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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點滴

神 的 祝 福

王光霞總幹事

歐洲 COCM 總幹事王光霞於 7 月 1 日榮休，
日榮休，這是她在 COCM 工作的
最後一封信，
最後一封信，充滿了對神的感恩和對新領袖的祝愿。
充滿了對神的感恩和對新領袖的祝愿。表白了她四十二
年來 COCM 的感想，
的感想，以及祝願 COCM 未來的事工邁向新的里程。
未來的事工邁向新的里程。以
下是撮要她的告別文章……
下是撮要她的告別文章……
我是帶著多年的重責和卸下的興奮，但卻又有依依不捨的傷感
來寫這封作為 COCM 總幹事的最後一封告別信。我願意藉此機會來向
您們每一位表達我心中的感激，謝謝您們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對我的關
心、支持和代禱能夠有您們這些在禱告上忠心記念我的同工和朋友一
起同心配搭事奉，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回想在 COCM 事奉的日子，是您們的鼓勵和支持，使我可以堅
持了四十二年之久。在我退休之際，我特別請求您們在今後的日子中
給予新任總幹事呂子峰牧師同樣的鼓勵和支持。 我已經服事了我的一
代，如今將責任交給年輕一代的新領袖，他們將帶領 COCM 的事工更
向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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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淑賢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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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屆大溫哥華地
區培靈會 COCM 攤位

當我要結束在 COCM 事奉的一頁之時，我求天父祝福您們每一
位── 我親愛的代禱朋友和支持者，這是一段漫長的生命與事奉的歷
程，但它完全是有價值的投資。一位知心的朋友得知我退休的消息後
對我說：
「COCM 之後，生命還有更遠的路要走。」是的，我們的生命
和時間都在神的手中，請您多多為我禱告。再次向您致以萬分的謝意
和感激。

許濟華

羅馬尼亞實況
羅馬尼亞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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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江河水，
四十二載
青春獻給神，
造福於萬民，
歐洲得佳音。
滔滔江河水
，四十二
載情，青春獻給神
，造福於萬民
，歐洲得佳音
。
難捨退休情，
友誼永長在，
交棒接班人，
再寫新篇章，
樂與神同行。
難捨退休情
，友誼永長在
，交棒接班人
，再寫新篇章
，樂與神同行
。
誠意祝福
＊＊ 誠意
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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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來鴻：宣教士分享

主 是 我 力 量

譚慶光宣
譚慶光宣教士

不知不覺在英國事奉已有三年多了。感謝神！在這些歲月裡給我機會在英國
及歐洲其他國家服侍主，對歐陸工場的了解和參與也多了一點。
在塞浦路斯短宣的事奉：
在塞浦路斯短宣的事奉：我負責帶領英國雷汀華人教會 5 位弟兄姊妹於前往塞浦路
斯支援當地一對宣教士夫婦作傳福音工作。在這次旅程當中可以分享的事情、屬靈的經
歷和學習，學習實在太多；我選擇以下兩點與大家分享。
主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的力量：每天的事奉安排十分緊湊，早上我們分兩輛車從居住的地方
Lanarka 開往首都 Nicosia 作佈道工作、聚會及接送當地弟兄姊妹回家，返回住所開會檢
討完畢一般已屆晚上 11 時多了。當中經歷很多學習，但弟兄姊妹身心靈卻仍是滿有力
量和喜樂渡過每天的事奉，想起一首詩歌《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難中力量；主是
我幫助我幫助，主是隨時幫助。大地雖會改變，高山雖會搖動，大海翻騰大浪顫抖但我
們卻不害怕。》十分真實！
主的帶領才是最好的：
主的帶領才是最好的：有一次，我們往大學區佈道，因著昨天的經驗告訴我們第一
間大學很少中國學生，我們便定意先往第二間大學佈道。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駕車的組
員仍舊駛往第一間大學；我想既是這樣，也許神有衪的美意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便如
常在那間大學的範圍尋找中國學生。結果有一組弟兄姊妹在飯堂裏遇到一位中國學生，
並向她傳福音。最後她願意相信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她個人的救主，她是我們在塞浦路斯
結出的第一個福音果子；我深深體會到「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
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五十五 8-9）。在這次旅程當中，神讓我們接觸了 50 多
人，向他／她們傳福音。當中有 4 位朋友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榮耀歸
給神！
生命仍在神的手中：
生命仍在神的手中：從塞浦路斯返回英國之後，上一個主日我慣常地開車往一個較
遠的地方接載兩位朋友和一個嬰兒往教會聚會，當慢車進入市區的一條小路的時候，車
內引擎（engine）發出巨響，車子傾刻之間像失去動力一樣，不偏不倚地停在一個酒吧
的門口。酒吧的老闆出來看個究竟，我將車子的情況告訴她，她找了一些人幫忙將車子
推入酒吧的停車場，等候處理；車上四人安然無恙。經專業人員檢查之下，才知道引擎
裡一個組件斷開，造成今次事件。過後回想，神真的保守了我們的生命。在意外之中，
神仍掌管保守我們，想起一節經文：「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人有權
力掌管死期。」（傳道書八 8）
。感覺很接近，也許在某一個時空，在不經意的時候，神
就將我們的生命接去。真的要珍惜生命，為神多活一天。
( 寫於英國雷汀、
寫於英國雷汀、譚慶光為
譚慶光為英國 cocm 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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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假期：宣教士分享

