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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羅馬尼亞短宣是西區浸信會一批會友心願
記：加拿大 COCM 陳若魯弟兄介紹 COCM 及羅馬尼亞教會事工

許濟華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
來吃盡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有落在荊棘裡的，
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耶穌說了
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路加福音；8：5-8）
耶穌基督這個比喻就是要撒種的人能準
確的體會到神的恩典，有了神的澆灌就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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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事。去宣教就如撒種的人，把福音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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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魯弟兄 (右站立者)介紹
COCM 及羅馬尼亞教會事工．

此，撒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聽神的
話，有一顆堅定的心。

西區浸信會就有一批希望能參與歐洲短宣的兄弟姐妹，為了神的原
故，邀請了加拿大 COCM 陳若魯弟兄於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下午一時，
在教會的會議廳介紹了歐洲 COCM（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的由來及福

加拿大董事會

音事工，及加拿大 COCM 目前專注的羅馬尼亞對中國華人福音和建堂

主席：陳若魯

事工等情。

董事：

陳若魯弟兄首先談到歐洲 COCM（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是在 1950

胡家亮牧師

年由王又得牧師創辦，之後由王光霞總幹事接棒，現在則由呂子峰擔

陳錦華牧師

任總幹事。在長達半個世紀以來，在整個歐洲福音事工上貢獻良多。

李丞炘醫生

而宣教士的團隊更從弱至強，現已有 40 多位宣教士遍佈歐洲各地為神

張宏達先生

作工。由於事奉工作的轉型，目前的歐洲 COCM 主要工作放在中國或

何國富先生

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及學人中。其次，就是移民第二代講英語的學生。

張秉熙先生

針對這些福音事工，歐洲 COCM 在佈道，栽培，推動差傳，設立函授

顧問：

課程，開辦聖經學院等，是從事福音撒種的工作，特別是留學生在英

金新宇牧師

國只有 3 年的時間。故此，在此緊張的撒種中歐洲 COCM 任重道遠。

張子江牧師

而這些留學生多會返回原居地，而福音的種子就需要他們傳播下去。

連登權牧師

所以，需要更多新一代會講國語的宣教士參與宣教的行列。

吳在志牧師
校對：雷國濤
總編：許濟華

其次，就是目前加拿大 COCM 專注的福音事工──羅馬尼亞華人福
音工作。在近 20 多年來，由於大量的中國溫洲移民來到羅馬尼亞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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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國人到羅馬尼亞是免簽證），因此在此做福音工作是加拿大 COCM 的使命。初
期，由於加拿大 COCM 為當地的華人挑起福音的種子得以傳播，令羅馬尼亞的福音事
工得以旺盛起來。
而歐洲 COCM 又加以協助差派一位牧者來到此地牧會，可惜之後他離去了，而加拿
大 COCM 又接手羅馬尼亞華人福音事工至今，令福音的火種不至熄滅。在經過多年來
加拿大 COCM 在羅馬尼亞華人中撒種，栽培，由最初數十人發展至今有百多人的崇拜，
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事。通過各方面的福音事工，使這裡不少華人信主得救。目前，建堂
是羅馬尼亞華人信徒的迫切需要，而加拿大 COCM 正加以大力協助，2012 年 3 月，陳
若魯弟兄將再前往羅馬尼亞華人教會講道和協助建堂，之後有胡牧者 5 及 7 月兩次前往
短宣，而陳錦華牧師則在 10 月前往。
當然，在羅馬尼亞做華人福音事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走訪這裡的中國人做生
意的市場，婚姻，報稅及犯姦淫等問題，已是一個嚴竣的考驗，必須要有耐心和一顆為
主事奉的心，才能收到效果。加拿大 COCM 在 1998 年起的短宣隊就是在挑戰中，為羅
馬尼亞華人築起福音的橋樑。由最初 9 人信主到 31 人決志，以及再有 19 人信主人數增
至 50 人，這些大大的見證了神的大能。目前，聖誕節，每年的 6，9 月是羅馬尼亞最佳
的福音事工時候，大型聚會都在這些月份舉行，特別是每年的聖誕節，有超過 300 的華
人參與聚會，故此是最好傳播福音種子的機會。針對越來越興旺的羅馬尼亞華人信徒，
是最迫切需要一位全職事奉會說國語的牧者留在羅馬尼亞事奉。
在此次介紹結束，西區浸信會各弟兄姐妹都踴躍提出了各種的問題，陳弟兄均加以回
答，包括：生活習慣，短宣時間，機票，食宿，何時去方便，準備如何宣教等。
對於上述情形，短宣時間以 2 至 3 月時間為佳，機票約 1,800-2,000 元左右，食宿羅
馬尼亞弟兄姐妹會安排，不必操心．任何時間都可以，加拿大公民不需簽證。參與事工
有：輔導，查經，信徒領袖訓練，佈道，到中國市場傳福音派單張等，冬天宜多帶衣服
等。所有一切加拿大 COCM 會加以協助聯絡，而西區浸信會 Felix Loo 會與加拿大 COCM
陳若魯弟兄直接聯絡。
參與加拿大 COCM 主辦介紹會的西區浸信會，有曾李麗冰主任牧師，Felix Loo 等各
弟兄姐妹 20 多人。路得說：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
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得記；1 章
第 16-17）到羅馬尼亞宣教是大溫地區基督徒新的挑戰，福音的種子靠您們去傳播，有
心志者請與加拿大 COCM 聯絡。

