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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大使命的小教会
周群生牧师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
作：给他们施洗，归於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 ：
18-20）
感谢主，自 2014 年 11 月中旬以来受加拿大华侨布道会的差遣，我
已经四次前往东欧短宣，前后总共四个半月。听到这里，很多人会想象
我一定牧养一个大教会，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在我去短宣时教会依然可
以正常运作；又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我这么频繁地去宣教。让大跌眼镜的是，我所牧养的维多利亚中华
循道会是一间小小的教会，平时聚会只有十几人，来齐了才二十人，而且会友中大部分是长者。我本人
也必须靠在外面兼职才可以维持家用。可是，我和信徒领袖反复教导我们的会友：虽然我们是一件小小
的教会，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大使命是一样的大。我们是肩负主耶稣大使命的一间小小的教会。
自从中国大陆于 1978 年对外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外国宣教士远赴中国大陆宣教。同时，更多的
中国人跨出国门，来到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留学、移民与定居。加拿大是中国大陆同胞最喜爱的留学与移
民的目的地之一。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宣教现象：一方面，神差遣外国宣教士赴中国宣教；另一方面，
神把中国大陆的同胞带到我们的家门口。现在你不需要去中国大陆才能宣教，你可以在你的家门口作宣
教士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福音。实际上，神已经把加拿大摆到中国宣教的前线。维多利亚中华循道会就
是为了响应神对中国宣教的呼召而成立的。从第一天起，维多利亚中华循道会就是一间宣教型教会。

维多利亚中华循道会是在中国宣教前线的一间宣教型教会。严格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宣教工程。
回应神对中国宣教的呼召，在 2009 年 9 月，卫斯理教会(The Wesleyan Church)西北区会在 BC 省的维多
利亚市植堂，建立了维多利亚中华循道会。本堂采纳了目标导向的教会模式，重点放在门徒培训与传福
音。我们的核心小组决心让这间宣教型的教会影响当地的华人社区。牧者与平信徒领袖反复教导信徒。
作为一间小型教会，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大使命，是跟其它任何教会是一样的；我们正在参与人类
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那就是以大诫命的精神完成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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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中间的许多信徒与慕道朋友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短期访问者，我们的事工对中国宣教有着直接的
影响。当这些短期访问者在加拿大居留期间信主得救后，我们开始把他们造就成带职宣教士，当他们回到中国
大陆，就会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与同事中间。他们会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造成影响。这些正在发
生，我们有一些美好的见证可与大家分享。

感谢神，通过郑彼得牧师我们有幸接触到加拿大华侨布道会。华侨布道会在欧洲华人同胞中传福音的异
象正与我们教会的宣教异象不谋而合。而且，欧洲广大的禾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
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以赛亚书 54 ： 2）感谢神，感谢宣教的
主，通过华侨布道会扩大了我们宣教的视野。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启示录的末世预言中，欧洲是神的救恩
计划中仅次于巴勒斯坦的最重要的地区。于是，我们教会先后邀请郑彼得牧师、陈锦华牧师、与胡家亮牧师来
本堂分享东欧宣教异象。每次这些牧者来分享，我们的信徒领袖与弟兄姐妹们都得到激励。感谢神，通过华侨
布道会的东欧宣教事工扩张我们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自从 2014 年 11 月中旬，我被华侨布道会
差遣去东欧短宣四次，其中一次还带领一个短宣队去罗马尼亚与波兰短宣。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没有华侨布道