屬靈札記（
屬靈札記（下）：08
：08 年短宣之行
年短宣之行
鄭彼得牧師(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續上期)在香港逗留了一星期後，
在香港逗留了一星期後，隨即展開自己安息進修年假下半

部份的短宣旅程……
部份的短宣旅程……
感恩：教會有這安息進修年假的安排。在這
4-5 個月的假期中，我們共去了四大洲
感恩
內的 28 個城巿。計有歐洲的倫敦、利物浦、亞姆斯特旦、羅馬、威尼斯、龐比；紐西蘭
的威靈頓、奧克蘭、基督城、女皇鎮；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馬六甲、亞庇；中國的北京、
上海、杭州、蘇州、無錫、香港、澳門；台灣的基隆、台北、台中、彰化、高雄、鳳山及
美國的奧蘭度、洛麗，並在當中帶領了超過 50 場的聚會。感謝神，使我們能這樣去事奉
及有這麼寶貴的經歷和見識，正期待著下一個的安息進修年假……
最欣慰之旅：紐西蘭威靈頓（Wellington）
，錫安華人浸信會及威靈頓華人聖公會。負
最欣慰之旅
責聯絡的當地牧者是自己以前在馬來西亞牧會時所帶領成長的一位弟兄，現在看見他蒙召
獻身、委身服侍，很感欣慰。另一感欣慰的是，雖然我又再次病倒了，但仍蒙神保守順利
完成所有的六項事奉（兩堂佈道會、培靈會、夫婦營、主日崇拜講道、主日學講座）。
最悠閒之旅：紐西蘭南島，基督城（Christchurch）及女皇鎮（Queenstown）
。因沒有
最悠閒之旅：
事工的安排，故朋友送我們到美麗的南島去旅遊，我更得到了有生而來第一張超速告
票……！
最難得之旅：紐西蘭奧克蘭（Auckland）
，會幕華人浸信會。我重遇許多年幼時的摯
最難得之旅：
友。負責接待的夫婦是我最要好的死黨，男的是我的伴郎，女的則是 Terries 的伴娘及化
妝師。當地的牧師，也是我在大馬牧會時所認識的一位同工。這次的旅程也認識了許多很
有事奉心志的新朋友。感謝神賜下友誼這寶貴的禮物，亦求神幫助我們珍惜每一段的關係
和情誼。
最懷緬之旅：西馬來西亞，吉隆坡浸信教會。吉隆坡浸信教會是我出生、唸幼稚園、
最懷緬之旅：
成長、信主、受浸、蒙召、實習、供我唸神學及完成神學訓練後所牧養的第一個教會。這
次有機會回到自己的母會並在當中講道及見到許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臉孔，挑起了我不少的
情感與思緒。重遇相隔七年多無見面的家人，亦為我再續許多美好的回憶。
最感恩之旅：東馬來西亞，沙巴神學院。神學教育一直是我心深處的負擔，亦是我在
最感恩之旅：
20 多年前蒙召時的呼召，故此今次有機會去親身認識多一間的神學院，是件很值得感恩
的事。
最精采之旅：中國。我們去了上海、蘇州、杭州、無錫及北京等地。探訪了一個基督
最精采之旅：
教機構、一個團契、四間教會及六所大學，並在當中有些事奉。另外參觀了中國最大的教
堂──杭州崇一堂（禮堂座位能容納 6-7 千人）及在北京巿委黨校內的利瑪竇墓園。
台灣：再次有機會與台灣（長老教會）更新協會合作，在各地的教會推行祈禱運動。
台灣
我們很緊湊地穿插台灣北、中、南部各地的教會，並主領了七個祈禱研習班／培靈會及兩
個教牧研討會。且探訪多個正在經歷更新的長老教會及事工，雖然行程密集辛苦但心情卻
興奮雀躍。願神繼續更新祂的眾教會、眾子民及眾同工。
最奇妙之旅：美國是我倆安息進修年假的最後一站，感恩，神給了我們一個很愉快及
最奇妙之旅：
很有意義的假期。（續完）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加拿大)通訊第四十八期第三頁

