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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願意與別人分享福音。六十多年前，基
督教華僑佈道會(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COCM)已
開始在歐洲向華人傳福音。經過多年的耕耘，當年撒下的福音
種子已經萌芽生長。不少當時聽聞福音並已得救的華人信徒，
都繼續在歐洲各地傳揚福音，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
Canada) 亦因此成立。且讓我借今期通訊，分享一下我們的工
作。
張秉熙, 本會主席
董事會
二十年前，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 Canada)董事會已向加拿大政府註冊成為慈善團
體，所有董事會成員都是非受薪董事。感謝神，魏立志牧師和蔡光耀傳道今年加入董事會。
2016 年度的顧問及董事為：
顧問: 金新宇牧師, 連登權牧師; 主席: 張秉熙先生; 副主席/財政: 何國富先生; 文書:張宏達先生; 策
略:李丞炘醫生; 工場主任: 胡家亮牧師; 董事: 陳錦華牧師, 魏立志牧師, 蔡光耀傳道
工作簡報
2014 年 2 月至今，我們曾派出以下牧師或傳道人到東歐宣教工場協助當地教會：
胡家亮牧師 (Rev. Roger Wu), 蔡光耀傳道夫婦 (Pastor Joseph & Ella Tsai)., 周群生牧師 (Rev.
Joseph Zhou), 陳錦華牧師 (Rev. Kam Wah Chan), 蔡樂強牧師 (Rev. Daniel Choi from Manchester, England), 王丹生傳道(Pastor Donald Wong)
另外，我們亦曾差派以下短宣隊伍前往東歐工場宣教或探訪當地教會：
維多利亞中華循理會 (Crosswa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Victoria) 的許儷瓊姊妹，胡有生和梁
雅楓夫婦短宣隊, 魏立志牧師 (Rev. Lup Chee Ngai) 夫婦, 張秉熙弟兄 (Stephen Cheung)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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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604) 889-9988 e-mail : cocmcanada@gmail.com Website 網址： http://cocmcana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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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工場近況
約二十年前，歐洲 及加拿大的基督教華僑佈道會開始派遣短宣隊前往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幫助當地信徒成立百利恆華人浸信會。近年，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接手牧養這間
教會。我們的宣教工作其後逐漸擴展至其他東歐地區。工場主任胡家亮牧師曾多次前往探訪和短期牧
養位於保加利亞、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的華人教會。
過去二十年，我們共派出超過二十位來自加拿大、新加坡和英國的牧師或傳道人前往東歐宣教，其中
有多位牧師或傳道人短期宣教回國後，對當地教會產生感情和負擔，在其假期時間許可下，重複申請
前往宣教。另外，我們亦曾安排由不同教會弟兄姊妹組成的短宣隊前往東歐，幫助當地教會的探訪工
作和向未信主的人傳福音。
今天羅馬尼亞華人教會已漸長成，正尋找願意在當地長期牧養教會的牧者，亦計劃購買自己的堂址。
宣教事工展望
我們將繼續差派牧師、傳道人或其他弟兄姊妹組成的短宣隊，前往東歐這塊廣大的屬靈禾場去事奉
神。此外，由於歐洲很多華人教會都是由幾個信徒家庭組成的小型教會，長期沒有牧師或傳道人，所
以我們將會通過不同的渠道與這些教會接觸，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屬靈上的餵養和幫助。
感謝
本人謹代表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董事會，感謝本地及海外的弟兄姊妹、朋友及牧長們的參與和鼓
勵，讓我們繼續藉華人傳福音到歐洲全地。
東歐宣教事工分享餐晚會
盼望溫哥華的華人基督徒更多認識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 Canada)，我們將於今年 6 月 27
