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訊

Newsletter
加拿大 Canada

中國人在那裡，願耶穌也在那裡。 萬國之光神恩澤僑胞，福音遍全歐。
第四十七期
Issue 47
刊出日期 Date
2008 年 3 月 31 日

COCM ---王光霞總幹事榮休

COCM 加拿大董事會
主席：陳明修牧師
董事：金新宇牧師
胡家亮牧師
陳錦華牧師
Daniel Lee
張宏達先生
何國富先生
Stephen.Cheung
行政：陳慶枝姊妹

目

錄

封

面

王光霞總幹事榮休、
COCM 加拿大董事會
主席陳明修牧師的話
耕耘在百福土地上
陳月明宣教士
屬靈札記(上)
鄭彼得牧師--P2
神給了我們恩典
阮幗雄、岑偉農-P4
教會與開會(一)
張子江牧師-------P5
事奉

連登權牧師

事奉羅馬尼亞教會
及預算計劃
胡家亮牧師
代禱事項---------P7
回應東歐的呼聲
張應軒、蔡俊
我的得救見證
張應軒--P8
編輯委員會主編
審閱：陳明修牧師
總編輯：許濟華

王光霞(Mary Wang)總幹事將於今年六月底正式榮休。
她在宣告退休文章中提到：事奉了四十二年歲月(1966-2008)，由
此衷心感謝神。……
在 1971 年接下王又得牧師留下向歐洲華人傳福音難巨使命後，見證了神的作
為。從歐洲華人教會的成長，由此心中充滿喜樂和感恩。無論是順境和逆境，神都
給予我力量，求神在以後的日子幫助我向祂忠心到底。……
而我的接班人是呂子峰牧師 ( Rev. Henrg Lu) ，他將於 7 月 1 日出任 COCM 總幹
事。他是從美國而來，曾在英國宣教院修讀宣教課程，現在歐洲事奉。讓神帶領他領
導 COCM 走向新時代。……
最後，我向 COCM 所有同工，董事會各位董事及各地海外董事會委員會致以萬
分謝意。

------------------------------------------------------------------

COCM 加拿大董事會主席----陳明修牧師的話
COCM 總幹事王光霞將於六月三十日榮休，我為她四十二年來的忠心事奉，感
謝神！
在那四十二年的光陰中，透過她犧牲自我為神作工的不屈精神，神大大地使用
COCM，使它成為歐洲海外華人的祝福。現在王總幹事宣佈退休，使我亦想起昔日和
現在與 COCM 結下的不解之情……
我自 1963 年到英國留學開始，便和 COCM 結下了深厚的緣份。在那個年代，
神讓我和一班從東南亞到英國的留學生，在王又得牧師的帶領下經常到英國和歐洲不
同的城市作開荒佈道，這些寶貴的經歷造成了我為主事奉的宣教心。同時，亦直接影
響了我二十五年後奉獻全時間事奉的決心。我衷心感謝神的大恩！
數年前，COCM 加拿大認領了羅馬尼亞的工場後，我們差派了不同的牧者和短宣
隊前往當地佈道和牧養，取得一定的成果。去年更加在匈牙利工場展開事工，
我們都很希望能差派牧者前往作較長時間的事奉。今天，感謝神安排了張應軒傳道和
太太蔡俊二人，願意前往作為期五個月的事奉，他們將在四月二十三出發，預算需要
加幣 12,000 元，盼望各位弟兄姊妹在禱告中及經濟上支持他們。
最後，願神祝福王光霞總幹事、張應軒傳道和太太蔡俊夫婦二人，在日後的日子
得到神的保守。
(本拿比華人播道會主任牧師)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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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百福土地上

