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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特寫：

英國 COCM 事奉方向的轉變

日前，加拿大 COCM 董事會派員專程前往英國及羅馬尼亞二國，在第一站中，採訪了英國
COCM 總總幹事呂子峰牧師，以及其他宣教士。以下是呂牧師的專訪……
許濟華

呂子峰牧師自接任前總幹事王光霞擔任英國 COCM 總幹事，由 2008 年

呂牧師和師母於中心合照

7 月至今已有三年又十個月光蔭了。呂牧師表示：
（是神的呼召，自己才有這樣的膽量去扛起這副重擔。而
真正認識英國 COCM 事工，應該由 2003 年第一次夏天前來倫敦短宣開始，自 2004 年一月和同年聖誕節先
後在英國短宣，之後每一年都前來一次，直到 2007 年 7 月全時間加入 COCM 作宣教士，再於 2008 年 7 月正
式接任總幹事之職，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這是還福音的債。而且，看到英國教會非常需要福音的餵養。）
從 2008 年開始，英國 COCM 在事奉上轉變了方向，在呂子峰總幹事帶領下，COCM 總部展開了新的一頁。
通過三大事奉的前提：一，異象──整個歐洲有許多成熟的基督徒，通過教會傳講福音的真理，服務當地
的社區，為主贏得萬民；二，使命──與志同道合的眾教會及機構合作，向全歐華人傳福音，裝備及訓練
信徒在基督裡成長；三鼓勵及支援──向教會及差傳領袖，在宣教事工互結夥伴，向歐洲本土和以外的群
體進行跨文化的傳遞救恩訊息。有了這三大因素作前提，就有了實際事奉的行動：
一：佈道──目標；
A．向中國大陸留學生；
B．歐洲大陸和英國的華人移民；
C．講本地語言的華人。
針對中國大陸留學生大量的擁來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留學，這是一批傳遞福音的生力軍，而且是未來在
英國，歐洲，中國和世界各地工場的中堅力量。故此，COCM 需要差派更多宣教士到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
聚集的地方展開事工。同時，與華人教會，當地西人教會及其他差會合作，向中國大陸留學生廣傳福音事
工。其次，由於很多中國新移民進入歐洲，他們以說普通話為主，而 COCM 總部設於英國，方便宣教士進
出歐洲大陸進行事奉工作。因此，我們願意和志同道合的福音機構，當地教會合作，建立團契和發展植堂
事工。另外，因為不少土生土長的華人後代在歐洲成長起來，他們有可能成為當地教會的領袖和歐洲的宣
教士，我們需要年輕的青年事工來領導和事奉他們。目前，對這個群體在傳福音和門徒培訓上仍缺乏資源。
二：栽培──培訓方案；
A．已建立的和現有的教會及團契領袖；
B．潛在的可加入 COCM 團隊被差往宣教工場的牧者和同工；
全英國的華人教會很柔弱，獻身福音事工者少。因此，需要新一代年輕人走上獻身事奉之路。故此，不少
的教會通過 COCM 栽培訓練部給予支持，在發展，招募，訓練等方面讓有潛質的宣教士和教會的教牧同工
參加本中心舉行的實用性培訓課程。而 COCM 就擔任此角色，給予華人教會提供一系列的培訓程序，如：
加強門徒訓練，聖經教導，讓教會領袖得到更好的裝備，以良好狀態加入事奉行列。基於上述因素，需要
在歐洲本地招募大量的宣教士。故此，發展一個實用性培訓課程給予新加入的同工，是非常重要。其次，
本中心的宣教士進行開荒佈道，令歐洲華人教會受益同樣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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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差傳──各式各樣事工；
COCM 宣教中心在：推動佈道，禱告，培訓，文字，影像等方面不遺餘力。透過教會在中心舉辦研討會，
福音營，讀經營，短宣和義工服務，藉著分享異象，宣教和策略，建立一個團隊來開發所需。包括：文字
和媒體推介來推動宣教。COCM 內外都建立禱告的平台支持我們的宣教士及事工。而且，更好的利用我們
的網絡進行宣教事工。同時，和志同道合的教會和福音機構合作，共同鼓勵推動差傳。
基於：佈道，栽培，推動差傳三大宣教事工，英國 COCM 宣教中心在去年出版的（未得之地）刊物，就
是環繞這方面逐點道出各點要旨。
呂總幹事同時強調了開荒的重要性，無論是開展中國大陸留學生事工，羅馬尼亞，福建等說普通話華裔新
移民事工，本土第二代土生土長說英語華裔人士，都非常需要年輕有中國背景及有經驗的宣教士加入事奉
的行列，而英國 COCM 宣教中心在這面是起到積極的作用。
統一電腦網址 更有宣教效率
另一方面，呂總幹事說：總部現正由電腦專業人士進行 COCM 總部的電腦網絡的統一設計，除改良總部
電腦系統外，做到將加拿大，馬來西亞，美國，香港等地董事會的電腦網絡集中於總部，形成統一連繫性。
因此，在看到總部的 web side 外，亦可以點擊加拿大，馬來西亞，美國，香港等地董事會的電腦 web side，
預計年底前完成此程式設計。

