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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特寫：

繼續上期的英國及羅馬尼亞兩個國家之行特寫，先後採訪了英國 COCM 宣教士及羅馬尼亞伯利
恆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姊妹，和他們作了近距離接觸。由此，可以聽聽他們的心聲和事奉的經歷……。
（編者按）
夫婦同心為主作工

夫婦同心為主作工
許濟華

33 歲是人生歲月最黃金的時刻，也是很有工作經驗的歲月。然而，
他和妻子就是在這最「賺錢」的時候，毅然放棄專業工程師的職位，
走上為主事奉的道路。他們就是英國 COCM 的宣教士林堅(Gordon)及妻
子林蕭咏梅(Maggie)，二人都是大學畢業生及碩士畢業生。
他們都有輝煌的過去
林堅(Gordon)及妻子林蕭咏
梅(Maggie)同為宣教士。

林堅於澳洲墨爾本大學工程系畢業，之後返回香港從事電訊工程師

工作，具有 7 年專業工作經驗，足跡遍佈美國、台灣、日本、中國、以色列等國，並曾與歐洲多國
工程師共事多年，從而開始對歐洲宣教有負擔，之後的日子上帝一直裝備並帶領他們夫婦二人。2003
年，經禱告後他們決定移民澳洲，而 Gordon 亦在當時決定奉獻當全職傳道人，在澳洲期間完成神
學課程及一直在澳洲墨爾本中央華人浸信會服侍。而 Maggie 則於加拿大亞省完成高中而前往美國
升讀大學至畢業，她返港後曾先後任職讀者文摘，牛津大學出版社及突破機構，移民澳洲後同樣從
事出版市場推廣工作。期間神一直預備他們夫婦二人的心，學習信心、放下一切及順服的功課，
Gordon 更於 2007 年到英國短宣以確定神的異象，通過誠心的禱告和各方面的印證下，他們夫婦二
人於 2010 年 5 月正式加入英國 COCM 同工，是年輕有為而充滿活力，精通英國粵三種語言的宣教
士。
Gordon 宣教士從消沉中站起來
Gordon 曾是大學時代熱心愛主的基督徒，但因為母親的離世對他打擊很大，意志消沉。也一度
放棄帶領團契等一系列事奉工作。然而，神卻在這時拯救了他從新站起來，他亦有勇氣認罪祈禱，
並回應神的呼召，將來要事奉主。神是聽了他的禱告，2003 年他重返澳洲進修神學，同時亦參與
教會牧養，進行中國大陸留學生團契，家庭聚會講道等。正如聖經所言：「…因為主曾說：我總不
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 第十三章五節)
的確 Gordon 在他大學時代及香港工作以及重返澳洲，神的僕人──眾牧者都先後對他給予摻扶，
如：劉傳海牧師，林德麟牧師，溫以樂牧師，畢德富牧師，神學教授 Rev. Basil Brown ，COCM 中
心的韋焜墀牧師，陳啟芳宣教士，前總幹事王光霞及現任總幹事呂子峰牧師。通過他們的誠心幫助
及鼓勵，以及 Gordon 來自多方面異象的感動，今天成為 COCM 宣教士的他，與 Maggie 一起帶領
COCM 的佈道隊在過去 2 年曾到過歐洲多國如芬蘭、西班牙、法國及英國多個城市，把福音傳給各
地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目前 Gordon 更會每月定期到法國南部及英國北部幫助當地的學生團契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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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起發展學生事工，工作包括帶領查經及講座、學生探訪及培訓講道等工作，每年的 8 月至 11
月期間更會與 Maggie 帶領佈道團到處佈道，願神大大的使用他。
（有關他的自我簡介，在總部《未
得之地》2010 年第 4 期已作詳細報導。）
\