--------陳月明宣教士

這是宣教士陳月明在英國事奉的一些點滴，從中可以看到她為主而耕
耘的寫實，文中亦道出她的心聲和事奉的歷程…… 經過四年多在英國西南部 Exeter 和 Taunton
的開荒植堂工作後，去年與差會領袖磋商後，我被派回英國北部事奉。而且搬回里茲居住（Leeds），
但卻是牧養里茲西南約 30 哩外的百福（Bradford），主要原因是百福的信徒有很大的需要，而又向
差會反映他們希望我去協助的意願，加上我在里茲還有一個家。再者，英國西南有同工王天聰牧師
夫婦在照顧，所以，我去百福事奉得到神很多的印證。
百福團契人數不少，主日崇拜連兒童在內有七、八十人，他們上一位牧者離開後就沒有全時間
牧人，雖然當中作領導的信徒都很熱心，但需要牧者來帶領是非常明顯。當我以前在里茲服事時，
已認識部份信徒，基於他們期待著牧者，也表明他們很願意和牧者合作和發展事工，我在當中感受
到很大的愛心和被接納。
在團契當中兩個多月的事奉是很充實和看見果效，信徒有和好、得奮興、也願意追求。現在，每
主日都有新朋友來到我們中間。因此，探訪、查經、輔導等是我每天都要忙碌的工作。現在都有兩
文三語的事工，感謝主有 Andrew 和 Vivian 夫婦協助英語事工和青少年事工。我目前的計劃舉辦更多
吸引華僑參加的福音預工性講座和小組聚會，內容例如：健康、溝通、人際關係等。這些華僑聚會
不一定是佈道福音性，但卻是在人心中作鬆土工作，預備他們接受福音。請為我忙碌的事奉代禱，
求主賜智慧和能力，禾場很大，除了百福市外，鄰近有很多地方亦要關注和發展福音事工。( 英國

COCM 宣教士 )

屬靈札記（上）：08 年歐洲短宣
鄭彼得牧師
在教會全職事奉了 6-7 年後，得到了第一次的安息進修年假。在進修上課及短
宣體驗的兩個選擇中，我揀了用這四個多月的時間作短宣的體驗……
一‧最感人之旅：英國倫敦，華人循道會聯合冬令會（07 年 12 月 27 日至 08 年 1 月 2 日）由
來自五、六間不同華人循道會近 60 位青年人出席了這次冬令會，我負責了約十堂不同的講道及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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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在過程中，與數位的青年導師合作共事、分享心事，被他們的心志、委身深深打動。他們無
私的付出及擺上、分享異象負擔時的眼淚都仍觸動著我的心。
二‧最雀躍之旅：英國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08 年 1 月 3-11 日）除了教會的事工外，再次有
機會負責那凌晨餐館業人士男人團契的外展事工。在聚會的個多小時前（約晚上 11 時多）竟有機會
與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兩位記者見面。原來她們被這非常有創意的組合「凌晨聚會--中國餐館業
人士--男人基督教團契」所吸引，並計劃製作兩個有關的電視特輯。……
三‧最繁重之旅：荷蘭亞姆斯特旦，宣道會恩泉堂及恩光堂（08 年 1 月 12-22 日）在這一站中所
負責的工作最為繁重：一個教牧研討會、兩個主日崇拜講道、兩個夫婦退修營、三個靈修學講座及
多個家庭和醫院探訪。我及太太(Terries)還過份自信地選擇了採用 TJTA 性格分析工具來與各對夫婦
作個別的輔導約談。結果，在夫婦營中，Terries 只睡了兩個小時（個別約談及分析數據）
，而我則
睡了四個小時。…..註：原來最近所流行的交义兔（Miffy）是荷蘭人的創作，有趣！
四‧最心痛之旅：意大利羅馬，東區教會及西區教會（08 年 1 月 23-31 日）論工作量，這一站是
最輕鬆的；因此，有許多機會去探望個別的教會領袖。可惜，聽到的是許多教會、領袖、家庭的打
擊和危機。結果，非常的痛心及有點氣餒。…..
經過近 40 天的短宣旅程，終於 2 月 1 日有機會返回溫哥華作短暫的休息（及處理加拿大的雜
務）。一個星期後，即 2 月 8 日，又要展開另一段為期 3 個月的短宣旅程……（待續）

這是鄭彼得牧師利用安息假期和太太 Terries 到歐洲短宣的事奉情形，很有感性。事
實上，在歐洲事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

(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牧師 )

