，160多位
出席，78位為未信主親友。

2.6月5日晚Gym Night備多項球類活動，除舒展
身心，也接觸新朋友。

3.6月13日下午在北約堂進行浸禮。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1.教會以恩福7月1-4日舉辦的「中國基督徒門
訓營」為夏令會，講員：馮秉誠、張路加。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5月23日「姊妹退修會」有22人參加，主
題：姊妹如何面對壓力。

2.青少年團契6月舉行一日營，主題：經歷 
神。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1.5月29日派發教會單張，兄姊踴躍參與，超
過100輛車參與，派發超過13,000份單張。

2.6月6日教會參與奧城街頭節，設有外展攤
位，在社區推廣教會，介紹夏季活動和暑期
聖經班。

新會員

城北－陳頌恩、陳偉智、朱泰亨、楊麗明、夏
侯穎琪、侯凱雯、簡嘉禾、梁美珍、林
倩瑩、劉顥山、劉瑞明、劉何妙媚、劉
顯燊、劉趙靖姍、梁偉賢、羅錦德、梁
少珊、黃楚賢、吳少梅、尹漢成、譚志
全、鄧愛健、黃方惠君、黃加俊、胡鳳
儀、胡漢基、楊森、余佩峰。

美堅－何立。
國語－孟慶彪, 韓曉梅, 許卓俊麗, 倪莉娟,

梁燕媚。

孩童奉獻禮

愛正－陳基舜夫婦的女兒Chloe、蔡家駿夫婦的
女兒Fontaine、高峻夫婦的兒子Curtis、
吳義順夫婦的兒子Andy、陳一龍夫婦的
女兒Joyce、李存瑞夫婦的兒子詣誠和詣
豪。

城北－李鈞偉夫婦的女兒敬忻、何宏恩夫婦
的兒子Nicholas、陳穎康夫婦的女兒沛
然、陳康進夫婦的女兒卓愿、朱惠豐
夫婦的兒子承熙、林偉傑夫婦的兒子
駿浩、葉揚善夫婦的女兒樂施、練樂
仁夫婦的兒子啟言、王志傑夫婦的兒
子再恩、宋運輝夫婦的兒子智豪和智
恆、Noel Yong夫婦的兒女熹朗和熹靖；
趙亮夫婦的兒女嘉昇、嘉譽、和嘉慧；
翟志斌夫婦的兒女子馨、子安；李智非
夫婦的兒子健源和健恆。Michael Chan 
An Song 夫婦的兒, Nathan, Mike Kim 夫
婦的女兒Madison, Kenneth Lo夫婦的兒
子Nathaniel。

離世

愛正－陳嫻姊妹於5月19日安息主懷。
城北－麥錫榮的母親於4月2 4日、父親於

5月8日； Rayco Ip 的父親於4月2 6
日；Stephen Ho的母親於4月26日；鄧婉
愉的父親於5月5日；Timothy Keung的母
親於5月初；F e l i x L e u n g 的父親於
5月16日；羅怡的父親於5月18日；湯邱
佩華傳道的母親於5月25日安息主懷。

美堅－劉禮堅於5月23日安息主懷。

人事

愛正－溫曉璐傳道5月完成國語教牧合約事奉。
城北－國語堂招聘教牧同工，以協助牧養快速

成長會眾需要，請代禱。詳情請與傅再
恩牧師聯絡。

美堅－Nicole Tanganco 5至8月在兒童事工部擔
任政府資助之暑期學生一職。

西區－Steven Baptist傳道6月開始為本堂青少年
事工牧者。

更正：上期「佈道植堂的喜樂」一文，國語群

體：愛正堂應1991年6月開始國語崇拜，國

語堂於1996年6月為自立植堂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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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合一	 	培訓門徒	 	增長植堂	 	普世差傳	 	社區關懷

霍應昌

5月2日瀑布堂聯同所借用堂址的韓國教會舉行
聯合堂慶感恩崇拜，適逢愛正堂以馬內利團契
退修會，崇拜後合照留念。

華基聯會植堂部聯同兩位顧問牧師，4月
底接見瀑布堂的杜衍忠傳道（右二），
商討瀑布堂的植堂事工。

聯會差傳部長陳鉅恆執事（右）
日前造訪北京，探望正在努力學
習普通話的黃少明牧師。

Unionville 堂
主任麥禾皆牧師
（右）5月初
接見來自印度
的同工分享宣
教事工。

來自美堅堂遠赴韓國的宣教士吳端揚牧
師、師母，日前回多倫多省親，與差會
「神州華傳」主任李傳頌牧師會晤。

聯會多年來支持國際福音協傳會，日前兩位同工Phil Dempster與Brent Mitchell 
(右二、三）造訪聯會，與同工們商討有關差派宣教士事宜。

現已接受報名，競逐：

全場總冠軍、亞軍、季軍

最佳現場演繹獎

最佳啦啦隊獎

我最喜愛歌曲獎（現場投票）

截止報名日期：2010年7月26日 5:00 p.m.

決賽暨頒獎禮：2010年9月12日 7:30 p.m.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中文敬拜詩歌創作比賽2010中文敬拜詩歌創作比賽2010
華基聯會

參賽規則及表格
請瀏覽華基聯會網頁
 www.acem.ca 
查詢 : 905-479-2236 
media@acem.ca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媒體資源部

北約堂謝安國牧師
（左四）4月前往
巴拿馬中南美洲聖
經學院培訓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