英國 COCM 總部的宣教改型，是時代轉變的需要，前面的路神會引領……(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
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 9-23) ，英國 COCM 總部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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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自己為神事奉
許濟華

在事奉中國留學生的福音工場上，非常需要有中國背景的宣教士參與，
年輕宣教士于小玉( Connie)

而 COCM 同工于小玉( Connie)宣教士就具備這樣的條件。Connie 来自中

国大陸，在讀大學的時候成為基督徒。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国讀完碩士，之後進入神學院讀書。
自从 Connie 在神學院第一年學習期間有機會到 COCM 實習，就接二连三有人跟她说應該回到自己
的族群中傳福音。令 Connie 最大震撼的事，就是 COCM 的呂總幹事甘願放下在美國教授的身份和厚
酬，以及兒女放棄熟悉的教育而來英國，她受到深深的感動，對自己很大的鞭策。神學畢業後，Connie
正式加入 COCM 為同工。
初到 COCM 她在宣教中心協助管理的工作，認識宣教工場；並漸漸更多地在中心舉行的學生營會中
任組長，作為佈導隊的主要成員之一，與 COCM 的同工们一起去英國各大學傳福音。
目前 Connie 去英国的華人教會講道，特别帮助 Leices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國語堂，並與此
教會弟兄姊妹一起努力開始了國語學生的團契。星期五做英文及國語學生團契事工；星期六帶團契，
探訪等（包括中國學者，福建人士）
；星期日講道及一對一初信栽培等。自已在神學院學到的裝備運
用在事奉崗位上，可說是學以致用。
Connie 認為中國大陸留學生大量湧來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讀書，是一個很大的禾場。如果這些大陸
留學生信主得救，回到國內是會影響親人及下一代。Connie 会繼續在 COCM 事奉，向这些中國留學生
傳福音。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詩篇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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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COCM 總新外貌

總部同工合照

一起共享午膳

總部二樓圖書電腦室

為神作工在 Nottingham（田野上）
許濟華

她是 COCM 第一位在英國修讀神學的中國留學生宣教士，她說得一口流利的普
通話，她是粵語的天才，有很好的英語程度。而她加入 COCM 的時候是粵語非
李華（Grace）宣教士