会的支持，这一切只会是天方夜谭。
我每次去东欧短宣时，我太太和另一位教会平信徒领袖 Maria Au 姐妹就代替我牧养维多利亚的教会，并且
主持主日聚会。这个期间，因为没有人讲道，主日聚会就改成以主日学教导为主的聚会。我太太带领敬拜，Maria
姐妹带领主日学。有时也观看视频。当我在东欧短宣时，弟兄姐妹们就以祷告托住我在东欧的宣教事奉。感谢神
给了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一个国度的胸怀，弟兄姐妹们都意识到自己虽然不一定能去东欧宣教，但依然可以通过
祷告在这项神的事工上有份。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肩负大使命的小教会。我们虽然是一间小小
的教会，但我们是一间小小的宣教的教会，就像我们循道会的鼻祖约翰·卫斯理说的：“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场”。

佳美脚踪
周群生牧师

然而人所未曾信他的，怎能呼求？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若非奉差遣，怎能
传道？如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十 14-15)
2015 年 10 月 14 日至 27 日我带领一支短宣队赴罗马尼亚与波兰宣教。队员包括我本人牧养的维多利亚
中华循道会的梁雅枫姐妹及其先生 Noel 弟兄，还有温哥华的许丽琼姐妹（Lydia）。这是我第一次带领短宣队
赴宣教工场事奉，也是短宣队的三位弟兄姐妹第一次的海外宣教之旅。
然而，这是我过去十二个月内第三次赴东欧短宣。所以，我对宣教工场，包括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华人教
会有一些了解。在短宣之行前，我向短宣队的弟兄姐妹介绍了大量关于宣教工场的文章，建议他们阅读以了解
我们将要去的宣教工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华人社区和罗马尼亚伯利恒华人教会，与波兰首都华沙的
华人社区和华沙华人基督教会。我还建议他们浏览“守护十字架”的网站，并为温州一带的主内肢体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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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我们短宣队抵达宣教工场之前，队员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当地华人教会的情况，并且为我们的宣教之旅
做了属灵上的准备。9 月 20 日，本教会所属区会的植堂事工主任带领本教会的平信徒领袖为我们短宣队举行
了差遣礼。
我们抵达布加勒斯特后，当日上午即开始了在红龙市
场探访事奉。在布加勒斯特的几天里，我们探访了红龙市
场的各个厅，而且，还有机会到几位弟兄姐妹家作客。在
华沙的几天里，我们也探访了 GD 市场的各个厅，也有机会
到几位弟兄姐妹家作客。在饭桌上的交谈使我们对弟兄姐
妹与他们的家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家庭探访是更有效与
更深入的探访方式。深入的家庭探访可以使探访的家庭打
开心扉，从而让牧者了解他们的属灵需要，以便做好牧养
的工作。
在罗马尼亚教会举办的周六的中文学校里，梁雅枫姐
妹向学生家长们分享了加拿大华人如何使子女保持自己的
文化传统。她的分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有几位学
生家长索要教会的地址与聚会时间。梁姐妹也教了教会的
姐妹们跳赞美操，约二十位姐妹们参加。在周一佳音团契的时间，姐妹们又继续学习跳赞美操。我们希望教会
的姐妹们能把赞美操继续下去，而且教会把赞美操作为一项新的福音外展事工开展起来。
在华沙。雅枫姐妹也教了教会的姐妹们跳赞美操，可喜的是，还有弟兄参加。华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又多
加了两次学跳赞美操的时间，并且表示从此把跳赞美操继续下去，每周要跳三次赞美操，变成一项教会的福音
预工。
在布加勒斯特与华沙，我向弟兄姐妹与慕道朋友们都分享了福音信息：“劳苦、重担、安息”。我知道那
里的弟兄姐妹与慕道朋友们在异国他乡为了生计，每天在背负劳苦重担。我向大家分享了主耶稣的金色的应
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 ： 28）
在东欧我们的同胞，为了生计，背井离乡，来到一个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的陌生国度，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
口。他们多么需要主耶稣和他的救赎啊！他们多么需要主耶稣的福音啊！他们的心多么想向主耶稣呼求！“然
而人所未曾信他的，怎能呼求？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若非奉差遣，怎能传道？如
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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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 85 天