COCM( Canada) Issue 48 page 3

時事短波：
時事短波：四川災情

四川災情擋不住火熱的愛心

許濟華

無情地震災害，
無情地震災害， 奪去寶貴生命，
奪去寶貴生命， 震撼訊息傳來，
震撼訊息傳來， 喚起愛心援助！
喚起愛心援助！
中國建國以來最大而破壞力最強的四川八
中國建國以來最大而破壞力最強的四川八級大地震，
級大地震，雖然已經過去，
雖然已經過去，但卻震撼了國內及
海外炎黃子孫的心。
。在中國，
海外炎黃子孫的心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
人民解放軍、醫療隊伍、
醫療隊伍、以及其他國家組織搶救隊，
以及其他國家組織搶救隊，以及不
少的海內外教會和團體等，
少的海內外教會和團體等，通過不同的渠道及機構，
通過不同的渠道及機構，匯集成一條無私的援救洪流，
匯集成一條無私的援救洪流，向災區
的人民伸出真誠的拯救及捐款之手。
「應當這樣勞苦，
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輭弱的人，
扶助輭弱的人，又當記念耶穌的
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35
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 20：
風景如畫的四川汶川等地，遭受了嚴重的地震浩劫，正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言：
「此次
地震比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更為嚴重。」地震到目前為止奪去了約八萬餘人寶貴的生命，
以及約二萬餘人失蹤，至於傷者更不計其數。
中國政府對地震反應快速，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家總理溫家寶先後深入重災區視察災
情及探望災民外，更親自下達搶救指示。而傳媒方面高度透明展露災情及搶救工作，是中
國從來沒有的情形，是中國政府經過改革開放後以嶄新的面貌，向世界展現真實的一面。
當然，此次災情令原來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而暗然失色……
我們的心悬掛著四川災情的發展，以及日後的重建工程，在災民心理平穩之後，讓這
塊劫後的土地上，煥發出比以前更美麗的面貌，這是我們所期待著！……
「凡有愛心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都是由神而生。」約翰一書第四章七節
。」約翰一書第四章七節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對四川災情致以真誠禱告！
董事會對四川災情致以真誠禱告！

解放軍背著小孩走出廢墟

搶救人員挖掘傷亡者

醫護人員在臨時醫院工作

( 圖片摘自香港大公報 )

事 奉 點 滴

麥淑賢宣教士 (COCM 歐洲宣教士)

日前，我曾到兩間教會教學，一間是在威爾斯，另一間是在英格蘭中部，我與
這兩間的學生都已闊別半年至一年，不過，卻沒有將主內的情誼減退，說不清的喜
與憂。………得知學員中的一位年輕小伙子，在英國信主不久，年紀輕輕的他，竟然在當
………
地教會擔起帶領查經班的重任，更不時四出傳福音。過去他連第一份功課也不想做，但後
來卻竟然一口氣完成了兩份，而且是十分認真的去做。教人不得不讚嘆上帝奇妙的作為！
此外，當我決定恢復出外證道時，除了在英國證道，間中也要協助歐洲工場的同工，解決
講道的需要；且要在一些有「西化」的中國同胞當中作教導，我會擔心自己的普通話「不
夠用」，也懇請大家切切為我這方面的需要祈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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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觀點與角度

教會與開會

(二)續上期

張子江牧師
(聖路易基督教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基督工人神學院院長)