常流行，亦是普通話剛開始的時刻。聰明伶俐的中國蘭州姑娘──李華（Grace）

宣教士，於 2005 年 2 月正式加入 COCM。
之前，她在校修讀期間，深深感受到那時需要多了解華人教會背景，預見將來要做中國留學生事工的重
要性，以及華人教會需要有講國語堂的設備等。在這些異象的驅使下，在學校安排下她到英倫華人教會見
習時，認識了在此間華人教會事奉的牧者，是屬於英國福音中心 COCM 的宣教士──幃焜遲牧師，他將李
華介紹給前總幹事王光霞，在他們力邀下，於 2003 年進入 COCM 英國倫敦舊總部實習，她就是 COCM 最
需要有中國留學生又修讀神學背景的人選了。（Grace 是從中國前來英國修讀神學課程時，由大學安排下正
式於 COCM 實習者。）
Grace 成為 COCM 宣教士已 7 年了，目前是在 Nottingham（洛定咸）市專注 Nottingham 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及小部分高中生的福音事工。提到前往 Nottingham 事奉時，Grace 有非常強的感觸。她說：
（初期對 Nottingham
這個城市非常陌生，而在那裡的西人教會 Cornerstone 及福音機構 Grace Friends International 都希望 COCM 能
夠派人前來協助事工發展工作，在幃焜遲牧師的周旋下，Grace 被 COCM 於 2006 年 3 月 1 日正式派往
Nottingham 事奉，一切從零開始。）
目前，Grace 除了在 Cornerstone 西人教會崇拜及協助留學生事工外，每星期三晚在家中舉辦中國留學生信
徒的聚會，星期五晚舉辦尚未信主的中國留學生聚會，分二個層次，通過講道，唱詩，團契分享等環節為
中國留學生傳主福音，亦為他們進行栽培事工等。Nottingham 大學現在有許多的中國留學生前來就讀，這所
大學在中國寧波設有分校，有不少的學生是通過該分校而前來英國 Nottingham 大學總校修讀。這些留學生
分有：大學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修讀生等三種。在二年前的 2010 年，Grace 更接受該校博士生的屬靈
栽培，通過他們成為帶領中國留學生的事奉領袖。因此，Grace 目前和一位在 Nottingham 大學主教中文課程
的姊妹合租一間獨立屋，而且就是在 Nottingham 大學附近，目的為方便在大學附近居住和在校園寄宿的中
國留學生前來 Grace 家中晚上聚會。
Grace 坦言：做這些中國留學生的福音事工非常不易，原因之一他們因為英國政府的移民政策規定，畢業
後的中國留學生必須離開英國返回原居地找工作，不準居留。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無論是參加 Grace 栽培
的信徒或被餵養的中國碩士或博士留學生都會完成一年學業後離開返國。至於大學本科生在三年學業完成
後，同樣返回中國大陸。Grace 感慨的說：為福音的事奉付出了百倍的精力和時間，但到頭來他們都會離開，
很難更堅定他們屬靈愛主的心。所以，Grace 每年都需要從新一次安排新的事奉方案，以適應新一批中國留
學生的到來。唯一的安慰，Grace 都會抽時返回中國探望這些由她栽培的屬靈果子。然而，非常可惜的是這
些返回中國的他們，有不少因為工作關係，結婚或組織家庭後等因素而離開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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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Grace 租賃的獨立屋將到期了，屋主已說需要 20 多萬英磅賣出，由此她感到非常困擾，因為，
能這樣近距離做中國留學生福音事工的地方實在很難，現在唯有誠心禱告，希望有光明的一天到來。
Grace 在 Nottingham 的事奉，正如經上說：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
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歌羅西書
1:28-29）
寫完這篇短短的訪問，心情一時不能平靜下來，腦海中依然在思索著…。

Grace 短篇講道

團契分享

團契完畢合照

為神指揮作工的宣教工場中心

Grace（中）與留學生合照

COCM 總部剪影

許濟華

位於英國米頓堅的 COCM 總部於 2003 年落成後，在事奉形式上已轉變了。由過去說廣東話轉為說普通話。早期的 COCM 聖經
學院，也因英政府的政策早已停辦。在近十年來，COCM 總部每星期租給英倫或其他歐陸國家教會，進行：團契，家庭營，夫妻
營和基督教團體等活動之用。
COCM 總部是一座二幢高的新款建築物大廈，共有二層。

