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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東西

中國人在那裏，願耶穌也在那裏。 萬國之光神恩澤僑胞，福音
遍全歐。

由電影人物聯想到今天宣教
COCM 總幹事 呂子峰 Henry Lu

在我最喜愛 的電影中，有一部英國電影叫《烈火戰車》。 這部
電影描寫的是英國兩名奧林匹克冠軍的真實故事，他們的名字是
埃裡克 利德爾和哈羅德 亞伯拉罕。在 1924 年的夏季奧運會上，
這兩個年輕人同樣滿懷激情，想要贏得勝利。不同的是，埃裡克
是為了神的榮耀而戰，而哈羅德則是為了個人的名譽。
這部電影的尾聲是在 1924 年奧運會的結束，但在真實生活中，埃
裡克的故事卻遠遠沒有結束。巴黎奧運會的同年，埃裡克也從愛丁
堡大學畢業，不久后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國天津，成為一名宣教
士。就在二戰結束前夕，埃裡克因病死在一個日軍的拘留營中。在
這個距離他的家人千裡之遙的中國，沒有任何慶祝勝利的喝彩聲，
埃裡克跨過了他生命賽程的終點線。他生前最后的話語：「完全地
降服」，揭示了支持他贏得這場賽程最終勝利的動力，是為了贏得
那比金牌更美好的東西。
雖然不是中國國籍，埃裡克現在卻被認為是第一個中國出生的奧
林匹克冠軍。中國，這個埃裡克出生和去世的國家，今年夏天第一
次在北京迎來奧運會。八月裡，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了她最璀璨的光
彩。而在觀看世界上最優秀的運動員爭奪金牌的時候，我們可以看
到，有些人是為了個人的成就，有些人是為了家庭的榮譽，還有些
人是為了民族的驕傲。
然而，什麼是在永生中最終的榮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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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屆大溫哥華地區
培靈會 COCM 攤位
許濟華

羅馬尼亞實況

加 拿 大 Canada

埃裡克相信神造他成為一名宣教士，而神同樣也使他跑得飛快。
作為一名運動員，他跑是為了榮耀神。作為一名基督徒，他的渴慕
是更深的認識神。而作為一名宣教士，他的夢想是讓更多的人認識
神。在中國服侍期間，埃裡克不僅僅用他的體能，更多的是他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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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應軒傳道、蔡俊

宣教士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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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格，堅持和忍耐來榮耀神，這對於我們所有這些順服神的呼召，傳福
音給萬民的人來說，都是極偉大的見證。
今天，當我觀察歐洲各處的大學校園，我看到越來越多傑出的青年人從中國
來。他們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在智力上還是體能上，都與埃裡克和哈羅德不相上
下。懷著不同的抱負，他們來到歐洲，為追逐個人的成功，開始了這場賽跑。然
而在途中，他們中的許多人被神在耶穌基督裡的救恩所征服。現在，作為耶穌基
督的跟隨者，他們面對著一場新的賽跑，一場傳福音給萬民的賽跑，一場為贏得
永生最終的榮耀的賽跑。
我相信，在這一代新人中，神將會呼召一些最傑出的人成為在歐洲的宣教士，
來償還我們過去欠下的像埃裡克這樣一群人的福音的債。我祈求神呼召新一代的
中國的埃裡克，而我們將成為這個偉大計劃中的一部分，將福音傳給在歐洲的這
一代中國人，並通過他們傳向歐洲和整個世界。

將願望交給神神

林愛玲宣教士

在主內向各位問安，願主的慈愛平安常與你同在。八月份熱門的話題都是圍繞著奧運在北
京，我也特意坐下來看開幕和閉幕禮，它確是能表現出人多勢眾的壯觀場面和氣氛。在開幕
禮中安排每個國家地區運動員進場佔了不少時間，確是使我感到沉悶，但後來想一想，他們
就是這一刻能夠被所有人注意到，可以進到這個體育館裡（鳥巢）已是不簡單了。
之後我聯想到將來我們在榮耀的大君王前，我們這些信祂名的人會看到的場面我深信會更
壯觀和更無與倫比。比賽的紀錄會被打破、光輝的時間會過去，甚麼才是可以永恆呢？
在提到盼望能探訪來讀預備班的新同學，神給我機會探 Grace 和 Li。我們都在建立友誼，
願主給我智慧與她們交往，把握機會分享主的救恩。
代禱事項：
1。UEA 團契迎新聚會，求主帶領，為各項安排求主保守。
2。通過 Essex 大學迎新週，能接觸到信徒和新同學。
3。為要補考的同學，求主賜信心智慧。
4。為我的身體和靈性，求主保守。

謝謝你們的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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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面對困難

