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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骨肉之親
“我 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
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
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
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
願 意。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
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
的。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
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祂是在萬有之上，
永 遠可稱頌的神。阿們” --羅馬書 9 ：
1-5

有我良心被聖靈感動，給我作見證
當使徒保羅念及有眾多猶太同胞仍在救恩之門外，他不禁悲從中來。保羅想到他的骨肉之親，只要他們
能得救，他願意付上極大的代價：與基督分離，保羅也願意！
當 我身處羅馬尼亞首都布迦勒斯特時，放眼紅龍批發市場、唐人街批發市場、抑或歐羅巴舊市場內，滿
眼都是我們的中國同胞。他們每天辛勞地工作，早至凌晨三時， 便要披星戴月地趕到市場開店，直到每
日下午二、三時，每天辛勤努力地工作十二小時，天天如是！由歲首到年終都不能靜下來休息。有許多
同胞亦因此而患上身心 疲勞症、抑鬱症、頭痛失眠、腸胃不惜、狂燥症。。。等等。每有空餘時刻，他
們便無所事事！又或者到賭場踫踫運氣，結果好運氣當然沒有，惡運便會日日而來！ 賭場風月，自必弄
到自身創傷，甚至家破人亡！
自從 1990 年東歐各共產政權如骨牌效應般先後倒台，轉而成為民主國家，許多前共産國家先後 加入了
歐洲共同體，成為了共市的成員國或準成員國。但民主之路從來不易，結果這些國家在沒有民主的教育
體制和民主意識形態的配合之下，大多成為了貪污腐化 的政府。人民雖說是自由了，卻仍要面對貪腐的
官員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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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的盡頭，便是神的起頭！
在 90 年代，手持中國護照便能免簽證地進入東歐各國，帶來了成千上萬的中
國同胞，蜂擁進入東歐各國，羅馬尼亞便是其中之一。我們的同胞來到東歐之
地，言語不通，人生路不熟，結果便在路邊擺放地攤叫賣，勉強維持生計，卻
有被賊劫、警察貪污，真使人叫苦連天！
當人的盡頭，便是神的起頭！當同胞活於水深火熱之中，上帝便打發祂的僕人
使女，到羅尼亞去宣教，開荒䢖立教會，引領同胞迷羊歸主，羅馬尼亞華人教
會便在這情 況下於 1998 年成立，由本會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連同我們
英國總會差派不同宣教士前往建立教會，向同胞傳福音，領他們歸主，並招聚
已信主的信徒成立 教會、開展佈道工作，查經聚會及各項活動。羅馬尼亞華
人教會及後向政府註冊正式成為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浸信會。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主席陳錦華牧師

感謝主！伯利恆華人浸信會 在弟兄姊妹和宣教士不斷努力耕耘下已日漸成
長，教會於 4 年多前成立執事會，去帶領及處理教會日常會務。教會現今主日
聚會人數已過 120 人，還有周間的祈禱會、查經班及團契聚會等，兄姊們皆
踴躍參加。現今教會唯獨欠缺牧者同工，故此，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正努
力為教會物色教牧同工，並且每月皆差派牧者到他 們中間作牧養工作。
求主恩待！早日差派教牧同工到來，牧養主的羣羊。阿們！

加拿大董事會
主席： 陳錦華牧師
董事： 胡家亮牧師

緬懷尊敬的張子江牧師
----陳錦華牧師輯錄

李丞炘醫生
張宏達先生
何國富先生
張秉熙先生
顧問： 金新宇牧師
張子江牧師
連登權牧師
吳在志牧師

張子江牧師於 2013 年 9 月 16 日星期一回到天家，安息
主懷。慶祝他一生的追思禮拜已於 9 月 21 日星期六於美國
聖路易市舉行。
張 子江牧師出生在香港。青年時到美國留學，獲德薩
斯州州立大學教育行政碩士及美國聖路易市聖約神學院宗教
教育碩士。張牧師全心投身教育，是華人基督教教育的 佼佼
者。是香港迦密中學創校校長。曾任培正中學校長，香港大
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校董，香港教育
統籌會委員等。也曾任廉政公署反貪污行 動組委員，並被港
府授予太平紳士榮銜，獲香港總督委任為立法局議員。