樓下分設左右兩邊，一邊是職員用，

一邊是呂子峰總幹事及主任毛艷君姊妹和部分宣 教士使用。
在樓下大堂前方入口處是有一個坐式的接待處，非常有特色，該處平時亦可作為中心同工討論事工之
用。在中央有一座升降機直達三樓，以及一座旋轉的樓梯由地面上伸至三樓。地下在安排上有屬靈書籍
總匯的（活水書室），它是由以前的位於倫敦搬遷於中心內。在大堂後面，有員工及租用該中心的大食堂，由四張大圓桌組成。
在左側方有一個大廚房，右側方是一個崇拜，會議及講座三合一使用的大禮堂。在大堂正後方掛著滕近輝牧師為本中心金禧慶典
的題字（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 126-6）以及其他二幅大吊字簾。至於二樓，前方大堂是圖書及
電腦二合一室，兩旁均是會客及團契的座談室，之後前後兩方都有房間，中心員工住宿及租用。至於三樓，則為小房間間隔於左
右兩旁和走火通道等。而前方是空的。由此，可以見到它的構造是非常獨特有趣，充滿新式設計。
COCM 總部是面向各英國華人教會開放使用，逢星期六或長假期，總部會開放給各教會或福音中心的兄弟姊妹使用。這裡會舉
行不同的福音聚會，福音營，團契活動等等。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如果您到總部，是由說普通話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他們在
此實習工作）接待，代替了昔日說廣東話的員工年代。而在中心工作的同工大部份是中國大陸而來留在英國事奉者。目前，總部
是由說國語的青年同工負責管理。當年，我有幸前來英國米頓堅拍攝了 COCM 新總部的動土典禮，由主席曾秋坤醫生，華理善
副主席及王光霞總幹事等人主持。今天，也是十年多後，我在神的引領下再回到英國米頓堅，享受這夢寐以求的新中心設備。
然而，當我翻閱 COCM 五十周年的紀念特刊時，許多昔日在 COCM 為主事奉的宣教士都先後離去，心中感慨萬千。而他們的
身影，姓名，照片卻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之中，難以忘懷……
神使用 COCM 總部中心為了歐洲的福音事工，而打最美好的仗……

探望前總幹事王光霞
五月的倫敦，寒意依然，雖是春天的到來，但似乎仍有初冬的感覺。在郊外，
已經是油菜花盛開的季節，一片金黃的海洋。但在市區，車輛的往來，人群
的熙攘，構成一幅都市必然的景象圖。我在英國 COCM 宣教士林堅（Gordon）
的陪同下，一齊拜會了前 COCM 總幹事王光霞，並代表加拿大 COCM 董事會
送上了一點心意和祝福卡。期間，聽取了 Ernest 及 Ruby 對王姊妹病情的匯報
前 COCM 總幹事王光霞（前坐），丈夫
Ernest(中)，妹妹 Ruby(右一)及我。

等。求神醫治她的病情。

許濟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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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特寫：