神給了我們恩典

阮幗雄、岑偉農牧師

幗雄： 07 年又劃上句號，辭去了《活水》主編及減少了出外講道，07 年的腳步是慢下來了，
慢下來讓身心靈重新調教方向。身體方面，過去的疲累明顯消減了，而更令我嚮往的就是能有較多
的時間與神交談，我將房間的一角整理一下，成為我每天與神約會的地點，唱詩、祈禱、讀經、默
想，有時真的不想停下來，是我從前匆匆的靈修所享受不到的。
雷汀教會已經請了一對夫婦為傳道人，他們是教會會友，在 COCM 讀神學，打從 00 年 8 月來到
雷汀，轉眼間已經踏上八個年頭，教會已初具規模，亦是我們將責任 交回給他們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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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按照計劃，待雷汀新傳道接任後，有一段的交接過程，預算 09 年我們就會搬離雷汀，面對
新的挑戰，我既興奮又緊張，請為我們清楚神的引領祈禱。
偉農：在 11 月 4 日出了交通意外，那天駕車到英國中部講道，發生在高速公路前的支路，那時
我跟著一輛中型貨車在左線走，另一輛大貨車在另一條支線出來，在我的右 面中線走著，突然間，
我只聽到「轟」的一聲，我的車就失去控制，在支路中打了一圈，然後從左線向右面衝去，停在右
面的樹旁；我當時就呼叫：「主啊，救 我！」。車停定後只覺右腳顆根疼痛，後來被送到醫院去，
幸好只是扭傷了一些肌肉，現在已經好了。
次日靈修，我讀以賽亞書，神教我首先要完全倚靠祂，在這事上，我根本就控制不了那車，現
在明白倚靠祂就是讓祂來掌舵，現在保險賠償一事，就學習讓神來掌舵；第二就是為對方禱告，那
大貨車司機也是無心的，他看見我在車內不能動時，他也很緊張，神提醒我應該為他禱告。意外之
後，安靜下來，看到神暗中的保守和明顯的安慰：（一）意外那刻，立刻有其他人停下來服侍我，
給我水喝，替我打電話求救等，是神派來的天使；（二）當警察寫意外報告時說，「幸好你所駕的
是 Volvo，這車外身堅硬。」；（三）意外是在高速公路前的支路；（四）我照ｘ光，沒有骨折；（五）
很多弟兄姊妹的關心；（六）我仍可以繼續工作。
關於英國，請為那些有回教背景的弟兄姊妹祈禱，最近英國時報報道了在英國約有三千名從回
教轉信基督的人，但他們很多都受到恐嚇和逼害……
岑偉農與阮幗雄的經歷，見證了神的大能，祂讓幗雄停下腳步從新思考方向……，亦讓偉農在
車禍中得到保守，從而讓他們從新得力，為主作工……

( 岑偉農牧師與阮幗雄宣教士同為 COCM 宣教士 )

COCM 加拿大董事會各位成員及宣教
士合照
COCM 加拿大董事會於上月 (二月份中)舉行
2008 年度董事會會議，全體成員會後合照。前排右
起：胡家亮牧師(董事)、陳明修牧師(董事會主席)、金
新宇牧師(董事)。後排右起：許濟華總編輯、陳慶枝
姊妹、張宏達(董事)、何國富(董事)、Simon Wong(英
國前來)、Winnie Ting、Stephen. Cheung (董事)及
Daniel Lee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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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開會

(一)