西區浸信會部分會友聚精會神聽取陳若魯弟兄講述 COCM 及羅馬尼亞宣教事工．（左至右：傾聽，提問，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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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雯傳道按立牧師盛典

英國訊息

一家喜氣洋洋

按立牧師情形

按立後與各牧者合照

這是黃偉雯牧師去年底按立牧師的情形，那天……現摘錄如下：
2011 年 11 月 6 日，四位資深牧長：梁家麟院長、韋焜墀牧師、汪川生牧師、陶恩
光牧師，他們遠道從各地前來北愛，連同本會的馬偉德博士為愚僕進行按牧典禮。這也
是上帝所賜莫大恩典，感覺就像恩主對愚僕的手所作之工的接納，也深深感謝各牧長對
愚僕的厚愛。當晚有六、七十位弟兄姊妹出席晚宴，在遊戲、歌聲、和歡笑聲中共證主
恩。在這感謝從遠方或近處的肢體寄來賀卡和禮物，感謝神藉肢體向我們顯出祂的大愛。
請恕愚僕不能逐一致謝，願神親自報答您們的關愛。
以下側記及家事都是黃牧師的分享：

側記：
靠神，繼續履行大使命，建立信徒群體。我們盼望仍能緊隨祂的腳蹤行，今天仍然可
以向各位問安，相信是神的能力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完全是上帝恩典，願一切
榮耀頌讚歸給父神。11 月初北愛爾蘭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 - Northern Ireland）邀請愚
僕參予慶祝 King James Bible 面世四百週年的紀念活動，在本市大會堂用粵語和英語誦
讀詩篇 23 篇。在場只有愚僕和師母是華人，除分享這詩篇對愚僕影響和感受外，也藉
這機會代表華人向在場百多位西方信徒領袖致謝，感謝他們兩百多年前從大不列顛差派
宣教士遠渡重洋到中國傳揚福音，我們華人才得悉真道。今天愚僕有幸服事主和參予這
盛會，都是他們的先祖深愛華人靈魂之故。感謝主賜我們如此厚恩和機會！

英語頌詩 23 篇

開心合照

黃牧師在北愛爾蘭聖經公會慶祝 King James Bible 面世四百週年的紀念活動頌詩及
與各牧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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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今年一月大兒子祈殿 Gideon 患上氣胸病（Pneumothorax），在醫院接受了六星期治
療，出院後在家中養病多週。待他健康稍為好轉，師母便接著患上極為罕有的 Still’s
Disease 疾病，住院七星期接受治療，一直到五月底才出院。身體直到現在仍未康復，
每天仍要服食類固醇和其它六種藥物控制病情，這些藥物會對她身體產生長遠負面的影
響。面對內內外外的各樣挑戰，我們惟有努力學習倚靠神，繼續履行大使命，建立信徒
群體。我們盼望仍能緊隨祂的腳蹤行，今天仍然可以向各位問安，相信是神的能力在我
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完全是上帝恩典，願一切榮耀頌讚歸給父神。
請各兄姊繼續為美君 May 代禱，她每晚仍會出現紅疹，時好時壞，都是壞的居多，
手指關節間中腫脹疼痛，血紅蛋白指數（Haemoglobin Estimation）仍低於標準，容易疲
勞，忽然感覺非常困倦。醫生吩咐繼續服用這份量的藥物，直到明年二月，再看情況而
定。我們覺得本地醫療己盡上努力，然而仍未有顯著果效。求神帶領，讓美君得到合適
治療。感謝各位代禱和記念，敬祝主恩滿溢。
黃偉雯牧師現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華人基督教會牧會事奉。