日（星期一）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舉行東歐宣教事工分享餐晚會，介紹我們在東歐的宣教事工，
並且呼籲弟兄姊妹和牧師或傳道人，支持和親身參與歐洲的宣教事工。
主內
張秉熙
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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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路

---蔡光耀夫婦

2015 年 9 － 12 月是我們第六次被派往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
教會服事，自從 2003 年夏天我們全家（兩個兒子 11 歲，9 歲）
第一次到羅馬尼亞短宣，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在異國他鄉
的同胞，見到我們是那麼的熱情親切，他們都是開店做買賣的，
每天早上四點就要起床，天還沒亮就趕到市場開店，下午關了店
就來聚會（查經、團契、禱告會、詩班練習、司琴訓練等等），
聚會完天天都有弟兄姊妹準備豐富晚餐招待短宣隊……轉眼之間
已過了 12 年，這些年來從未停止對他們的惦念……在他們搬遷過幾處的平日聚會點聚會、住宿，
也住過幾處弟兄姊妹的家庭，去過他們幾個舊市場，後來的紅龍市場探訪、發單張……看到他們生
意越來越難做，天天冒著被查店鋪和倉庫、被封店鋪和倉庫，甚至被抓的危險，掙扎求存，仍然不
失去對主的信心，堅持聚會，也開始有人可以帶領查經、詩班、甚至講道、關懷探訪並且開辦中文
學校和一些神學課程……近日也正籌備建堂事工，看到他們的成長，甚感欣慰，感謝神的恩典！至
今他們仍然沒有固定的牧者牧養他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幾年經常被派往羅馬尼亞。
今年 2 － 5 月又被派往保加利亞華人基督教會服事，發現這裡教會需要更大……平時若沒有牧者過
來，他們只有放視頻敬拜……嚴重缺乏帶領教導的牧者、詩班、司琴……真是令人心酸！我們的神
也大大憐憫恩待他們，雖然人數約 50 多人，大部分弟兄姊妹仍然租非常小的公寓居住，卻願意先
買下聚會的殿，目前裝修費用仍然缺乏，但他們充滿信心，令我們非常感動！
多年來經常要放下父母、孩子、工作、房子……離開家，學習宣教士的步伐，感受一些不方便，例
如：幾個月住在一個他們聚會的地方，弟兄姊妹隨時進來使用那地方，也必須等待聚會完所有人離
開才能休息，曾經多次冬天沒有暖氣，夏天有蚊子、蒼蠅、蟑螂、老鼠……這些對於長期居住溫哥
華的我們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曾經有一年冬天，我們在羅馬尼亞的時後，溫哥華的房子因大風暴
遇到很大麻煩，沒人居住所以損失很嚴重……心裡很鬱悶，問神為什麼？立即心裡有個聲音說：你
愛我比這些更深嗎？眼淚馬上流下來……神如此愛我們，賜下這麼多恩典，我們只付出這麼一點就
計較……保羅說：“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2）另外也為神竟然在意我們這微不足道的人愛祂多
少，使我們非常非常受寵若驚，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同時也感謝加拿大 COCM 給予我們服事東歐華人教會的機會，各位董事無微不至的關懷、代
禱、支持！差會在東歐仍有非常龐大的事工，需要更多人力、財力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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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船長到牧羊人

魏立志牧師從 1966 年開始當海員，經過十二年的海上生涯，從普通船員開始一
直晉升至船長之職。之後，神又帶領他在香港理工學院任教航海系課程，在那裡
又再工作了十二個寒暑。藉著累積的經驗和對這行業的供獻，魏立志獲得英國運
輸部授予「特級船長」（D.O.T. Extra-Master）專家執照資格（據聞這榮譽全世
界只有兩位華人獲得）。眾所週知，香港的維多利亞海港憑著獨特的地理位置及
天然水深之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成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當年正值內地改革開放，港口吞吐
量與日俱增。但可惜當時中國缺乏海運實務知識，魏立志牧師有見及此，遂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海運
專才在香港創辦海運學會，為中國和香港的海運事業供獻一己之力。後來又創辦一所海事調查顧問