這是張牧師對教
這是張牧師對教會開會的一些感想，
開會的一些感想，並將教會與外面的會議作一比較，
並將教會與外面的會議作一比較，很有可讀性。
很有可讀性。亦
令人對開會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
令人對開會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見
不同的見解。文章分期刊登，
文章分期刊登，這是第二
這是第二篇，請各位細心
閱讀，
閱讀，加以分析……
加以分析……
教會組織亦要盡量簡化，切忌架床疊屋。組織越簡化，開會會愈少，長久來看，這才
是教會之福。
會議的日期要早確定，要有一個時日的模式，例如逢每月的第一週主日崇拜後開例會，
會議不能每次都不同時日，其他會議的時日也要規定，這是方便與會者安排時間。例會時
日是不能動軋更改的，除非大家同意或有很特殊的原因，而原則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
開會事前的準備，要會議有效率，與會者必須有系統地去處理與會議有關的文件，例
如會議通告及任何附件，會議記錄及一些較重要的書面報告等。這些文件必須存檔去妥為
保存，開會時要帶去參考，會議記錄必須在開完會後七十二小時傳到與會者手中，趁著記
憶猶新，收到會議記錄後，與會者要立刻閱讀，若發現有錯或有遺漏的地方，要立即知會
主席與書記備案。若主席與書記都同意，他們要立即補發修訂後的記錄。閱讀會議記錄後，
要看清楚有沒有是個人要跟進的事項，若有，就要有跟進的行動，以免忘記。
在下次開會前，主席與書記必須在會議兩星期或最低限度十天前，將開會通告及議程
送與與會者。現今大概可用電郵傳送，不能幾天前才傳到。發會議通告和議程是主席和書
記的責任，不能只有通告而無議程，不可只有攏統的議程。 例如：教會重要事誼及其他等。
收到通告和議程後，要看需要的跟進工作是否已在進行中或已辦妥，然後開始思想議程及
為議程的事項禱告，為整個會議的氣氛和同心禱告，禱告的原因是求神賞賜智慧來討論議
程，以減少不必要的拗撬，這是會與會之間的準備工作。這一點是長執比較少做，假若與
會的成員在議程上有建議，要在收到議程後知會主席或書記，若主席同意，他會把建議放
在議程中，主席若不同意，他有權不把建議放在議程上。一般來說，會議是不應該有臨時
動議，因為這是避免有居心不良的人趁人少提出一些事項，希望快快通過，這也是為甚麼
開會不能早退的原因。開會前，功課要做好，這對開會的效率會大大題高。開會時要帶有
關資料前往，很多人空手去， 要求影印會議記錄及議程給他，這是與會成員不對及不應有
的表現，偶一為之尚可， 經常如此應受譴責，也顯示出人不在心，沒有做好應做的功課。
若因事不能出席這次會議，應向主席或書記請假。
去開會要準時到，不應會未開完先走，假若提早離開，離開後所有的議決案是要接受。
不可否認，在開會時，要絕對尊重主席的權柄，按會議常規，主席有權限制發言的時間，
主席有權禁止某人發言，在氣氛情況欠佳下，主席有權不討論某議程，主席亦有權立即宣
告散會。很多華人不能接受主席的權柄，常聽「主席大晒」這句話，這是很不應有的態度。
在開會時，主席是有這些權柄。還有，在開會時，要主席稱呼你的名時，才可以發言，不
能要講就講，若講過不停，主席有權制止與會者發言。還有，據專家的研究，超過三小時
的會議已開始失效，筆者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若與會者會前會後的工作到做好，彼此又
能夠同心，兩個半小時應很足夠。有特殊情況屬例外，有效率的會是令人感到暢快，仍省
下時間可做其他事或休息，是好得無比，且在時間上有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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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觀點與角度

最 重 要 的 東 西
連登權牧師
我們常有的弱點，
我們常有的弱點，就是抓不住「
就是抓不住「重點」
重點」。許許多多的事務把我們弄
許許多多的事務把我們弄得頭昏，
得頭昏，使我們飄忽
在紛繞的事物中，
在紛繞的事物中，而不知其所以。
而不知其所以
當我們在學時期，我們往往被各項功課和活動壓得喘不過氣來，只曉得為了答案而讀
書，為聽老師話而參加活動，結果是呆頭呆腦。我們不能抓著最重要的一點，不知道所有
所讀所作的，都是為了要尋求知識，特別是真知識。做基督徒也相仿，我們常常會被「外
面」的事物所困惑，許許多多的會議，許許多多的事務，常使人迷失方向。其實，我們應
當了解：我們的崇拜，我們的彼此相交和我們所服務的各項事工，無非是要達成一個重要
的目標：「更深知道耶穌基督，更多信靠，更樂意親近！」
如果人人能認清目標，我們不會認為教會今天所從事的活動為一堆重擔。我們也不會
認為教會各項組織和事務是煩瑣。我們更不會認為自己不用花時間，費錢財去支持這一切。
因為在各種事工的背後，都有這一個重要的目標在吸引我們，鼓勵我們，督促我們。
很不得在我們的不耐煩之中，能有以利沙那樣的禱告：「神阿，求祢開這少年人的眼
目，使他能看見。」（王下６：１７）這個世代，這個社會在我們周圍常常有許許多多的
事務把我們的神智弄得莫衷一是，不知分辨是非，沒法把住時機，做神要我們去做的事。
當我們看清了最重要的東西之後，其他一切苦惱、不便、嘔氣等，就一掃而光了！