前

言

目前，加拿大 COCM 董事會是專注於羅馬尼亞福音事工發展上，在過去的

胡家亮牧師在崇拜中證道

歲月，不斷的派出董事會成員，牧者，短宣人員前往，協助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在：探訪，團
契聚會，查經，青年團契及主日崇拜，以及建堂事工上不遺餘力的參與。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積極參與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事工，要追溯前英國 COCM 工場主任張子
江牧師，以及前總幹事王光霞的關心，讓原 COCM 李明仁宣教士到達羅馬尼亞，聚合一群在那裡進行批
發，零售生意，來自中國溫洲，青田及其他省份的同胞，由在家中進行團契崇拜開始，在神的帶領下，
在各弟兄姊妹遵照神的旨意行事下，由最初以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名稱，逐步擴大至 1998 年 9 月左右
搬遷至目前的西人教會進行下午崇拜，並正式命名為：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在李明仁宣教士
離開後，英國 COCM 先派出吳展鵬宣教士，之後是陳啟芳宣教士到此協助事工，她退任返回香港，現由
譚慶光宣教士每二個月前來協助事工發展至今……
基於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沒有固定牧者牧養教會的緣故，加拿大 COCM 董事會在過去數年間
加以全力協助。同時呼籲更多的短宣隊伍通過加拿大 COCM 董事會的安排前往羅馬尼亞廣傳福音。更希
望有屬靈感動，能說普通話及英文良好的牧者，能通過加拿大 COCM 幫助，前往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
督教會固定事奉，我們期待這神的旨意到來，請與我們聯絡：e-mail : admin@cocmcanada.net
目前，加拿大 COCM 董事會董事胡家亮牧師，正在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短期事奉，他進行多
個團契聚會，查經，青年團契及主日崇拜等福音工作。同時，另有一對夫婦（溫世賢弟兄及溫盧美媚姊
妹）在進行短宣事工。
今天，神差遣了我前往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教會採訪這裡的兄弟姊妹，在（紅龍）這個來自中國溫州，
青田以及其他省份，都市的商品批發市場，可以近距離接觸他們，讓他們談談移民羅馬尼亞後如何做起
批發生意以及屬靈生命的得著。他們是一部很好的生命見證，充分看到神在異國中同樣沒有放棄他們，
而是在招聚他們生活在教會的大家庭中。以下分享部分弟兄的歷程，也許這是您們的影子呢……
另一方面，下期亦將會集中把其他弟兄的採訪和見聞刊登於加拿大 COCM Newsletter，敬請留意。
溫世賢弟兄（左一）及溫盧美媚姊妹（右二）在短宣中和兄弟姊妹合照。

我是神的僕人
許濟華

五月十一日（星期五）
，來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面積廣闊的

徐洪平弟兄

（紅龍商品批發市場）
。這裡百貨是以：電器，服裝，鞋類，窗簾，床上用品等為主。而羅馬尼亞伯利恆華
人基督教會前同工主席徐洪平弟兄，就在其中一幢批發商場，自已的店舖內接受了訪問。
徐洪平弟兄稱：（自己的老家祖籍是中國青田，由於當時年輕好勝和衝動性格而創下了殃根，在 22 歲
那一年在青田老家鄉難於立足的情形下到達了福建武夷山下的農村居住，是務農，那一年是 1980 年代。
過去在青田老家時，自己未有信主，非常自我，自己做洋桶手藝工作，是一個性格很強的人。）
移民羅馬尼亞生活後，從事中國百貨批發生意。經歷了十多年的變遷和批發中心（人為火警）的緣故，今
天，已有固定的自己批發店舖。但是，近二年來，批發生意比較難做，競爭性大，以及店舖的位置沒有以
5

前那樣好，現在的確是生意淡靜了，希望以後會好起來。徐弟兄說：
（一般做批發的生意的時間由早上六時
至下午一時左右結束，而對象都是羅馬尼亞及其他東歐國家前來的零售商到此買貨，期中亦有本地零售商。
他們會大批購買貨物後搬上自己車輛或租車離去。現在經營的商品主要是婦女用的胸罩，內褲等等。目前，
自己除了這個店舖外，還有一個店舖，是由二十七歲的兒子經營，在本批發中心的前端，生意比較好。另
一方面，為了拓展生意，自己曾到非洲找到經商的店舖，現在由女兒負責在那裡經營批發生意，太太有時
前往協助。女兒今年已經二十五歲，有獨立處理生意的能力，故此也放心將生意交給她。稍後，太太會回
來羅馬尼亞一段時間居住。）
實驗中學會了羅馬尼亞語言
甚至自己在批發生意中，能夠以羅馬尼亞語言和前來購買貨品的羅馬尼亞人以本地語言溝通，徐弟兄說：
（當年移民到羅馬尼亞是不能說此語言，但由於需要和羅馬尼亞人做生意，故在實習中慢慢能夠講起來。
目前，在生意溝通上沒有問題，但深入的解釋則比較困難了。現在，做批發生意的除來自中國青田，溫洲
及中國一些省份城市的商人外，更有是前蘇聯今為俄羅斯及烏克蘭的東歐人。）現在，移民到羅馬尼亞是
比以前困難了，羅馬尼亞政府的要求沒有過去寬鬆。
繼續行走神的路
在談到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信仰時，徐弟兄可說是最初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的元老了。他說：
（最初華
人聚會的方式是在家中進行團契。在 1998 年開始，租賃現在的西人教會（布加勒斯特伯大尼浸信會）進行
固定性的崇拜直到現在。早期，此崇拜是由英國 COCM 派出宣教士李明仁負責，後來他離開了教會。之後，
再派吳展鵬宣教士，之後是陳啟芳宣教士前來帶領事奉，經過了一段時間後，她退任離開。目前，是由 COCM
派出譚慶光宣教士前來帶領事奉，而他一般是在一年內，有一半時間在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事奉。）
徐弟兄說：
（自己是過去的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同工會主席，今年剛退任。反而兒子則是現任 8
位同工會的成員之一。早期，在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是自己和教會合租一個家庭地方做福音中心，進行
團契等事工之用。而自己亦在福音中心一個地方居住，負責管理該中心的一切清潔事宜。）
（之後，教會租用西人教會崇拜後，羅馬尼亞伯利恆基督教會華人至今已經有十四年歷史。目前，有 90%
的會友希望有屬於自己的教會，建堂事工是各會友迫切的希望，自己在任同工會主席期間，曾為建堂事工
奔波勞碌，但因許多存在的因素至今不能實現建堂目標。）他認為：
（建堂事工應該建基於神的旨意上。自
己為主事奉之路已經走過了，現在是應該退下來，讓年輕人去接力。然而，自己會繼續行走神的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