第三頁 Page 3

第六十三期 Issue 63
1991 年，正當張子江校長事業日正中天，他毅然放棄高薪優職，接受神的呼召，被按立及差遣前往歐洲
宣教，任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歐洲大陸工場主任。
張牧師於 1999 年退休，回到美國聖路易市定居。當時適逢中華福音教會沒有牧師牧養，張牧師就義不
容辭地承擔這一職責。
2003 年，他從牧會中退下來，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籌辦了“聖路易基督教華人社區服務中心”。這
是聖路易市第一個華人社區服務中心。他個人的生命進入另一種的 經歷—服務社區。這一個是張牧師嚮往的工
作。蒙神祝福，服務獲得好評，中心及其中的董事先後共獲得四次社區服務獎。
2006 年，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邀請張牧師擔任代院長一職。他一幹，就是六年。
現在，張牧師離我們而去，已回到了天家，安息主懷。那美好的仗，張牧師已打過了，當跑的路已到達
終點，但是他一生所留下的，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人 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人心各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
定”，這是張牧師生前讚嘆 上帝的奇妙偉大。
張牧師投身教育事業數十載，曾於慕光中學及崇真書院任老師及擔任訓導主任；及後更任迦密中學校長近
三十載，1990 年任培正中學校長。
曾出任多項與教育有關的公職，包括：
o 香港大學校董
o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
o 香港浸會學院(現正名為香港浸會大學)校董
o 香港教育統籌會委員
o 香港教育委員會委員
o 香港課程改革委員會委員
o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委員及主席
o 香港中學校長會委員
o 廉政公署反貪污行動組委員
o 香港考試局委員及升中試委員會委員。

生平史略
於 1988 年張牧師獲委任為太平紳士，隨後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在香港期間歷任教會執事二十多年，週末在
不同教會有講壇的事奉，並任多個基督教機構的董事。
1991 年蒙召全職事奉，辭去立法局議員一職，被按立為牧師，前往歐洲宣教，擔任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工
場主任。在歐洲事奉期間，曾參與《號角歐洲版》的創刊，協助建立倫敦福音戒賭中心、基督教華人基督徒福
音事工團契，以及全時間兩年制的歐洲教牧訓練文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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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底張牧師離開歐洲工場，轉到美國聖路易斯市定居，擔任聖路易中華福音教會(長兄張子華牧師神學畢
業後第一個事奉工場)主任牧師。
張牧師 2003 年底退休。退休後繼續熱心傳道，在北美洲及世界各地主領宣教和培靈聚會，並任聖路易基督教
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
2006 年 4 月起出任基督工人神學院代院長。
張牧師已婚，與夫人鍾奕敏女士育有一子兩女，共有孫兒六名。
2013 年 9 月 16 日在美國聖路易斯市 St. Luke's Hospital 主懷安息。

短宣隊招募隊員
近年來，不少「短宣隊」前往各地，作一至兩個星期的事
奉。無疑，短宣的體驗對隊員的宣教眼光和 天國胸襟大有幫
助；誠然，不少「短宣隊員」深受宣教工場現象感動和激
勵，為此，「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特別設計「短期宣教」模
式，讓有心委身宣教的肢體，前 赴工場，跟隨宣教士一同生
活和事奉，並用自己的專長參與宣教。 在這「短期宣教」
中，參加者能體驗明白宣教生活，能具體的考慮自己是否合
適長期宣教，也能更客觀的評估自己的宣教士恩賜，以及神
的呼召和引導，之後， 才決定是否長期委身宣教事奉。亦可
由此而挑旺佈道與傳福音的心志。
短宣隊日期：
1。2014 年 1 月 14 至 28 日。
2。2014 年 10 月 1 至 15 日。
工場：東歐羅馬尼亞 布迦勒斯特 和 波蘭 華沙。
內容：團契分享、探訪佈道、個人佈道、佈道會。。。等
隊員要求：愛主愛人、具佈道心志、重生得救信徒。
費用：加幣$2200 （連機票）
報名：請電詢： 604 723 4055 陳牧師
電郵： revbchan@yahoo.ca
截止報名日期：
1。11 月 30 日
2。2014 年 8 月 15 日