＊＊

＊＊ ＊＊

＊＊

＊＊

＊＊

＊＊

＊＊

＊＊ ＊＊

＊＊

宣 教士 花絮
她為何成為宣教士？
她為何成為宣教士？ (訪問丁建玲
(訪問丁建玲)
訪問丁建玲)

陳慶枝

任職專業臨牀心理輔導員三十多年的丁建玲小姐，最初是一心想參加歐洲羅馬尼亞短
宣事奉，但因人數不足不能成行，轉而改為參加到英國的短宣隊，沒想到這一改動，却成
為丁建玲八年來在英國宣教旅程的開始。
丁建玲憶述當年她首次參加英國短宣隊後，才知道當地大多數教會都沒有傳道人。記
得有一次出隊探訪一些餐館，當地隊員因為沒有經驗，表現得無所適從，也不知從何說起。
結果還是短宣隊員主動先與餐館員工打開話匣子，而富有心理輔導經驗的丁建玲，更能從
另一方向入手，了解他們，對他們傳講基督的愛。這次英國短宣之行，只帶給了丁建玲一
種短宣體驗而矣。
第二年，同隊的李牧師鼓勵她再次前往，她向神禱告說，如果我能有錢買到機票，那
我就再次參加吧。豈料當年收到的退稅金額，剛好可以購買來回英國機票，於是她又再次
踏上英國短宣旅程。這一次她發覺當地隊員開始放膽開口傳講，與上一年的表現進步多了；
不但如此，原來短宣隊的探訪，給予當地人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因看見竟然有人遠從加
拿大到英國來探望他們，深受感動，有些更被她的傳講得到幫助，成為朋友。
經過這次短宣的經歷，英國深深地吸引著她。她對神說，如果神要使用她，她願意擺
上。就這樣神悅納她的禱告，並且使用她。在英國不但服事當地弟兄姊妹，更與他們建立
深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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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葉傳訊：走向征途

張應軒傳道

張應軒傳道出發前與加拿大 cocm 全體董事合照

神 的 差 派
許濟華((寫在張應軒傳道與太太蔡俊前往羅馬尼亞事奉)

四月的寒意仍然沒有消散，
四月的寒意仍然沒有消散，但美麗多姿的杜鵑花却開始怒放枝頭。
但美麗多姿的杜鵑花却開始怒放枝頭。在這平淡的
時刻，
時刻，神差派了祂的僕人張應軒傳道與太太蔡俊
神差派了祂的僕人張應軒傳道與太太蔡俊於四月
蔡俊於四月二十三
於四月二十三日奔向羅馬尼亞的福
二十三日奔向羅馬尼亞的福
音工場---音工場----羅馬尼亞的華人基督教會教會
----羅馬尼亞的華人基督教會教會。
羅馬尼亞的華人基督教會教會。
張應軒傳道道出目前的目標是：
張應軒傳道道出目前的目標是
：帶領、培訓和傳福音給在那裏的中國人； 配
合教會開展事工。
另一方面：
其次：
另一方面：到市場傳福音；探訪事工；帶人信主。其次
其次：與在那裏的傳道和同
工們配合發展事工等。
張應軒傳道事工對羅馬尼亞這個福音工場充滿信心，雖然這裏的天氣還是寒
冷，但他事奉神的心是火熱的。當這篇文章發表時已是六月，相信張應軒傳道在羅
馬尼亞進行的福音事工開始萌芽了......，我們期待著。(請參閱第八頁張傳道來自
請參閱第八頁張傳道來自羅馬尼亞的快遞
來自羅馬尼亞的快遞)
羅馬尼亞的快遞)