批發商場內景

紅龍批發商品市場外景之一

內景

徐弟兄在店舖內

快樂行走神的路

許濟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同工成員之一的金委，就是一位受神恩
典眷顧的人，有了神的保守，他移民羅馬尼亞一路走來，都在神的帶領
同工金委（抱女兒者）和太太溫

下令人生充滿了光明，智慧地處理問題，加上父母和妹妹的協助，他家

馨合照。

的批發生意越來越好，如下簡單的述說他的生活歷程……

性格開朗，年輕有為，只有三十歲多，是二位女兒父親的金委，是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同工會
的秘書。過去。他曾為建堂事工奔走政府機構及各有關部門，然而，雖然尚未達到成功，但至今他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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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關建堂事工他已不處理，由其他同工接手。
找到了神的家
金委是中國青田人，在高中畢業後，2000 年 4 月 26 日跟媽媽一齊移民羅馬尼亞，時間一晃至今已是十
二年。最初，金委和母親一起在羅馬尼亞擺地攤過活，故此，母子關係非常之好。雖然那時生活困難辛苦，
但金委卻沒有離開神，一個月後，他找到了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當時稱呼）直到現在。同年（2000 年）
金委於 10 月參加了詩班，2000 年 12 月 3 日受浸。金委是一位很孝敬媽媽的孩子，在受浸時，他將教會送
給他的鮮花，當眾轉送給母親，除令媽媽流下熱淚外，他的舉動更令會眾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金委出身於基督教的家庭，在中國青田，由他們的曾祖父輩開始，到父母這一代都是基督徒，幼年的金
委已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而金委還有一位年齡二十多歲的妹妹，同樣是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詩
班中擔任司琴。
在事奉的道路上，金委坦然地說：
（是神帶領自己關心教會，在事工上定睛於神的身上，盡心盡力為教會。
同時，希望日盡早能有屬於自己的教會。同樣，金委的爸爸說：有自己的教會是各會友的心意。）
不考慮回國喜歡這裡
在談到家庭時，金委很有程序地說：
（爸爸在自己來羅馬尼亞後的第二年，
即是 2001 年 2 月來羅，現在和妹妹一起在唐人街的批發商場工作，有三個
店舖。而自己除在紅龍批發商場做生意外，還兼顧送貨。換言之，金委是
紅龍及唐人街二個批發店舖往來跑。紅龍批發商場的營業時間是早上六時至
下午二時；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天休息。至於唐人街批發商場，星期一至