Maggie 放下倔強性格行走事奉之路
性格開朗，愛好音樂的 Maggie，在 COCM 的營會中常參與帶領敬拜、司琴及帶領遊戲的服侍；除
了協助 Gordon 到不同地方服侍，她主要負責策劃 COCM 佈道隊活動內容及一切的聯絡工作，當中
神大大的使用了她的恩賜。Ｍaggie 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校外課程之話劇課程一年，另外半年隨導
師個別學習舞台、編劇與導演知識，並有 7 年時間在香港參與多場福音話劇佈道，這些經驗對 COCM
佈道活動策劃很有幫助，因為當中有很多音樂及話劇的元素，這也是中國留學生比較喜歡及接受的
媒介。Maggie 亦有心理輔導的工作經驗，在澳洲教會常提供輔導給有需要的年青人，目前也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Maggie 曾在澳洲修讀基督教輔導及家庭治療課程二年，及再讀二年輔導碩
士畢業）。
Maggie 稱：
（COCM 佈道隊主要的目的是以佈道會形式傳福音給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合作對象為
當地的教會，團契及福音機構，COCM 主要進行整個聚會的策劃工作，內容包括了音樂、遊戲、話
劇及福音信息，當中有很多的互動。每次出隊他們會帶約 15 人一起出外佈道，這些都是來自英國
不同地方，對傳福音有負擔的年輕信徒。除了傳福音，佈道隊成立的目的還包括了裝備有心志傳福
音的年輕信徒 ; 和英國及歐洲內陸當地的教會合作，建立福音伙伴關係及動員年輕信徒投身為主
事奉的行列。今年佈導隊的目標就是，在暑假 5 月來臨時，要在團契、營會中進行招募信徒約 30-40
人，及在 7 月初讓他們參加培訓營加以栽培，8 至 11 月期間便會進行密集式的外出佈道工作，約
每星期去兩個地點。）
Maggie 雖然沒有丈夫 Gordon 在靈命中那樣大的起伏現象，但在她成長中亦有許多高高底底的階
段，例如年少的反叛，和父母關係惡劣、工作和生活上的挫折等，但神一直在她生命中帶領她，目
前與家人的關係也非常親密。Maggie 亦曾不願意離開突破機構和丈夫一起前往澳洲，開始時對進
入歐洲宣教工場也一度不願意，因著神的恩典與憐憫，她最終還是願意降伏在主的面前，甘心樂意
地選擇和 Gordon 一起在 COCM 事奉。
（左至右）Gordon 在崇拜中講道，和部分留學生合照，留學生主持崇拜情形。

希望培訓出更多青年屬靈領袖
經上說：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哥林
多後書第四章第七節。）Gordon 及 Maggie 都希望在今後的 5 至 10 年，配合 COCM 和神的異象，
在歐洲大地，英國工場對中國留學生加以牧養，建立門徒培養，培訓出更多屬靈的青年領袖，使福
音的種子遍佈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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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 為主打美好的仗

年輕有為的石建基( Joshua Shek)

許濟華

只有 26 歲的年輕人石建基( Joshua Shek)，竟然放下英國軍事國防工
程的陸軍維修及科研工作，於今年（2012 年）二月一日加入 COCM 成
為見習宣教士。他為主作工而犧牲金錢及良好福利制度，投身於廣傳
福音的行列，是令人敬佩的。

Joshua1986 年出生於英國撲之茅斯，於 2007 年畢業於布里斯特的 Bristol University 工程系。畢業
後開始在英國國防軍事科研上工作，開始二年需要經常在不同地點工作，直到 2009 年才固定下來，
他是一位國防軍事的工程師。在英國出生，來自基督教家庭的 Joshua，從小已受到福音的薰陶，他
父母在香港時已是基督徒，28 年前移民英國後，生下 Joshua 及二位妹妹，他們三人從小開始已在
教會中生活，領受神的恩典。今天，Joshua 之選擇事奉神，是和過去他一直在基督教家庭長大完全
分不開。在中學甚至大學，Joshua 都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基督教青年福音營，團契等，加上參加教
會的崇拜等，令他非常得著受益非淺。在 12 歲那年，Joshua 在英國撲之茅斯信主得救，受浸成為
基督徒。同時，在布里斯特大學期間，Joshua 已熱心做英文年輕一代的團契事工，和團契的年輕人
建立了真誠的友誼，那時只有 18 歲。2004 年他加入了布里斯特華人基督教會，並參與和帶領該教
會說英語的年輕人團契。
回想過去，青年的 Joshua 說：（在參與 COCM 主持的青年福音營中，認識了 COCM 總幹事呂子
峰牧師，而且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正因為這種良好的關係，和其他牧者商談後以及聖靈的驅使，令
Joshua 毅然放下在英國國防部工程師的職位，成為 COCM 見習宣教士。雖然，父母對他的決定有
不同意見，但尊重他的決定，使自己能夠輕裝上陣為神打美好的仗。）
現在每星期一至五，Joshua 都會在 COCM 中心事奉，他有二項福音工作要做，一；策劃全國性
的說英語華人年輕一代，參與 COCM 每年二次舉辦的福音營事工（一般年齡由 20-25 歲）。二；安
排營會，佈道，團契等事宜。當然，其中有許多繁瑣的細節在內需要處理。而每星期五晚上，Joshua
會開車返回布里斯特領導青年團契事工，星期六亦然。
他說：目前，許多的教會都想做華裔說英文年輕一代工作，今年年尾，Joshua 將會到撲之茅斯一
個教會做青年人福音事工。他同時表示：（現在的華裔年輕人在思想上變化很快，差不多每隔二三
年就改變了，在與父母的溝通上存在困難，形成了二代文化的差異。故此，做青年事工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必須留意他們的改變，進入改變事奉（策略）
，令他們在主裡成長。）他說：
（自己在 COCM
事奉很開心，可以從中學到許多的功課，在未來的二年裡，會在中心做好宣教士的事工。至於神如
何引領自己，是以後的事。但有一個心願，如果神的呼喚令自己清楚事奉之路，他可能會進入神學
院進修。）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 ) 年
輕的 Joshua，如何行走神的路，神是會為他預備的……
英國 COCM 總部同工與 Joshua 合照。