蔡光耀夫婦
今年 2 月至 5 月，第一次被派往保加利亞華人基督教会，主要是培
訓詩班、探訪、主日講道和帶領查經班等等！
記得剛抵达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机場時，天气非常好，2 月下旬卻
非常暖和，可是当接机的弟兄送我們到他們剛購買的教堂時，一進屋就
覺得非常冰凉，赶緊把大衣穿上，原来這房子被前屋主拆走所有暖气系
統，房子本身也没有保暖，幸好小卧室有暖氣，洗澡的時候才發現没有
熱水，（因為平時没有人居住，所以没开熱水器，）开了水龍頭卻无法
关緊，一直滴漏，稍有力水龍頭就脱軌，大水嘩嘩的流，本来乘長途飛
机的疲憊，一下子清醒過来，一邊祷告，一邊滿屋子找水管總开关，終於找到，后来才知道，屋子水管和廁
所水都曾結冰了，融化之後也沒人用過，我們一用，就出狀況了！感謝神！第二天，教会的弟兄過来就修好
了，這是我們還没开始工作就先闖禍了！
教会大概有 50 多人，平日弟兄姐妹大部分在市場开店，賣各种貨物，例如：各式的手袋、旅行袋、皮
包、鞋子、服装、圍巾、帽子、眼鏡、手飾、裝飾品、日用品等等，也有些經營餐館，平時是晚上 6:30 聚
会，主日崇拜是主日下午 5:30，4:45 在教会一起用餐，弟兄姊妹輪流做飯，几乎天天都有聚会、开会或其他
活動！白天生意也很不容易，經常要受到警察查封店或倉庫的惊吓，日子過得很不安穩，許多人還没購賣自
己的住房，卻願意先為建堂出一份力，目前装修的費用還缺乏，但他們充滿信心，相信神必供應！
有一次去市場探訪，有位大姐主動和我們打招呼，傾談之間她講出自己心里很沉重，家里遭遇很多難
處，我們向她傳福音也和她一起祷告！教会姐妹也非常关心她，很快她就决志信主，参加查經班、祷告会，
並且已經受洗！感謝主！

期間突然要主持一个婚礼，主家要求在半小時內完成所有程序，因有許多未信的賓客，怕人家不耐煩，
我們深願藉此机会宣揚主名，众弟兄姐妹也同心切切為此祷告！神自己動工！当日全㘯百多宾客在一个很大
的宴会厅里，竟然非常安静听信息，之后很多未信主的人都说很感动，其中有个姓王的先生主动找我们说曾
有人送他一本新約聖經，他没看懂，希望我们到他歺館一聚，我们答应尽快安排前去探望，只是当时宴会厅
非常吵，他说他会联络我們，所以没留下他的電話號碼！過了几天我們詢問弟兄姐妹卻都不認識他，也没有
他的電話號碼，大約過了 10 多天，听到一个消息說有个餐館煤气爆炸，炸死了東主，東主姓王，后来證實
就是那人，我們心里非常難過，為什麼傳福音就不抓緊點？這事使我們耿耿於懷⋯
東欧各個国家、城市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工作，很多人未曾听過福音，也有些基督徒找不到聚会
的地方，需求非常大，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擺上自己，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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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养主的羊
周群生牧师

约翰福音 21:15-17 记载道：“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在太 16 ： 17 称约
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说：主阿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
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
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
子西门，你爱我么？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么，就忧愁，对耶稣说：主
阿，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主耶稣三次查验彼得对他的爱。彼得当时还不太懂。其实，主耶稣勉励彼得来爱
自己，三次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勉励彼得爱他，在体、魂、灵
三个层次爱他。主三次查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希望彼得爱他，由肉
体的爱进入到魂里的爱，再由魂里的爱进入到灵里的爱。有许多属灵婴孩，爱主的程
度只是属肉体的；直到长大爱主，仍要加上知识，在魂的程度爱主；还得有许多灵里
的经历，好认识主长大成人，就能在灵里面爱主。
丛圣经里，我们看到彼得灵命的成长。他对主的爱进入到体、魂、灵三个层次，以至于最后他在彼得前书
中给传道人这样的劝勉：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
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
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
冕。”（彼得前书 5 ： 1-4）
可见，一位传道人对主耶稣的爱就表现在忠心地牧养主的羊。因为每次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
爱你。”耶稣就回答说：“你牧养我的羊。”