前 COCM 總幹事王光霞近況
(摘錄 Ernest Kong 部分感謝信內容 )
光霞自今年五月使用胃管灌輸營養後，健康狀況有很明顯的進展，體重增加了約25 磅，目前已有
100 磅左右。每天通過胃管按時輸入流質營養和水份，她自己也非常注意每次應該輸入的時間。至於
前腦萎縮的情況仍然依舊，這會影響她不易作出決定、語言上的回應有困難及行動上的不便，但她對
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卻非常清晰，若是她願意，她能很清楚的說出她想要的或想問的事情----如有關家中
各人及朋友們的近況等。她的記憶力仍如以往一樣叫人驚嘆。去年11月9日，我們在光蔚的家裡和去
年一樣為光霞慶祝生日，在倫敦的家人都相聚一堂，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更高興的是光啟的第11
個孫兒樂仁(道豐和靜盈的次子)也能來和其餘的家人見面，我們為神加添給我們的各樣福氣感謝祂。
過去的幾個月來，不論在倫敦光蔚家或在英國西南部農莊的家中，常有好友來訪，有在英國的多年老
朋友，也有過去的同工及教會的弟兄姊妹；更有遠道而來神忠心的老僕人，如新加坡的楊志恆牧師夫
婦及美國的王永信牧師夫婦；當然森美斯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更經常前來探望，還有弟弟正強夫婦及
兩個侄女更常在我有需要時開車四小時來家中幫助我、陪伴我，使我知道許多人在背後支持我，我願
藉此向大家說聲謝謝。

前總幹事王光霞及丈夫 Ernest Kong

在妹妹光蔚家中與各人慶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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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訊息

營中的造就
呂子峰總幹事

這是歐洲 COCM 呂子峰總幹事的一封家書。
親愛的宣教夥伴們：
新年快樂！過去的兩個星期我們在 COCM 宣教中心舉行了兩個福音營會，第一個營
會是專為家庭而設的聖誕合家歡國語家庭營，第二個營會是為學生而設的辭舊迎新國語
學生營。
今年，有從北美十個教會前來的大約 50 位短宣隊員參與到兩個營會的服事中，我們
再一次藉著營會看到神奇妙的工作，也因此有很多屬靈的嬰孩在這兩個營會中誕生。同
時，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忠心在各地做撒種工作的同工們，他們在營會前就已經預備了
很多慕道朋友的心。我們感謝神讓我們彼此在福音上可以有如此的合作！
看到有一群年輕人，願意加入我們的服事團隊，在學生營會中作為小組長服事眾人。
在營會之前，我們也專門抽出一個週末的時間，為這些年輕的小組長舉行了一個訓練營，
預備他們可以在營會中成為小組中的牧羊人。這些小組長中的一些人就是在我們之前的
歷屆營會中信主的，而其他的大多數人也都是在英國留學期間歸信主耶穌的。儘管他們
的屬靈生命不算很長，但是我感謝主，他們都有一顆願意服事的心，在主裡也相當成熟。
另外一個讓我很受鼓舞的地方就是看到一批年輕的 COCM 同工已經成長起來。
當我四年多前來到英國加入 COCM 之時，就禱告神能興起一批年輕的宣教士來為神打
美好的仗。當這次營會的講員之一，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吳克定牧師說，他看到這些年
輕人就好像看到神的軍隊在為祂作戰，我也全心認同吳牧師的這個宣告。我也邀請您同
我們一起禱告，求神保守這些年輕人常在祂的裡面，過一個榮耀祂和見證祂大能的生活，
不僅僅在歐洲高舉耶穌的名，也能將這美好的福音帶回中國。我深願有一天能看到新一
的年輕人興起，接過這傳福音的接力棒。
因著看到這些年輕人身上所擁有的潛力，COCM 也將在今年開始我們的 B.E.S.T.
(Biblical! En@richment! Short! Training)! 栽培訓練課程來訓練裝備這些年輕人。這個課程
分為兩個階段，每個階段結束分別授予學員“提摩太證書”和“約書亞證書”。提摩太
證書專為那些初信信徒而設，以幫助他們在神的話語中有更深的扎根。約書亞證書則是
為幫助信徒對聖經有更深入的了解，並裝備他們更好地在他們所在的教會和團契服事。
我們在栽培訓練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同工加入我們，我們也禱告求神能差遣這樣的同工到
我們當中。