培育大批宣教士的英國 COCM 總部外貌。
Joshua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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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美好的禾場
(中國大陸留學生事工之英國見聞實錄）

英國美麗的油菜花田野
許濟華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國，現在是美麗的油菜花盛開的季節（五月），在廣寬的田野上，連綿起伏
的農田都鋪滿了一片片的金黃色彩，非常的悅目亮麗。油菜花黃色樸素的美，加上藍色的天空，
襯托出迷人的自然景色。這些是神為我們所設計和創造，而我們按著神的旨意，耕耘出大自然的
美麗和以後的收成。
看到這浩瀚的自然景色，您不能不讚嘆神的大能，祂創造了天地萬物，更讓我們按時按候實現祂
的旨意。看到美麗的油菜花農田，您不能不連想起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進修博士，碩士，大學本
科的大批中國留學生。他們就像農田中的油菜花等著農夫準備去收割，因為，再過一段時間，它們
都非常成熟了，是需要收割的時候。這是一塊豐盛的（禾場），浪費了是非常可惜的事。從 2000
年開始，中國大陸的留學生通過英國大學在國內設置分校的方法，轉來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進修課
程。他們之中除部份是修讀大學本科課程外，有許多是修讀博士和碩士的留學生，在完成一年課程
後就畢業必須返回中國就業（英國政府規定）。在這短短的一年中，在英國的宣教士就要抓緊時間
向他們傳福音，令他們信主得救，受洗成為基督徒。
年輕能講普通話最適合
因此，在從事此項福音工作的宣教士一般都是年齡比較年輕，因為這樣才能更清楚知道中國留學
生的生活和習慣意向，對接觸他們有很大的幫助。另一方面，從事該中國留學生福音事工的宣教士，
都必須能說流利的普通話，當然，不能缺少說流利英語的能力。因為，許多的中國留學生都喜歡參
與西人教會崇拜或團契，而西人牧師或傳道人需要能說英語的中國宣教士和他們合作，共同為福音
的緣故，向中國留學生進行福音事工。另一方面，不少中國留學生到西人教會，也想藉此提高自己
的英語能力。
心靈是重要的一個環節
為了更好的推展事工，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OCM )派出不同恩賜的宣教士，向中國大陸留學
生灌輸福音的種子。除了不斷的奔走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芬蘭等工場外。有些宣教士為了
更好接觸他們，將租賃固定居住的地方搬近校區，讓居住在校院宿舍或在大學附近租住的中國大陸
留學生從而得到福音的餵養。同時，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都存有家庭破碎的情形。例如：
在中國時，父母已離婚，故他們來英或歐洲國家留學，為了尋求心靈的安慰故有男女學生同居現象，
又會因感情不合而離去等現象。因此，宣教士除了向他們傳福音之外，也關心他們的感情問題，令
他們從而得到身心的釋放，故心靈輔導他們是非常必要的一環，宣教士亦需要擔當這方面的工作。
有宣教士說，我們也做了保姆的一份子。COCM 有一位專做中國留學生事工的女宣教士，她租賃的
居所因業主需要出售感到煩勞，如果找不到理想地點的房子，可能影響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的良好
機會。
中國大陸留學生團契聚會後合照。
劍橋大學博士劉偉鈺及太太 Ruby lu 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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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福音的種子撒向中國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種的時候…。又有落在好土裡，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路加福音
－8：5-8）作為一個基督徒，當你信主得救的那一刻起，耶穌基督就活在你的生命中，你所做的每
一件事，都以基督的心為心，活出祂的樣式。其次，正確對待聖經的真理，就是基督在我們心中作
工的時刻。這樣，我們的生活，存在的生命都和耶穌同在一起。今天，英國及歐洲的宣教士為主作
工，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不是就是向中國撒佈福音的種子嗎？因為，不少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信主
後回到國內，在一定的程度上會弦揚福音的大能，藉此傳給父母，親友甚至有關方面的人。這是神
看著是好的。有需要到英國或歐洲從事中國留學生事工的牧者，可以和加拿大 COCM 董事會聯絡：
e-mail : admin@cocmcanada.net；郵箱：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