同工金委一家在唐人街店舖合照

星期六，早上六時至下午五至六時。）
生性活躍的金委，一點不像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充滿了活力。他說：
（2004 自己回中國相親， 200 6
年 6 月 1 日太太來羅馬尼亞，2006 年 6 月 18 日金委和太太正式舉行婚禮。現有二個女兒，大女兒七歲在中
國外婆家，回國主要是讓她能學習中文。細女今年二歲半，和他們在羅馬尼亞生活。金委說：
（他喜歡在羅
馬尼亞生活，不考慮有回國的念頭。他喜歡這裡天氣的涼快，不喜歡中國家鄉的悶熱……）
來羅馬尼亞已經有十二年的金委，現在已能說流利的羅語，特別在建堂的事工中，他都以流利的羅語和
政府部門的人員傾談。在日常的生活中，金委在批發商場可以和商人流利交談，在去銀行之類需要講羅語
的地方，金委可說順利非常。他說，能夠這樣完全歸功於早年(2000-2001 年)在教會的免費羅語訓練班打下
的基礎。
今天，金委開著自己的車輛說：
（2006 年 12 月 1 日開始，拿中國駕駛執照的羅馬尼亞中國人，可以不通
過考試，在羅馬尼亞換取政府發出的駕駛執照。由此，金委等於取得羅馬尼亞駕駛執照，而且，該執照可
以通行歐洲各國。但近年羅馬尼亞政府對此嚴格了，凡取羅馬尼亞駕駛執照的中國申請人，必須有中國政
府發出公證書連同中國駕駛執照，才能換取羅馬尼亞駕駛執照。）
神令金委的屬靈及現實生活充滿活力，難怪他自豪地說：（我愛這間教會。）

在羅馬尼亞彰顯神的愛

許濟華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 (羅馬書 1:15 )。伍東光牧師就是
存有對羅馬尼亞弟兄姊妹這份濃厚的情意，將神的福音帶給他們。
伍東光牧師講道

雖然，伍牧師今天已退休了，但他以退而不休的精神，為神奉獻的火種依然燃燒著，到羅馬尼亞三個星期
（2011 年 1 月 24 日至 2012 年 2 月 14 日)。伍牧師透過講道，分享信息，探訪，培訓等等服事，足以證明了伍牧師確實延續著這一
份不熄的光輝。伍牧師雖然前往羅馬尼亞只有短短三星期的事奉時間，但則被羅馬尼亞弟兄姊妹深深愛主的精神所感動。他回憶道：
羅馬尼亞弟兄姊妹在屬靈追求上是火熱的，每次主日崇拜前，他們都會齊集在一起朗讀聖經一小時。之後，又會拿出由中國大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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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簡譜＂讚美詩選編＂（共 1050 首詩集）囗唱心和地向神讚美；而且非常之投入。他們這種敬愛主的表態，確是北美洲教會所
罕有的現象，是非常可貴的經歷。
伍牧師主要講道用聖經真理和神的許多應許與衆分享，藉此挑旺他們要有全然謙卑降服主的心，肯回應主的呼召，遵行神的話
語。當人真正認識耶穌是誰的時候，祂的降生再來的重要性就會顯大。伍牧師就是藉此用心帶動他們有好的屬靈裝備；進而在培訓
上多分享神的恩典和遵行神旨意的可貴，作個合神心意的好管家，就是要忠心。伍牧師在培訓上也將＂認識新約中的全備救恩計劃
＂與衆分享。伍牧師同時說：羅馬尼亞弟兄姊妹非常留心聽道，在培訓上也很用心。在逗留羅馬尼亞此段時間，伍牧師曾先後和羅
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的 8 位同工開會，一齊或個別傾談。知道他們面對和存在的困難，聽取他們的意見和發問，分析應如何
面對及處理問題。同時，將自己的經驗和他們分享等。
伍牧師對在羅馬尼亞的中國溫洲同胞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就是他們原在中國大陸時不少已經有教會的背景和濃厚的信仰意識。因
此，伍牧師在三個星期內在他們中間主要加強信徒

