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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不改 本性可移
（訪問長青弟兄）

陳若魯弟兄

今年九月的時候，我在羅馬尼亞有機會和長青弟兄相處了一個多星
期。長青弟兄是在羅馬尼亞的教會信主，並蒙召全時間事奉主。在 2000
年的時候，他在教會的支持下回國讀神學，之後一直在中國各地忠心事
奉至今。在他事奉的歷程中，母會的弟兄姊妹一直與他同行，並在禱告
和經濟上對他支持。他這次應 COCM 和教會的邀請，於今年九月到十一
月的時間回到羅馬尼亞事奉，負責講道、教導和關顧的工作。
（江山不改，
本性可移）是長青弟兄多年前得救見證所用的題目。經過與他深入的交
通後，我覺得這個題目在今天仍然很適用。

反叛的童年：
長青弟兄出生在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家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年幼時，父母響應號召，支
持邊疆建設而遠赴西藏，後來他們兄弟三人曾輪流跟隨父母一起到西藏生活。所以，長青弟兄從小在意識
裡，家庭觀念就很淡薄，而且總覺得父母偏心哥哥和弟弟，不愛他。漸漸地養成了叛逆、獨立好勝的性格，
事事以自我為中心。在上小學時，因調皮，父母常被請到學校。父母生氣打他，他就離家出走，到處遊蕩。
當他又飢又渴遊蕩田野時，心裡更加深了對父母的怨恨。這種日積月累的怨恨，使他信耶穌前一直無法諒
解父母。十四歲那年，因不服從老師管教，他離開了學校，也學會了抽煙、喝酒，更染上了賭癮，常輸得
身無分文。從此，他開始了放蕩的生活。

漂泊異鄉蒙主恩：
一九九八年初，長青弟兄隨舅舅前來羅馬尼亞做生意，由於羅國治安不靖，加上警察敲詐勒索，他天天
除了在市場作工之外，其餘的時間就是在家看錄像、喝酒、打麻將。晚上就跟著許多閒得無聊的華人到卡
西諾賭博。約有半年多，都是過著這種枯躁無味的生活。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長青弟兄聽說這地方有一個基督教聚會。於是在一個禮拜天下午，獨自找到了聚會
的地點。當他第一次靜心下來，坐在教堂裡，仰望十字架時，似乎看到自己內心的污穢和以往所犯的許多
罪，不禁掩面痛哭，覺得實在不配面對上帝。但上帝憐憫了他，讓他知道：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 16）長青弟兄流著淚禱告說：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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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赦免我。我願向你認自己的罪，求你接納我，我願一生緊緊跟隨你。」感謝主，在長青弟兄流浪、虛
度了廿五年的光陰後，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受洗歸主。在當天的日記裡，長青弟兄這樣寫：
「舊的我
已死去，新生的我隨著主耶穌而復活。我將忠誠地事奉主，堅定地跟隨祂。我願意一生傳揚福音，讓世人
知罪悔改，蒙神所賜的恩典，及早得著豐盛的生命！」

獲得自由：
信耶穌以後，長青弟兄開始戒菸戒賭，因為宣教士說身體是神聖靈的居所，怎可將煙吸到肚裡，沾污聖
殿呢？他說：
「很奇妙，以往我怕失去自由而逃避福音，這時才發覺我能靠著耶穌，去掉捆綁我多年的壞習
慣，我從罪中得到釋放，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成為基督徒後的長青弟兄，每天在家裡捧讀聖經，不再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和賭友便漸漸疏遠了。而戒
菸酒，對於他這個菸酒不分家的北方人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但正如他說：
「在我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
記得有一天晚上，和朋友喝多了酒，在街上與羅國人發生口角，雙方要打起來，最後幸被別人勸阻。在回
家路上，內心不斷的責備自己實在對不起。天父，我就痛哭起來。經過一夜的痛悔和禱告後，第二天早上，
我向上帝立了一個約：
「從今以後，我不再飲酒、吸煙，免得虧缺上帝的榮耀。」從那天起，靠著上帝賜給
我的信心和力量，我能約束自己，得了真正的自由。主耶穌說過：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五 16）他多麼希望別人能從我身上看到基
督的形象，而願意認識和歸向祂。