電話：Telephone: (778) 571-0109

：羅馬尼亞特寫：

讓位給年輕人

許濟華

已是二位子女父親的金冠藝，是本教會最早的會友之一，也稱得上是教會的元老。他說：（1996
年由弟弟於中國青田帶來羅馬尼亞，在國內是務農。1997 年將妻子也帶來羅馬尼亞，現在她在家
不需出來工作，主要的批發生意是自己掌握一個店舖，兒子金感恩及女兒金感君負責一個店舖，
現在有二個店舖。）

金冠藝弟兄 (中)和兒子金感恩及女兒金感君。

金冠藝弟兄(中)及兩子女和加拿大溫哥華短宣的溫弟兄夫婦合照。

早期，羅馬尼亞沒有華人教會，後來由美國的短宣隊到來開荒，在舊的批發市場傳福音，組織家
庭團契後，令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逐漸形成。而自己也先後在教會的（同工會）內的事務
組及探訪組事奉過。現在退下來，讓年輕人去事奉是應該的。
他說：（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基督教會）經過了十多年的光陰，至今都沒有一位固定的牧者，對
教會事工的發展是有困難存在的。過去，COCM 先後派有宣教士前來事奉，但因為不是長期事奉，
故收成是不太大的。而且，一間教會沒有一位正式長時間的牧者，會引起許多的困難問題。目前，
英國 COCM 派來的宣教士也是二個月來一次，雖然說有半年的時間，但收效不是很大，教會許多
的事和人都會改變，都需要及時處理。）
另一方面，在講道上，冠藝有此看法：
（在中國，講道是著重生活為主，引出神的旨意；在這裡，
知識多一點，見識少一點。沒有經歷的事實作憑證，如文章一樣，不能感動人。）
（其次，對短宣隊前來是歡迎，但功用不大。因為他們再來的對象是尋找熟人，而不是通過熟人
去尋找新的未信者，很難達到傳福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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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堂，冠藝認為：（由於是租賃他人的教堂，受到限制，人家如果舉行聚餐或會友大會等情
時，我們的教會崇拜，洗禮等事工就必須推遲。由於明天一早就需要工作，時間的影響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自己的教堂，就不必理會這些，時間可以自由控制。對於建堂事工，是人為因素多於神的旨
意。如何正確處理建堂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的課題。）冠藝熱愛教會，由此而發出了感慨之言。
他說：（生活在羅馬尼亞，又有自己店舖的冠藝，經歷過以前的辛勞歲月，得到了今天的成功。
現在一家人生活樂融融，也沒有回國的念頭，這裡就是自己第二個家鄉。目前，新店是租，舊店是
買。而目前的生意雖然沒有以前那樣火紅，但過日子也很安穩了。而自己每年都有回國入貨。這些
都是神的保守。）
目前，在（紅龍批發市場）經營批發生意的人群，除中國人外，還有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
人等，本地羅馬尼亞人很少。而客人都是來自東歐及中東國家的商人。