西人基督徒把他们尊敬的好牧者称为牧羊人（shepherd）。一位传道人可以有各种称呼： minister, preacher, pastor, reverend 等，但是如果有人说你是 shepherd, 表示你做了群羊的榜样，赢得了弟兄姐妹们的尊敬；也
表示你是一位好牧者，得到了你的羊群对你牧养工作的肯定。
自从我 2014 年 11 月中旬第一次去东欧宣教以来，我已经有了四次东欧短宣之旅。自从第一次从东欧短宣
回来，我每次一回来就开始筹划下一次的短宣之旅。下一次的短宣之旅行程订了以后，就开始数算还有多少天
又可以见到东欧的弟兄姐妹们了。我去过四次罗马尼亚，去过两次波兰。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前后共有四个月的
牧养工作，与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这次在罗马尼亚伯利恒华人教会有两个月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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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罗马尼亚事奉的时间最长，牧养工作也比以前更深入了。只要有时间，我就到红龙市场与欧罗巴市场探
访，有两次还坐地铁到火车站探访在那里开店的弟兄姐妹。琴飞弟兄和其他弟兄姐妹们还带我每周去一、两个
外城市探访在那里开店的弟兄姐妹。我们前后四个星期探访了在蒂图、菲利亚希、加拉茨、斯洛博济亚、雅
西、皮亚特拉·尼亚姆茨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们，让那些在外城市开店的弟兄姐妹们感受到教会没有忘记他们，还
关心着他们。看到他们也加入到教会的微信读经群里，每天都与布加勒斯特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读经，我们非常
感动，更感谢神通过教会的微信读经群牧养他们。特别是看到其中一个家庭生命的改变，我们欣喜万分，并归
荣耀与神。
当有的弟兄姐妹的店遭到警察骚扰时，我就带领另一位同工去他们的店为他们祷告。有一次，我正好外
出，接到琴飞弟兄电话说有几位弟兄姐妹的店里进了警察，让我赶快回到福音中心为他们祷告。当时我马上在
街上叫出租车回福音中心。可是，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嫌红龙市场太远而且回来会是空车而拒载。我只好乘公
交车到丰登医院，再从那里叫一个出租车回福音中心。感谢主，我很快回到福音中心，跟军汉弟兄一起为那几
位弟兄姐妹们祷告。
还有一次一帆姐妹接到一位婚姻有问题的姐妹的电话，她说她因婚姻问题有很大的 depression，很想找牧者
谈谈。于是我和一帆姐妹马上到 Obor 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跟她见面。晚上她又请我去她家吃饭，让我跟她先生也
谈谈。我跟她先生谈完后，又跟他们夫妻一起谈，而且跟他们一起听上主日我的主日讲道录音：“美好婚姻的
几项秘诀”，勉励夫妻二人以神爱我们的那种 agape 似的爱彼此相爱，共同建造以基督为一家之主的基督化家
庭。
我跟以前带领我成长的牧者们学到一个原则：当你的羊处在危机中，作为牧人你要第一时间来到他们身
边，为他们祷告，并以神的话语安慰、劝勉他们。我从我生命中第一位牧者身上就学到这个原则。他给我做了
榜样。有一次他与师母在深夜两点被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说有一位姐妹跑到尼亚加拉瀑布要跳河自杀。他与师
母二话没说，穿上衣服，就驱车两个小时从多伦多到尼亚加拉瀑布找那位要跳河自杀的姐妹。感谢神，我生命
中遇到的第一位牧者就是一位 shepherd（牧羊人）。
这次在罗马尼亚事奉期间，我每周带领同工去家里探访一位生病的黄弟兄，并为他病得医治祷告。每周还
到医院去探访一位因中风住院的程弟兄，同时探访从国内来欧洲演出而中风的杂技团的孙女士。我们每周都带
领几位弟兄姐妹们到医院探访他们，为他们祷告，并给他们带来食物与水果等。这位还没信主的孙女士居然也
学会跟着我们祷告说“阿门”。难道这不是神迹吗？
罗马尼亚的弟兄姐妹们问我是否可以做他们的长期牧者。因为一些条件的限制，我暂时还不能全年在他们
中间服事。可是我已经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建立了牧人与羊群的关系。即使回到加拿大，我的心还在他们中
间。他们是神托付给我在东欧的羊群。我向神祷告，从明年起，我能在罗马尼亚呆更长的时间，或者多去一次
短宣。这次从罗马尼亚回来后，我特意去我以前事奉的工场渥太华与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东欧宣教。已经有
一对夫妇表示明年愿跟我去东欧短宣。请为我们的短宣之旅能够成行祷告。
对于一位牧羊人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开他的羊群。在维多利亚我有一个羊群；在东欧，神还托付给了
我另一个羊群。我听到主耶稣查问我对他的爱，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并对我说：“你牧养我的
羊。”是的，我再次听到神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牧养主的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