麥淑賢 宣教士

我到 Gillingham 證道，由於要即日趕著乘搭火車回來，故不能預
留很多時間與肢體交通，但想不到卻有信徒有特別需要，故只有在
聚會後快速地聆聽了分享，並在祈禱中將她和家庭交託給主後，便
要馬上離開。總覺得是值得的！
隨後是要到 Weston-Super-Mare 教學，是以弗所書第二講，但卻在出
前兩天，扯傷了小腿的筋，不但不能跑步，連步行也甚困難，本以為它很
快自動復原，但過了幾天仍然未能上落樓。故終於在出發當天，只好依照
同工的提議，更改路線，雖然車票是昂貴一點，但可以減少上落樓梯的機
會，又讓我準時到達目的地，順利完成這小組最後一次的教學，實在感謝
主！
這是最勤力的小組，真的捨不得他們！此外，我第一次到瑞士巴賽爾華
人基督教會服事，這裡聚會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各方面的運作都已上軌
道，他們需要的就是牧者作牧養和各方面的帶領和統籌。在短短四日三
夜，除了帶領查經班、初信的真理班及主日證道之外，主也讓我有機會與
一些信徒作稍為深入的相交，求主使用。
友情生活令我充實
若不是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也幾乎忘記了自己的生日，很高興今年又收
到生日卡，而且是五張，一張是相識廿年的老婆婆寄來的，一張是香港的
信徒寄來的，一張是一群 TEE 的學生送來的，另外兩張是電子生日卡，其
中一張竟然是闊別幾年的前神學院老師寄來的，實在是一份很大的驚喜！
在此，我再次多謝您們送上的祝福和鼓勵，我實在感到上帝在事奉中所賜
予的豐盛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至於我的腳傷，經過一段乘坐升降台的日子，雖然腳的前後側及足踝內
側其後才出現瘀痕，但已經漸漸開始復原，我已可以行走自如，只是不可
跑或行走過久，也要小心用力便是了。
但在瑞士之行後，我開始患上傷風，其實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沒有傷風感冒
了，但適逢我早已申請了三天年假，故可作一點休息。在好友兼同學的建議下，
我也作了一個簡單的退修，能夠放下所有，來到恩主寶座前是好得無比的；而一
點兒的閱讀也再次給我一些在人生旅途上的提醒。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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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感謝主，雖然傷風感冒環繞我，上帝卻突然差來一位要好的同
工，是我的東北好姊妹，她聽說我病了，便馬上到我的房間為我「刮沙」，
其後我休息了一天便完全康復，坐一整天開會也沒有問題，你看，主的恩
典是否「夠用」呢？

我們的點滴

韋 焜 墀、霍 美 琪 宣 教 士

在過去的一兩個月中，與二十多年前倫敦教會的好幾位「年青人」
重聚。另外九龍城浸信會幾位執事和差會總幹事林培喬牧師，以及
差會主席鄭相柏執事夫婦也過來與我們會面。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的皮膚病真的不大好，很可能是跟壓力有關。同時，
也感謝主，過去的一年也是我們國語事工最有發展的一年。是跟你們的代
禱有很大的關係。
九月八至二十二日，李國富博士和譚雅芳夫婦來到 COCM。 譚雅芳女
士將在 COCM Bible College 教授「婚姻與家庭」。李教授也會在不同地
方分享與講座。 十月，
《海外校園》歐洲負責人，龔慕良教授，將來幫助
我們國語事工。第一個周末在曼城，最後一個周末在 Bristol，中間的兩個
月在 Scotland，將會巡迴幫助發展各地的中國留學生事工。主要在
Edinburgh， Glasgow， Sterling， Aberdeen， Dundee。我希望經過
他這兩個月的事奉，把 Scotland 的各國語事工之間能夠互相搭配起來，使
事工更有效地開展。
在未來的幾個月中，將有一些美國教會的短宣隊來英國短宣。
幾年前神藉著異夢給我看見，我的主要工作是 Mentor、栽培同工﹕關心
Full-time 同工，跟其他事工團隊裏面的「軍人」。COCM 聖經學院從今年
也開始給每一個學生配備一個 Mentor team 來關心他們在實習方面的學
習，和個人方面的成長。每個學生的 Mentor team 有一個 Key Mentor。
現在我 Key Mentor 的學生有：三年級的劉冰(原籍河北)，高鷹飛(沈陽)、
王化雨(山東)，二年級崔雪、石苑均(山東)、羅寶華(香港港)；一年班：李
雷雷(浙江溫州)、王姝(哈爾濱)；其中劉冰，高鷹飛，王姝是用是一面讀書，
一面在福音工場和教會裏面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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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福的禱告1
鄭彼得牧師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祝福」是舊約中一個重要的主題。聖經告訴我們，神一
開始就祝福祂所創造的一切（創 1:22，28；2:3）。但這些祝
福卻因人犯罪的緣故而變為咒詛（創 3:14，16－19；4:11；
5:29；9:25）
。深愛著全人類的神，為了要人類能重新享受祂
及祂所賜的各樣福樂，就決定揀選亞伯拉罕及他的後裔，並
計劃透過他們使全人類重新得福（創 12:1－3）！
到了新約，神給予亞伯拉罕的應許在耶穌基督的工作⎯⎯救恩福音⎯⎯中得以
成就（徒 3:25－26；羅 4:6－9；加 3:13－14）。因此，基督徒⎯⎯亞伯拉罕的真
子孫（加 3:7－9）⎯⎯因著領受了在基督裡神的各樣祝福（弗 1:3－14）
，便要回
應神的呼召，給世人帶來祝福；甚致是那些逼迫我們的人（路 6:28；羅 12:14；
彼前 3:9）。當然，聖經中的最後一卷書亦是以祝福來作整本聖經的結束（啟
14:13；19:9；21:3－5；22:1-5， 7， 14）。
在祝福的過程中有施福者（benefactor）及受福者（recipient），或會有中介者
（mediator）。在舊約中，祭司及利未支派有給人祝福的特權（創 14:18－19；利
9:22；申 10:8；21:5）
；身為基督徒⎯⎯即君尊的祭司（彼前 2:9）⎯⎯我們亦可
以向神求福及給人祝福（詩 122:6－9；參創 32:26；雅 3:9-12）！
你可以開始為你的親友及教會的弟兄姊妹作以下這五方面的祈福禱告：
一、B-Body：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肉身需要來祈福。
二、L-Labor：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工作或學業需要來祈福。
三、E-Emotional：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情感需要來祈福。
四、S-Social：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的種種人際關係來祈福。
五、S-Spiritual：請為親友及弟兄姊妹在屬靈方面的需要來祈福。
鄭彼得編著：《以膝代步：從聖經學祈禱親近神》，（台灣：長青文化，2006 年），頁 36-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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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開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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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裡要一提寫會議記錄錄的人，一般是書記的責任。寫會議記錄錄時要精精簡，但要
保持內容的真實性。原則上是不不題人名，例例如某某人認為要這樣做。有人需要對
某些事採取行行動，要在議決案旁邊寫負責該項行行動的人的名字，這是有提醒的作
用。
為了避面日後的不同意，可行的話，最好的做法是在散會前宣讀會議記錄， 聽
後，主席要問與會的人是否同意，同意的話，主席立即在記錄上簽名作實，日後
就不能有人再反悔。要做到這點， 書記的記錄能力是頗佳才可以做到 若不能，
就要在會後幾天內出會議記錄。會議記錄的責任最可由教會的行政主任承擔。
教會宜好好檢討目前本身的運作，看看如何可以簡化組職，減少開會，開會要
怎樣令會議有效率，結果必定令教會運作的效率大大提高，可全心全意去造就信
徒，完成大使命，而榮神益人。
(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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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觀點與角度