加拿大 COCM 攤位

真理報攤位

其他基督教團體攤位

第 36 屆大溫哥華地區培靈會 COCM 攤位
由大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團契主辦，
由大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團契主辦，第 36 屆大溫哥華地區培靈會在邊雲波老師《
屆大溫哥華地區培靈會在邊雲波老師《為主
而活，
，見證主恩》
而活
見證主恩》的精闢講道之下落幕，
的精闢講道之下落幕，一連三天晚上的培靈會(
一連三天晚上的培靈會(四月 24 日至 26 日)感動了
不少的信徒為主及中國的福音作事工。
不少的信徒為主及中國的福音作事工。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亦在會場外與眾多福音機構一樣舉辦展覽攤位，詳細介紹了歐洲
COCM 及加拿大 COCM 的豐富資料由來......。吸引了不到會的信徒圍觀及索取歐洲
COCMLink 和加拿大 COCM Newsletter，特別是新一期的 COCM 加拿大第 47 期 Newsletter
在現場派發，被信徒索取完畢，可見各信徒對歐洲 COCM 事工充滿熱情........
而在這一年一度的大溫哥華地區培靈會中，COCM 加拿大董事會部分董事更前來展覽
攤位為展覽同工打氣拍照。 神使用了培靈會這個平台，讓更多的溫哥華信徒藉此更加了解
歐洲 COCM 及加拿大 COCM，為中國移居歐洲的民眾及留學生的事工等，發揮了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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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快遞：走向征途

張應軒傳道(右二)在市場傳福音。

與信徙合照

聚會時唱詩

培訓班上課情形

羅 馬 尼 亞 實 况
張應軒傳
張應軒傳道、蔡俊

這是張應軒傳
張應軒傳道和太太蔡俊二
蔡俊二位從羅馬尼亞而
馬尼亞而來的消息，他們被神使用到羅馬
尼亞傳
尼亞傳教，在這艱難的路上，我們為他們禱告，希望藉著他們令當地的信徒得到造
就，及未 信者得到從神而來的拯 救。
起程：四月二十三日在胡家亮牧師
月二十三日在胡家亮牧師一家和好弟兄林國
一家和好弟兄林國強夫婦在機場有一個
有一個小時
的交通，
的交通，使我們
使我們知道這
知道這次不是我們
次不是我們二個人去羅馬尼亞，
馬尼亞，而是有很多好同工與
而是有很多好同工與我們同
行，感謝 神。
機準時起飛， 但在英國機場轉機慢了一小時， 所以在四月二十五日凌晨才到布格拉
斯達，使接機的弟兄等多了一個多小時。然後接我們去福音中心住宿是凌晨 1:30 a.m.。這位
弟兄也為我們带来油、米、菜、雞蛋和猪肉， 使我們家中有糧，求神親自報答和賜福這位
弟兄的耐心和愛心，因他一早要去市場開店做生意。
實地：羅馬尼亞的華人约有二萬，只有一間華人基督教會, 约有八十多人聚會，但没有
全時間的牧者去带領他們， 求主差派長期的工人来带領和牧養這裏的教會。目前教會時間
表是：主日祟拜、星期日下午 1:30---3:30；.青年團契、星期一下午 4:00---6:00；成人查經、
星期二下午 4:00---6:00；禱告會: 星期四下午 4:00---6:00；詩班團契、星期五下午 4:00---6:00；
东方苑團契、星期六下午 4:30---6:00。現在我們的工作是：星期一、二去市場作個别探訪會
友，為他們需要禱告. 星期三下午教授温哥華短宣中心的個人佈道課程；而每星期三、四、
五早上 10:00---12:00 带學員去市場作實習工課， 每次二位。感謝神，我們合作順利。星期
六下午：由於東方苑負責弟兄看到需要，要我開課教授初信栽培訓班，總共十二課，現在
已教了三課，每次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参加，榮耀歸於神。
我們的家到市場约需個半至二個小时的交通路程，而這裏的天氣早上與中午相差 10
度，請為我們的體力和健康禱告，也求神看顧這裏的同胞和教會。

宣教士動態
宣教士動態
黃偉文 ( Symon Wong ) 宣教士，於今年 7 月到英國
北愛貝爾法斯特華人基督教會事奉，他與加拿大董事會保
持關係。同時，加拿大董事會亦支持他的事工。

Symon Wong 及太太(前排左二及三坐者)及 Winnie(後排左一坐者)，與加拿大 COCM 董事會部分董事及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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