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重要宣佈
加拿大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自 1995 年成立以來，皆全心全力地支持歐洲的華人福音工作，差派宣教
士、短宣隊到英國及歐洲大陸等地服事，並全力支援總會，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的事工。
本會各董事及志願同工，皆為熱心、成熟及熱愛差傳工作的基督徒，他們有的曾任香港 COCM 董事
會成員，有的曾多方參與歐洲的差傳工作。這些基督徒於 1993 年相聚。經過多方的禱告，他們有箸
同樣的異象及負擔，當年張子江牧師蒞臨溫哥華，鼓勵他們成立 COCM 加拿大董事會。結果他們便
組成「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加拿大）」向卑詩政府註冊，及後再向聯邦政府註冊成為一個在加拿大註
冊的慈善團體。
張子江牧師曾多次來到溫哥華，分享在歐洲的福音需要。本會即迅速回應，派出牧師及短宣隊前往貝
爾法斯特、英格蘭北部、巴黎、瑞典、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 布拉格、意大利和波蘭等。我們
也派出牧師到 COCM 聖經學院任教文憑課程，以及參與差傳工作。這些一連串的差傳工作，皆由本
會及英國總會共同協商。過往的同工包括鄭彼得牧師師母，丁建玲姊妹，成文鳯姊妹，連登權牧師，
胡家亮牧師，陳明修牧師，胡正中牧師，黃偉文傳道，林述恩牧師，李賓來傳道，張應軒傳道，陳錦
華牧師， 蔡光耀傳道以及許許多多的短宣隊。。。等等。
本會在羅馬尼亞的差傳佈道工作可追溯到 1998 年，由本會的短宣隊與總會張子江牧師探訪東歐各地
而開始，直到 2002 年，當年李明仁宣教士因事辭職後，本會董事會經禱告後，並與總會協商決定，
我們與總會建立了夥伴關係，與 COCM 英國總會協商， 去幫助羅馬尼亞教會的牧養需要。當時，每
䣓一個月，吳展鵬牧師從英國 COCM 去羅馬尼亞牧養。本會亦會每年數次的差派牧者到羅馬尼亞教
會去事奉。後來，本會還負責為羅馬尼亞教會找尋一位全職的牧者。
本會與英國總會合作無間，同心同行。英國總會前任總幹事黃光霞姊妹曾數度造訜本會，分享並商
議歐洲的宣教事工，與本會董事們有美好的交通，黃總幹事極為欣賞本會對歐洲宣教事工的參與和對
總會的全力支持。惟自從 2008 年黃光霞總幹事退休後，在接任的呂子峰總幹事帶領下，COCM 之事
工目標及方向皆有所改動，英國本土之青年學生、華人留學生及笫二代青年之福音工作成為事工重
點，人力物力皆全力投上，每年之春令會、夏令會和年終青年大會皆熱鬧非常，青年信徒皆蒙造就。
至於歐洲大陸的福音工作，經本會董事會長時間禱告及商議後，決議本會仍會一如過往般努力支援歐
洲的差傳工作，並繼續持守我們從主領受而來的異象，繼續並差派宣教士及短宣隊到歐洲去作差傳工
作。並仍然全力支援東歐羅馬尼亞伯利恆華人浸信會的事工。
本會因持守異象，堅守福音據點，仍堅持，甚至加倍努力於歐洲海外同胞之福音工作，特聘請陳錦華
牧師於 2014 年起擔任本會總幹事之職責，全力推動歐洲之福音工作，並向本國華人教會推廣及分享
歐洲宣教之異象和需要，以完成救主交付教會之福音使命，使更多散居海外的骨肉同胞蒙恩得救。
敬請各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本會的事工，以及歐洲華人同胞的歸主代禱。本會歡迎各教會、團契等
邀約分享差傳信息，負責差傳年會等。敬請與本會陳牧師聯絡：電話： 604 723 4055
電郵： revbchan@yahoo.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