公司，負責調查各種海難事故與及相關的保險索償.因此與陳毓祥認識.這場友誼引發後來的震撼全球
華人的「保釣號」事件。
時至 1996 年，臨近香港回歸，「保釣號」事件改變魏立志的生命方向。當時他受到陳毓祥愛國
熱誠打動，眼見全球保釣大聯盟缺乏資源，加上個人對中華民族的深厚感情，於是決定親身擔任保釣
號船長之職，指揮這次出征行動。意料不及的是這次行動卻不幸地犧牲了陳毓祥的生命。這經歷導致
魏立志決心離開香港，離開與海運有關的行業。然而也因這事件讓他安靜下來，以致有機會重整生命
方向。其後，回想昔日曾經蒙神呼召，只因醉心航海事業，一直耽延回應。於是在 55 歲那年決定結束

公司，提早退休，接受裝備作「得人如得魚」的事奉工作。
魏立志於 1999 年離開香港，移民溫哥華，並進入卑斯省西三一大學的 ACTS 神學院攻讀道學碩
士課程。於 2003 年畢業後便前往亞寶斯福市華人基督教會(門諾弟兄會)開始牧養教會的工作。在那兩
年的牧會生涯中，苦樂參半。樂者當然是看見有人蒙恩得救，接受耶穌為救主。苦者是教會內的弟兄
姊妹常有爭執，而作為傳道人難以置身事外。因此在 2005 年轉到溫哥華門諾會救恩堂繼續事奉神.並
於 2012 被教會按立為牧師.魏牧師於 2015 年退休.退休後繼續在救恩堂任義務顧問牧師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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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立志牧師於牧養教會期間，在 2006 年曾經有一次機會與羅志強牧師及胡家亮牧師前往歐洲宣
教。這次行程對魏牧師產生非常深刻的印象，猶如使徒保羅在特羅亞所見的「馬其頓異象」。那次他
們乘搭火車從匈牙利前往羅馬尼亞，在這兩個東歐國家進行傳福音的工作，期間接觸眾多從中國內地
移居當地的僑胞。魏牧師更曾經走到離城幾十哩外的郊區體會小鎮風情，這次行程讓魏牧師見識當地
華人對教會生活的熱烈渴慕和對牧者的熱誠招待。聚居在東歐地區的華人大多數來自中國內地的溫州
市或青田市，而溫州素有中國耶路撒冷的稱號，很多人在出國前對基督教已有認識。他們離鄉別井只
希望能夠過著更自由,更穩定的生活.他們努力工作以賺取金錢,方法就是從國內辦理各種衣服,鞋襪和各
種日用百貨進口，然後在當地進行分銷零售。他們每天辛勤工作，從晨早五點開始一直勞累到下午三
四點。由於提供進口,批發和零售等一條龙的服務,貨品的價格比較便宜,很受當地貧窮落後地區的人歡
迎,因此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態能賺到一點錢,過上小康之家的生活.然而當地政府並不歡迎這些來自中國
的經濟移民,因此他們很難得到永久居留的簽證,而當地的貪官污吏更經常上門抽查勒索,令他們感受很
大壓力.另外,由於當地沒有華文學校,兒女的教育亦是一個大問題,很多家庭都將兒女留在國內.雖然面對
這些困難,大多數華人仍然選擇留在東歐,原因是比較自由和可以賺到錢養家. 魏立志牧師在當地宣教期
間,深深感到這些華人好像無根浮萍，想要尋找永恆安穩的居所却不易找到.因此不禁為他們慨歎一句
「何處是吾家」?
魏牧師於 1991 年被香港理工學院派往倫敦進修一年.期間參加當地教會聚會而認識正在倫敦念書
的何國富弟兄.何弟兄大學畢業後回香港工作,並參與 COCM 香港分會的事奉.兩人在香港再度見面後,何
弟兄邀請正在香港理工學院任教的魏立志弟兄帶領查經班,對象是一班從英國學成回港的基督徒。其後
因兩人分別移民加拿大而失去聯絡.事隔多年後却在溫哥華故友重逢.此時魏立志已是教會牧師.因此順
理成章，
何國富弟兄又再邀請魏牧師參予 COCM 加拿大分會的工作，同心協力推動歐洲的華人宣教事工。
魏牧師的女婿(Steve Hamer)是一間愛爾蘭基督教教會兼職的義務傳道人,女兒(Lorita)亦在教會擔
任義務幹事和部分牧養工作.魏牧師曾多次前往探望女兒並順道探望旅居在英國的弟兄姊妹. 有次他前
往英國曼城附近探訪一位移民多年,來自香港教會的姊妹.由於當地沒有華人教會,該位姊妹多年來都參
與一間白人教會的聚會.她雖然具備英國音樂碩仕頭銜，但卻因身為華人的而受排擠，不能參與該教會的
詩班事奉。2015 年底此位姊妹因癌症逝世,她所屬的教會竟然不聞不問,不為她舉行殯葬禮儀,魏牧師知
道後,只好要求自己的女婿親身前往英國為這位姊妹舉行簡單的殯葬儀式。魏牧師有見及此，深深覺得很
多居於歐洲的華人，普遍難於投入當地白人的教會。所以他覺得前往歐洲宣教,除了向未信耶穌的華人傳
福音外外,建立華人教會和差派牧師傳道人前往牧養信徒同樣需要。正如主耶穌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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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9:36）
魏立志牧師將於今年十月帶領短宣隊前往越南舉行五埸佈道會，並順道探討當地教會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