求神引領他

行走更美好的路
許濟華

以留學生身份於 2005 年 10 月 25 日來到羅馬尼亞的徐振華，是
羅馬尼亞伯尼特浸信會元老徐洪平弟兄的兒子，今年只有 27 歲，
還未結婚呢。他在 2005 年初於中國大陸高中畢業後，就曾南下深
徐振華在店舖前拍照。
圳多處工作過，最後選擇了到羅馬尼亞。振華到達羅馬尼亞後修讀
羅馬尼亞語言，本來想再進入布加勒斯特大學進修中文及法語，但他覺得太困難而放棄出來工作。
2006 年，振華開始和家人一起做批發工作，2008 年在老市場獨立開店經營批發生意。但雄心很
大的他，在二年後去了 Niro 市工作，但還是回來，並在新的（紅龍批發市場）和朋友於 2010 年 9
月合伙做批發生意。而年輕好勝的他之後再度跑到 Cluy（克魯日）城市做生意。然而，搖擺不定
的他於 2011 年 6 月又回來。在此期間，振華因為居住簽證問題犯了官司，羅馬尼亞政府認為他的
身份必須留在父母親身邊工作才有效，他以前到處奔跑做生意是不合乎政府要求。還好，最後在今
年頭打贏了這場官司才沒有發生節外事情。
年齡雖小志氣大 未來目標有三個
他說：
（現在這個批發店舖，以前是媽媽及妹妹經營的，後來她們去了非洲做生意，自己於 2011
年 8 月把它接下來經營至今。由於這裡批發生意比較忙，因此聘請了一位羅馬尼亞女僱員幫忙做生
意。）別看振華年紀輕輕，但很有抱負，面對這二年生意的不太景氣，他說：（願把生意的好壞情
形交給神，由神決定。同樣，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神，求神帶領。自己未來的發展有三個目標：一，
到非洲發展；二，回中國；三，留在這裡。）
受浸成為基督徒 遇事不驚神保守
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振華，從小在中國福建就受到基督眷顧，但那時還是不太堅定，只是到達羅
馬尼亞以後，在 2006 年受浸成為基督徒，才有了堅定的信心，並參加了詩班直到現在。今年，振
華更被選上教會的同工會成員之一，負責事務組事工。振華說：（如遇到危機，自己不會害怕，在
事奉的路上，有神保守，自己是一個基督徒，為神作工，是榮耀神的偉大恩典。）
希望有個固定家 支持建堂求合一
對於教會建堂事情事宜，振華說：（教會成立已有十多年了，需要有一個固定的教會是眾人的希
望。而建堂事工的發生雖然一波三折，但大家要合一尋求神的旨意，而自己是支持建堂的，有自己
的教會則不受外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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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振華雖然年輕，但在批發生意和現實生活的打混中，令他的心志慢慢成熟，比同年的年輕人考慮
問題更為周全，這是神的恩典，讓神引領他行走更美好的路。

這是二張徐振華在店舖前的拍照，他說：
（現在是繁忙時刻走不開，客人來了做不成生意就損失了）。

溫哥華短宣簡訊

將福音的種子撒在羅馬尼亞華人土地上
（…種子就是

神 的道。路 加 福 音 8:11）

許濟華

當福音的種子需要人拋撒的時候，神就會動工，令信祂的人擔負起神聖的使命傲然前往。溫哥華西區浸信會一行六
位弟兄姊妹分別是：盧爾謙（Felix）
，廖仲茵（Lily），袁美倩（May）
，黃穎宜（Wendy），董家峰（Tommy）及麥子霖
（Tsz-Lam）夫婦。就是聽從神的呼召，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四日一共十三日期間，前往遙遠的國度──羅馬
尼亞進行短期宣教事工。
一

二
三

一：聚精會神聆聽加拿大 COCM 主席陳錦華牧師介紹短宣需要注意事項。二：溫哥華西區浸信會一行六位前往羅馬尼亞短宣的弟兄姊妹分別是：
後排；盧爾謙（Felix 左）及董家峰（Tommy 右）
；前排左起：廖仲茵（Lily）
，袁美倩（May）
，黃穎宜（Wendy）及麥子霖（Tsz-Lam）
。三：一齊
分享及討論。