未來主人翁在營中的表演

李雨天宣教士和劉靜怡姐妹立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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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和 COCM 同工合照

英國訊息
最後，我也很高興地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李雨天宣教士將於本月 12 日與劉靜怡
姊妹在神面前立婚約。雨天從 COCM 聖經學院畢業，隨後加入 COCM 成為我們的全職宣
教同工。我們感謝神在過去的年日中對這對年輕人的帶領，我們也禱告他們能有一個榮
耀神的婚姻，神也將繼續保守他們將來在 COCM 的服事！

一位學生父母來英探營時信主

敬拜神情形

決志同學走在台前

為福音作事工
冼偉強宣教士、楊瓊鳳宣教士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西四．
章 2-3 節）冼偉強及楊瓊鳳宣教士現正在英國 COCM 事奉，以下摘要他們事奉成果點滴：
感謝天父，今年有很多機會去佈道：
最近又完成了兩個福音聚會，11 月 12 日差會的外展佈道隊，一行十多人，聯同拉夫
堡大學團契，舉行了一次佈道會，透過一些活潑生動的形式：話劇、詩歌、遊戲和短講，
向當地華語學生佈道，有 4 位朋友決志，其中一對夫婦，剛從四川過來讀書才一個月，
他們被教會的詩歌深深吸引著，就來到佈道會，感謝神！他們當天決志了。同時，經過
今次參與宣傳的活動，激勵了團契學生們，去佈道的熱心和勇氣。
另外，11 月 19 日諾定咸華人教會在當地大學裡舉行佈道會，偉強擔任講員，主題是
「金錢買不到的快樂」。有一位從新彊來的學生說，她曾遇到一些「耶和華見證人」帶
她查經，偉強就澄清，那些是異端的教導，並指引她要尋找有真理的教會，其實，我們
早已得知當地有不少這些人，專向學生們傳他們的「禍音」，我們要加快去做好福音工
作，以免迷羊入錯羊圈。
感謝天父，今年能實踐培訓信徒的夢想：
與高雲地利華人教會華語組，合作舉辦的「三元福音倍進法」訓練班，9 月順利完成，
一位學員隨後返回中國工作，他非常積極地向他的同事和朋友講福音，讚美主！短短十
來個星期，已帶領了 5 位同胞信主。另一位女生，她快將離開英國，她正爭取在剩下不
多的日子裡，積極練習傳福音的技巧，熱心地向周遭的朋友佈道，求主大大使用她在國
內的事奉！
懇請記念明年 1 月，偉強將會在布理斯托教會粵語組，開授「三福」訓練班第一期，
願主堅立每位學員佈道的決心，賜他們聰明智慧，被裝備造就，能為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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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賜下教導的恩賜和負擔：
我自 10 月開始，接手負責差會的神學延伸課程，學生名單約有二百人，但並非全部
都積極上課的，現忙於處理分類，以識別其中急緩次序；由於學員分佈各處，偉強將會
更多走動各地，倫敦有幾間教會已開班了，請為他的舟車安全禱告，求主額外保守他。
感謝天父，祂祝福看顧學生團契：
10 月，高雲地利大學粵語組學生團契，舉行迎新活動，會後有晚飯招待，當晚預計
20-30 人參加，結果有 50 多人出席，喜出望外之際，發覺預備好的食物，份量不敷，幾
位姊妹「醒目地」退席，以減少負荷，負責盛飯的弟兄，見桌上只有一窩飯，而新生們
又不斷湧至，每人一大碟的吃著，心中不禁焦急起來，怎知道，各人飽腹後，姊妹們回
頭幫忙收拾時，發現還有數盒飯菜剩下，我們無不嘖嘖稱奇。
趁著聖誕假期，已申請放年假，我們一家希望，可以有些安靜退修的時間，親近上帝，
預備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本地採訪