張子江牧師
( 聖路易基督教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基督工人神學院代院長 )
這是張牧師對開會的一些感想，並將教會與外面的會議作一比較，很有可讀
性。亦令人對開會的性質有不同的看法，不同的見解。文章分期刊登，這是第一篇，
請各位細心閱讀，加以分析……
開會這回事， 已是現今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開會已成了慣常的事， 沒
有會開才怪。假若你是一個專業人士，亦是教會領袖之一，開會跟你好像已建立了一個形影不離的
親密關係。筆者個人在這方面的經驗很多，特別是在香港工作及事奉的那段日子，參與各式各樣的
會議，曾有 [開會張] 的綽號。因此，筆者對開會有很多的體會和感想，一般說來，外面的會議，包
括：政府部門、立法局、學校、專業機構等的會議，都好像是比教會的會議更有效率， 有時是高得
多。
筆者認為很主要的原因是外邊那些會議的與會議的人士，對會議的整體認識較高，也對會議常
規比較尊重，會議前的準備工作及會議後的跟進工作做得較有效率。反觀教會，會議很多時是又長
又悶，效率不高，與會的某些人經常不斷發言，長篇大論，不切實際或離題萬丈，令其他人感到索
然無味，早早離開會場。甚至開會開到怕，談會色變，很多長執都有這感覺。以下是筆者對教會與
開會的一些實際的建議：無必要不要召開會議、教會現今以民主精神為理由，常常召開大大小小的
會議。從筆者個人的經驗，筆者認為很多教會的會是無必要的。原因是因為有人不願意負起當負的
責任，要開會由大家來承擔。另一原因是權力範圍分配得不清楚，以至某事應由誰來負起責任是不
清楚，於是人人都說要召開會議來決定。開任何會議之先，要知道清楚為甚麼要開這會？有無必要？
例如：要請培靈會講員，可否由教牧及傳道部長決定，然後知會各人？是否要召開傳道部或長執會
會議？ 很矛盾的地方是在開會時，仍然通過教牧及傳道部長的決定。會議多並非表示教會開明、民
主、有效率，其實往往是無效率的表現。
會議多令人厭煩： 對無事做而用開會來消磨時間的人則屬例外，教會為甚麼越來越難找人做長
執，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開會開到怕，配偶及兒女都怨聲載道。在今天生活忙碌而各種事情繁
多的世代，教會必須減去無必要的會議，雖然是所謂民主，但要學習信任某些人多負上一些決定的
責任。很多有關屬靈的事，應可讓教牧同工多作一些決定。教會若行長老制，長老會議是不需要執
事參加，有代表便可。執事會一樣，長老不必參加，有代表便可，教牧同工可間中列席執事會。教
會整體彼此信任，百節各按各職，忠心去辦事，會議自然會減少。這是現實的問題， 不是開玩笑的
事，教會必須積極去思想如何將各式各樣的會議減到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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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奉

連登權牧師(

溫哥華退休牧師)

連牧師這一篇文章，道出了一位牧者的心聲，令我們在事奉的領域上的確要深深體會。
信徒在教會工作上的分工，是否全心投入？而推卻者的態度如何，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基督徒加入教會之後，就會面對是否參與事奉的問題。一般而言，教會的領袖們都盼
望信徒能成長和成熟。而這些具體的表現多是在乎他們是否甘願投入事奉的行列。有些人
會很樂意；但也有些人會用各式各樣的理由或藉口去推却。
聖經中列出了很多事奉的方式：有些是簡單的服務，有如普通的家務，例如接待客人、安排坐
位、茶水和飯食等。有些信徒在教會工作上分工，如主日崇拜時在門口招待、派秩序單、聖詩、聖
經等。或是參與領詩、領禱，對某些項目作主持等。有些可能作執事（式值理）按不同的需要，在
教會內各方面照顧整個教會成長中的一切。有些是神的工人，尤指牧師，傳道人在牧養及教導上的
栽培，澆灌。更有些是在聖靈的帶領下，使人在某些特殊的範疇上有獨特的事奉。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總括地指出：----事奉就是個人在愛心上對教會，對弟兄姊妹們的擺上！
首先，事奉要花時間，出席教會事工要時間，要事前準備，要事後善後，檢討，跟進等都要時
間。肯擺上時間的人不多，但如果我們甘心這樣奉獻，憑主使用，必會越來越蒙福。
其次，事奉要感情投入，僅有工作而沒有熱情，只會叫人感到難受、泠酷及涼心。唯有出自喜
樂、甘美的心作出的事奉，才可以得人，亦討主的喜悅。
還有，事奉更是表達靈性生命長進的標尺。一個完全沒有事奉的信徒，很難叫人看出他有任何
長進。越豐盛的生命，必然越樂意事奉，一方面看出他的心態：白白得來的也白白捨去(太 10:8)。另
一方面表示：他的生命再不是以自己為中心，乃是以基督耶穌為中心。為了主，他樂於事奉！