追溯他們今次前往羅馬尼亞短期宣教，是因為西區浸信會曾李麗冰牧師和前任加拿大 COCM 董
事會主席陳若魯先生的深切溝通得以令此行成功。而在早期，陳若魯先生還親臨西區浸信會以幻燈
片及文字等詳細講解了英國 COCM 及羅馬尼亞華人教會以及需要如何進行短宣等情。經過此次彼
此的交通，給西區浸信會弟兄姊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後，西區浸信會和加拿大 COCM 董事會
進行不斷的事奉探討，堅定了他們的信念，在眾多的短宣項目中選擇了前往羅馬尼亞。這六位即將
前往羅馬尼亞為神作工的弟兄姊妹，他們的行前的感想是如何呢，也許，讓他們來一次簡單的分享
自述吧：
盧爾謙（Felix）──正因為李麗冰牧師和前任加拿大 COCM 董事會主席陳若魯先生的深切溝通
和投契，得以令此行成功。加上陳若魯先生親臨到教會講解，的確起到推動的作用。之後，經過分
享和不斷的祈禱，加上家人的不反對之下，得以成就此事。
廖仲茵（Lily）──由於剛轉了工（新公司），申請假期比較難些，但希望公司落實我的申請，
令此行成功。過去，我曾去過中國，多少知道國內教會情形。以及在香港參與基督教團體活動等。
說實際，今次前往羅馬尼亞短宣，爸爸不反對，但媽媽則不贊成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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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美倩（May）──我住過匈牙利，多少知道東歐國家的情形，故此也想知道羅馬尼亞華人是否
說羅馬尼亞語言？故在羅馬尼亞短宣在生活上是習慣的。另外，今次能前往羅馬尼亞短宣是一個很
好的機會，而且自己沒有去過這樣遠的地方短宣，會珍惜它。我病痛多，長期患有血壓高及貧血病，
需要打針護理。對於此行羅馬尼亞短宣，家姊是支持的。過去責任大，現在許多東西可以放低，在
人生的下半頁中有機會親近神，是何等的美事。今天能夠前往羅馬尼亞短宣，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覺得是時候這樣做了。
黃穎宜（Wendy）──我家人不在溫哥華，加上現在暫時不必返工。所以，自由多了。而今次的
羅馬尼亞短宣正合我心意。
麥子霖（Tsz-Lam）──沒有試過和由教會組織去短宣，今次正好體驗一下。由此而不斷祈禱，
現得到了答案。雖然，今次短宣是羅馬尼亞國家，但我就給（羅馬）兩字吸引了。其次，今次是教
會定的短宣，我就會去。而且，我公司給我的自由度很大，所以去羅馬尼亞短宣沒有問題。過去，
我都去過新加坡十天短宣呢。
董家峰（Tommy）──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去短宣的動機，而今次教會的決定，令自己的心
志更堅定，讓生命活出神的光彩。我不斷的祈禱，事就成了。其次，我公司是自己開的，所以不受
假期限制。而且，家人不反對自己前往羅馬尼亞短宣。
尾
聲
雖然，短短的半個月短宣時間，然而，他們都要做好事前的預備工作，將自己的所長，將福音
的種子帶給羅馬尼亞未信者，以及和羅馬尼亞華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分享 神的美意，祝他們愉快踏
上羅馬尼亞短宣的路程，並期待平安回來。加拿大 COCM 主席陳錦華牧師為這次短宣領隊。
西區浸信會短宣隊接受培訓將赴羅馬尼亞短宣
許濟華

為神作工是最大的榮譽，加拿大 COCM 主席陳錦華牧師特別前往西區浸信會，為將在十一月底為期二星期前往羅馬尼亞短
宣隊員，講述短宣的意義及當地情形和需要注意的事項。
陳牧師引述了聖經（羅馬書第九章）
，逐點分析了：短宣的成效，是否勞
民傷財？是否值得？而且還講解一或二年期的才是短宣；二至三星期時間
的短宣應為：訪宣隊。目的是支持鼓勵宣教士等。在短宣中有三大要項就
是：一，祈禱；二，祈禱；三，還是祈禱。求神帶給您聰明智慧解決難題
，成就祂的美意。在工場，任何事情都會發生，要靈活改變處理事奉方法。
遇事絕對不能埋怨團員及領隊等，要存包容心理，回來再討論解決。要謙
卑，融入事奉中。陳牧師還稱，一：宣教的基本態度，最大意義是（道成
肉身）
，捨己，如耶穌一樣甘心放下自己的權利。二：領隊的重要性，甚
麼是導遊式領隊，甚麼是保姆式領隊，以及牧者型領隊。三：短宣是屬靈
加拿大 COCM 主席陳錦華牧師（前排右一）和西區浸

團

爭戰，以早上靈修，禱告結合行程，從而獲得個人佈道的寶貴經驗。四：
契

信會即將前往羅馬尼亞短宣的弟兄姊妹合照。

短宣不是教會活動，是推動外地福音工作。五：在短宣中您可淋漓盡致發
情

揮恩賜，包括：開佈道會，專題講座，培訓，福音聚會，個人佈道訓練，探訪等，在短宣期間，能結出美好果子。也許，通過
形

短宣將來您會成為宣教士或牧者。陳牧師最後介紹了短宣隊員需要參與羅馬尼亞華人教會事項及探訪（紅龍批發市場）等情。
團
加拿大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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