走在短宣事奉路上
許濟華

為主作工，是一件美事。由蔡光耀傳道和太太陳以勒以及中華基督教會溫
世賢和太太溫盧美媚共四人，分別在去年的 12 月 7 日 12 日前往羅馬尼亞伯
利恆華人基督教會進行短期宣教，直至今年的 1 月 1 日元旦之日。現在，他
們已一齊平安回到溫哥華。他們雖然在羅馬尼亞短短的三四個星期的短宣事
工，然而，在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卻撒下福音的種子，和那裡的兄弟姊妹建
立了甜蜜的友情。

由左至右：加拿大 COCM 陳若魯弟兄，陳太，溫盧美媚姊妹，溫世賢弟兄，陳以勤師母及蔡光耀傳道
交流分享後合照。

蔡光耀傳道夫婦和溫世賢夫婦在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這一段時間裡，分別主持了 12
月 17 日聖誕晚會及 12 月 25 日的佈道會。至於講道，獻詩，團契，查經，派單張，探
訪及家訪等，是他們不可短缺傳播福音的最佳事工，將他們熱心愛主的心傳給伯利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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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督教會的兄弟姊妹及其他未信者。特別是在聖誕晚會中大約有 250 人出席，其中有
不少未信的朋友前來參加，除了得到享受豐富的節目外，更得到神的福音信息，場面很
是熱鬧。而 12 月 25 日的主題（虛空，禮物，盼望．）的佈道會，在獻詩和信息交遞中
掀起陣陣的高潮，從中有人舉手決志，這是神作工的結果。特別信息一環，引用了約翰
福音第四章作為傳播神的話語，令不少的會友和來賓受惠不淺。
（我告訢你們，舉目向
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的確，是時候為羅馬尼亞未信的華人
澆灌福音的時候了。
蔡傳道太太陳以勒在此期間進行了一次的講道，如：去年 12 月 18 日的（不一樣的生
命）
；而蔡傳道則分別於 12 月 25 日以（虛空，禮物，盼望．）為主題舉行福音佈道會；
及在今年 1 月 1 日以（凡事謝恩）作主題講道。
至於溫世賢太太溫盧美媚作見證分享，今年 1 月 1 日新年禮物（萬事勝意，主旨成就。）
引用了彼得前書第一章六節（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練中暫時憂
愁。）開始，進一步傳揚神的話語．最後引用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一節（基督既在肉身受
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作
為神如何帶領宣教事工的發展等。同時，溫盧美媚亦通過家庭的變化母親弟弟的逝世見
證神在她家中的作為。該見證分享由蔡傳道帶領會眾高唱（宣教中國）詩歌而掀起序幕。
而溫世賢弟兄則在 12 月 18 日見證分享中說：自己心裡流著為中國同胞傳揚福音的血
液，故此，在這短暫的事奉中傾盡了全力，為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及羅馬尼亞未信的華
人送上了福音的種子…….
蔡傳道在這約一個月的事奉中，深深體會到：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的兄弟姊妹事奉之
心是熱烈的，且有渴慕神話語的心。在今次短宣中感謝神的帶領，而事奉羅馬尼亞無論
會友或未信的華人都必須有更多的愛心和智慧，希望通過今次的短宣事奉，通過聖靈的
帶領得到更多未信者歸順主耶穌我們的救主。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的建堂能早日實現，有一
個真正神的家，藉此將福音廣傳．．．．．．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陳若魯弟兄及太太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羅馬尼亞華人事工的交
流分享。

欲前往歐洲宣教者請聯絡：陳若魯弟兄及張宏達弟兄
e-mail : admin@cocmcanada.net
郵箱：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電話：Telephone: (778) 57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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