事奉在羅馬尼亞教會基石上

胡家亮牧師

二 00 一年，陳明修牧師問我願不願意去東歐的羅馬尼亞作短宣事奉，我因而猶豫了一會兒。 在
我的心目中，歐洲並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因為歐洲雖然是有很多教會和差會，但很多教會都沒有牧
者，我說歐洲人離開神太遠，太久了。所以，我對歐洲一直沒有負擔。而且神把向中國同胞傳福音
的異象給了我，開始在溫哥華以國語來事奉，沒想到要去服侍歐洲人。後來經過解釋之後，才知道
在歐洲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學生、學者和作買賣的人。
從 2002 年開始到現在， 我每年都去東歐一兩次。現在我每天總是在想念著 羅馬尼亞的華人
教會和弟兄姐妹們， 也特別想到中國同胞的福音需要。而自從第一次去過羅馬尼亞之後，我就知道
靠我一人去不行，當地的需要實在是太大太多了。 所以我決定每一次去的時候， 我都要帶一些弟
兄姐妹去一起做。也讓他們看到那裏的福音需要。感謝神，給我很好的弟兄姐妹一起事奉，也享受
到在主裏的甜蜜交通，祈禱，和同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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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觀點與角度
(接上頁)每一次去到當地的市場裏，看到很多的中國同胞們辛勞工作，一大清早三點多就要開
店，冬天很冷，夏天非常熱（去年我們去的時候最高 47 度），也要面對各樣不公平的對待，特別是
想到他們靈魂的需要， 就更加催促自己要更努力向他們傳福音。
記得 2005 年初我從羅馬尼亞回來之後，在神面前禱告，神再次用以賽亞書六章對我說話：如果
要你去羅馬尼亞作牧養工作，你願意去嗎？ 想了很久，我對神說：我願意。

神差派張應軒、蔡俊夫婦前往羅馬尼亞
現在雖然我不能去， 但我可以鼓勵其他合適的傳道人先去。這次我們能差派張應軒，蔡俊夫婦
到羅馬尼亞事奉，也是神的帶領。他們以前是自立中華基督教會的會友，我們一起事奉，現在也是
卡加利基督教沐恩堂的傳道人。他們對傳福音的熱誠，是值得我學習，去年我們一起到東歐去做短
宣的時候，特別看得到神給張傳道傳福音的恩賜。願神使用他們夫婦倆在羅馬尼亞的事工，也讓他
們與當地的教會搭配、幫助教會，培訓更多的弟兄姐妹更有效地把福音傳出去。
請各位弟兄姐妹在禱告上和奉獻上多多的支持他們，願神借著你們和他們的一起的事奉得到一
切的榮耀。

(卡加利沐恩堂主任牧師 )

有關胡家亮牧師計劃 COCM 加拿大董事會支助：
張應軒、蔡俊夫婦前往羅馬尼亞教會事奉一覽表
每個月份計：
食物及住宿

：

$1,500.00

水

電

：

$100.00

交

通

：

$100.00

電話及互聯網

：

$100.00

小

：

$1,800.00 x4.5 個月=$8,100.00

計

另開支預算：
機

票

醫療保險

：

$2,765.10

：

$500.00

來回肯加利亞(Hungary) 火車票： $400.00
小

計

：

$3,665.10

總

計

：

$11,765.10

代 禱 事 項
●
●
●
●
●
●
●
●
●

請為陳明修牧師太太的病情及健康，早日康復祈禱。
為 COCM 加拿大董事會在新一年支持歐洲事工祈禱。
為張應軒傳道、蔡俊夫婦前往羅馬尼亞教會事奉祈禱。
求神感動更多歐洲英文華僑能夠認識主。
賜在歐洲求學的學生們有追求真理的心。
為在英國百福的信徒愛主和有熱心感恩。
為陳月明在百福被當地接納和事工有果效感恩。
為岑偉農多到外地講道，請為他的身、心、靈及駕車路程祈禱。
為英國雷汀我們的第二代信徒禱告，祈求他們能成長，向同齡的親人傳
福音和作栽培。雷汀教會的青少年和主日學學生約三十多人，為他們的
信主禱告；為老師的心志，愛心和智慧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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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葉傳訊：走向征途