最 重 要 的 東 西
連登權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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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短波： 加國選情

哈珀再執政難看好
許濟華

哈珀執政可謂反反覆覆，推翻自己的諾諾言，宣佈舉行行十月中的大選。為取得
選票勿勿突然打出撤軍牌，且亦撤新聞發佈人。哈珀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到他進退
失據，對事情不不能從全面考慮。

真想不到，加軍駐守外國都成為國內政客欲取票數的籌碼，看來哈珀陷窮途技
劣的階段，保守黨能否再次執政，看來難圓美夢。
玩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無論那一黨上場，都難對兌競選的諾言。如今狄安、
林 、杜塞偑及梅麗莎，他們為了選票都會打出一張漂亮的牌子向選民亮相，但
上台之後往往推行的是另一套政策。哈珀年紀輕輕，執政以來政績及目標不鮮
明，種下了今天無可奈何宣佈大選的伏線。他推行的政策我行我素，無論在國內
外都難得人心。所以說，今天競選前的政客為拉票打出的王牌，大家都要小心研
究，否則會陷入哈珀執政的深淵。
雖然我們心中都希望選到一位仁君執政，但談何容易！只希望選出來的新總
理能帶領加國在政經各方面得到穩健向前走就好了。這是人民之福，亦是加國人
民所期待的。而今次哈珀宣佈的大選，目的是希望藉此能夠令其翻身而已，但看
來如意算盤難打響。
執政難達目標 外交手法太差
哈珀執政開始時，加國人民的確期望他帶來新希望，雖然是小數政府，都想
藉著他能領導加國走向繁榮昌盛，但事願如違。外交上追隨美國總統布殊向阿富
汗駐軍，以維和為原則令加軍約九十餘人客死他鄉。還謂增兵及續派軍隊，但一
個不覮意為取選票則向國人謂照原計劃撤軍。其次，自以為自己是強者，不與中
國打交道，在許多國家元首都出席北京奧運開幕禮的原則下，他却不出席，將政
治因素放在運動上。他的做法得不到國人的認同，同樣，得不到部分幕僚的支持。
哈珀執政以來，無論在國際舞台和國內政壇，都不能突出地表現政績，而今天
拋棄諾言舉行大選和連續動作，是他為能續執政的技倆而已。拉票第一站到溫哥
華華人家中顯身手，但却不買中國帳，他能取得多少華人票呢？他能否再執政的
確難看好。
當然，我們不能太相信民意調查，而是選舉時各方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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