命的培訓，重建他們的信心，鼓勵他們重回教會。至於前往市場探訪，伍牧師

深深體會到寒冷大風雪氣候之下是何種的滋味，真不好受；特別感受到露天市場中國同胞的辛酸。伍牧師分別在露天、紅龍和唐人
街幾個大市場作探訪工作，從中知道他們深受羅馬尼亞警察的壓迫和敲詐。例如：這些警察會用不少的理由拿取他們辛勞的金錢，
用各種辦法懲罰他們交罰款：假如罰款$5,000 元，則開罰票$3,000 元給政府，自己私取$2,000 元，而且用美元計算而不用歐元計算
等等手段。為了生計，他們只有忍氣吞聲。其次，為了多賺錢，不開發票給客人及不敢將錢存入銀行是常有的事；為免給政府知道
敲詐。幾年前，因紅龍市場失火而燒毀了他們存放在店舖內的金錢。另一方面，政府及大財團的互相勾結收買巿塲的地；為著蓋建
更多座紅龍市場，令他們在得不到補償的情况下損失不少。這也就是羅馬尼亞中國同胞受到不少的不公平待遇，其中一些。
在伍牧師於市場探訪期間，有一位婦女原本是對伍牧師的來訪不理不睬
的；感謝神，聖靈感動了她。由最初的抗拒行為到自動聽取伍牧師傳遞神
的信息；漸漸地引發了她對福音的興趣，且越來越留心。感謝神，她終於
決心信主又肯跟伍牧師一齊禱告。伍牧師逐座探訪市場每個店舖的基督徒
為主，其次是初信者和未信的同胞；
團契後聚餐

前往批發市場

用愛心關心和了解他們，藉此彰顯神的愛心。伍牧師感謝羅馬尼亞弟兄姊妹的熱情款待，早午晚三餐都在他們的照顧下，真是令他
有一無掛慮的感恩。每次到市場探訪，他們都會一早八點左右就來伍牧師居住的中心做早餐，9 時左右一齊前往市場進行探訪事工。
另外，伍牧師到達羅馬尼亞那段日子正是中國農曆新年，那裡的兄弟姊妹十分好客及熱情的招待，令伍牧師至今都為他們感謝天父。
四十餘年牧養羊群

為主事奉絕不退色

為神奉獻已四十多年的伍牧師，今天雖然退休了，但他依然為主發光，盡力靠主恩典一共䢖立了五間教會。在香港九龍先後䦕拓
兩間：赤柱浸信會和茶果嶺浸信會。另外在美國侯斯頓兩間及在加拿大密西沙迦美南華人浸信會；至今有十多年了。現在，伍牧師
雖然退下來，有張水源牧師接仼牧會；而伍牧師則以顧問角色，依然心繫該教會。其次，他的女兒及丈夫都在此教會忠心事奉。無
師自通的他，在香港的事奉中學識了彈鋼琴，現在則自學手風琴呢。
他這次前往羅馬尼亞短期宣教，是去年底，他前來溫哥華探望兒子時，在一個教牧同工聚會中認識了加拿大 COCM 董事會前任
主席陳若魯弟兄，在大家的傾談中知道了羅馬尼亞短宣的重要性，從而堅定了他前往羅馬尼亞的決心。感謝主，在得到加拿大 COCM
董事會的全力支持下，從而踏上羅馬尼亞的征途，這是神榮耀的彰顯。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
。沒有錯，伍牧師此行羅馬尼亞短宣，就是將神的
愛帶給羅馬尼亞弟兄姊妹，堅定他們為主事奉的信心。同時，希望伍牧師在今後再抽出更多時間前往羅馬尼亞，讓主的愛透過他，
使羅馬尼亞弟兄姊妹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加拿大董事會
主席：陳錦華牧師
顧問：金新宇牧師

董事：胡家亮牧師
張子江牧師

李丞炘醫生

連登權牧師

張宏達先生

吳在志牧師

何國富先生

校對：雷國濤

張秉熙先生
總編輯：許濟華

欲前往歐洲宣教者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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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