回應東歐的呼聲

張應軒傳道、蔡俊

八月中從東欧短宜回到 Regina 以後，惱中常常出現在東歐短
宜時的情形，弟兄姊妹的笑臉，总叫我們不能忘記。聚会時所唱詩
歌中的詞句，使我們心中總是不能安定，特別是詩歌中所提到羊兒
没有牧人、是否把羊兒给忘記、羊兒需要人喂養……。這些詞句是
否神在提醒我們，回應東歐的呼聲，去帮助那裏的弟兄姊妹。
想到六月底剛從温哥華搬到雷城( Regina )居住，孩子入學和全家生活都還没有安定下來，我怎
能前往東歐呢？何况在雷城也有很多講國語的同胞需要關顧和牧養，為甚麼我們不留在雷城事奉或
建立一個國語教會呢？但是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呼声愈來愈近，使我們没法去推卸責任。雖然我們
能力有限，但願意被神所用，所以我和太太順服聖靈的感動和帶領，前往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作長宣
的工作，主要是培訓弟兄姊妹們怎样去傳福音給當地的同胞、幫助他們在真理上紮根、教導他們正
確的事奉方式，請弟兄姊妹支持和代禱，願將一切榮耀歸於三一真神。

我的得救見證

張 應 軒

信主日期:1995 年 5 月 ( 張應軒為卡加利沐恩堂傳道 )
我是 1943 年出生在上海的潮州人，亦為上海人。由於潮州人迷信，我從小跟隨母亲去不同的庙宇拜神，
認為只要做事對得起良心、不殺人、不放火、不害人，就是好人，所以經常燒香和添香油，自認是一個佛教徒。
而我很自我，脾氣古怪，也很任性。
1958 年我初中畢業，和母親一起去香港。父親開了一間製衣廠，所以我也在廠内學習做生意，晚上去補習
英文。因為家境不錯，每天吃飯都喝酒，而我的酒量因而很好。1965 年我结婚，生有二男一女，兒女都聽話，
一切順利，生活很好，所以也别無所求。1976 年全家移民加拿大，我進入 B.C.电話公司做工，一切順利，由於
同事多為外籍人，所以經常下班去酒吧喝酒，多次因酒後駕驶而被停牌 48 小時，有一次 Hit & Run 而賠了一萬
多元。我由於喝酒的原故，經常和太太吵架，最後在 1994 年離婚。因而脾氣更壞，心情不好，喝酒更多，時常
第二天不上班，覺得自己很失敗。1995 年復活節前因醉酒撞車，被判停牌一年，但在復活節後，在一位朋友的
邀請下我参加了他们教會的聚會，因我喜歡唱歌，對詩歌有好感，所以以後每星期天我去教會消磨時間，而在
當年的培靈會中，聽了吴勇長老分享他的見證，所以當晚我買了第一本聖經，每天晚上一邊喝酒、一邊看聖經，
前後看了二遍，才看到自己的错，1996 年在葉陈淑淑医生的佈道會中，我認罪、悔改，决志信主。1996 年 12
月受洗歸於基督，感谢-----神。
信主後，靠着神的大能，我戒了洒，人也開放了，脾氣也在改變，覺得自已生命是神所救，所以在 1999
年参加短宣去了瑞典，徠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回加以後，决定装備自己，先後完成建道神學院，加拿大建道中
心的信徒事奉培育課程，主修聖經及神學研究課程和中國神學研究院的信徒領袖訓練證書課程。而我在 2000
年再次結婚，與妻子蔡俊姊妹一起在教會和短宣中心傳愛團事奉。2004 年提早退休，為温哥華短宣中心的義務
同工，主要向講國語的同胞傳福音，求主带領和使用我一生，願將一切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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