在基督里長進：
只有當你親身經歷了上帝的奇異恩典，才會真正知道祂是一位慈愛、憐憫、信實和公義的神。在初信耶
穌的日子裡，長青弟兄也曾經歷過許多患難痛苦，尤其在羅國時，當遭遇苦難而想不通之時，他曾問：
「為
甚麼上帝要我這信靠祂的人受這麼多的苦難和逼害？」但天父藉宣教士向他解釋：
「你應該感謝上帝，祂把
你放在這個苦難的環境裡試煉你，使你成為祂所合用的人。這是你一生用金錢也買不來的經驗。」宣教士
這一番話令他茅塞頓開，也樂意接受試煉，走蒙福的道路，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
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五 4 至 5）
因著靈命增長和宣教士的教導，長青弟兄漸漸明白了好些真理，也願學習主耶穌的愛，去寬恕和愛別人。
未信耶穌之時，我與家人不和，對父母怨恨極深。直到主耶穌拯救了他後，才彷似開了竅，回想自己以前
也實在有太多的事情讓父母傷心難過了。父母教育的方法是有不當，但長青弟兄也從沒想過他們的養育之
恩和對自己的期望，只知抱怨父母。
感謝天父，讓長青弟兄從恩主耶穌基督身上看到，和體會到真正的愛。於是鼓起勇氣，他向父母道歉，
化解了彼此多年的怨恨和矛盾。現在長青弟兄身在羅馬尼亞，時常寫信回家作見證，讓家人明白在這世上，
只有全能的上帝可以改變他。更希望他們能因他的改變，願意相信耶穌。
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於二 000 年四月九日正式成立。蒙上帝恩典，長青弟兄被選為執事，心中實在感
恩不盡！他說：
「像我這樣一個罪人，竟被上帝改變、揀選，成為祂的工人，這是何等奇妙的事！」
感謝讚美全能的上帝！誰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呢？願將一切的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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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羅馬尼亞宣教之旅
林述恩牧師. 師母
感謝神，在 2004 年，我們曾去羅馬尼亞宣教有 10 天的時間與那裡的弟兄姊妹在一
起，雖然沒有能很深地認識他們，關係也不是很深，但是對他們有負擔，一直在為他
們禱告。
2011 年，相隔 6 年後，神又給了我們機會。經過他們同工的要求，我們在禱告中回
應了。感謝神, 因為在祂是沒有偶然的事，於是在 5 月份我們再次去羅馬尼亞，到他們
中間。這次兩個星期的宣教，讓我們更深地認識了他們。也讓我們看到前後 6 年裡他
們所處的環境、屬靈生命等各方面的變化，以及他們目前在屬靈方面的需求。

一、2004 年時的背景和狀況：
1、 許多中國同胞在羅馬尼亞做生意，但是身份是黑的。
2、 羅馬尼亞的政治環境不是很健康，政府沒有開放正規的途徑讓他們交稅，但政府的貪污分子和警察
卻把他們當賊一樣，監視他們，壓迫他們，勒索他們，甚至打他們。那些弟兄姊妹每天都過著擔驚受怕
的日子。
3、 雖然經歷生活工作上的苦難，但他們心裡卻仰望依靠神，在信心上備受試煉。我們曾問過他們：那
麼困難的環境為什麼不回中國而選擇繼續留在羅馬尼亞？他們說，雖然在羅馬尼亞工作生活會受壓力，
但是卻可以自由地選擇事奉神，心裡有主的平安，主的平安是最大的平安，所以仍然選擇留在羅馬尼亞。
二、2011 年的現狀：
1、我們的第一感受是——那裡是傳福音的工場那裡有許多華人，但只有 15%的同胞去教會。換言之，
還有 85%的同胞還沒有聽到福音。因此在那里傳福音的工場非常大。
2、那裡的羊沒有牧人。
我們看到那裡的弟兄姊妹每個人在屬靈上都要求長進，但現在他們邀請去的牧者都是臨時的幫忙。
一旦牧師來了大家心裡就很火熱，但牧者走了熱度就會慢慢冷卻下來。所以需要有固定的牧人在那裡牧
養他們的屬靈生命，讓教會得以正常健康地成長。
3、 他們所處的政治處境和生活環境已經大大改變。六年來，當地政府變得更通融，已經同意他們正大
光明地向政府交稅，雖然還有些被勒索，卻已經不需要偷偷摸摸了。所以他們的生活也開始變得富裕了，
大家都有車有房。
4、現在上帝感動他們要建堂，購買自己的教會。
三、我們看到他們目前最迫切的需求: 需要有固定的、成熟的牧師牧養、帶領他們：
1、那裡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相對來說比較成熟，因此需要有成熟的牧者在屬靈方面對他們加以栽培和
帶領。
2、他們要建堂，但卻缺乏對正規的教會組織、體係以及運作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和經驗，所以必須要有
很成熟的牧師來帶領這個教會。
3、以前弟兄姊妹們在苦難中仰望神，現在他們的物質生活都開始慢慢變得富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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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屬靈栽培沒有跟上，他們就會很容易跌落到世界裡面。
4、那里傳福音的工場那麼大，更需要有固定成熟的牧者帶領，讓教會在發展中得以穩固，讓每一個屬
靈生命得以健康成長。
所以，請弟兄姊妹為他們禱告，也求神為他們預備牧者。

羅馬尼亞宣教點滴

(接上期)

溫哥華華人浸信會 李賓來傳道
剛從批發市場回來，吸了很多煙（別誤會，是二手煙）
，感覺
喉嚨有點不舒服。這裡的室内批發市場是不准吸煙的，“那又怎
李賓來傳道和中國民工於宿舍合照.

麽樣？你能拿如何？”當地人不管男女，早餐可以不吃，就是不

能不吸根煙，喝杯咖啡。而且，許多做生意的中國人都係“好煙(in)架”！加上批發市場沒有抽風系統，
整個市場内都充滿了煙味兒，因此無可避免的，你在那裏呆多久，就得吸上多少二手煙。
晚上我們仍然前去民工宿舍給他們講解聖經，六點半匆忙吃過晚飯，我和一位弟兄就坐車前往。怎知，
半路上卻被警察攔截了（甚麽事情？我怎麽知道，我又不會聼“羅語”）
，接著就看見司機弟兄拿出幾個證
件交給警察，之後也隨他走到警車那裏。我想，我們沒有超速，也沒闖紅燈，安全帶也繫上了，大概也沒
甚麽事！不就是要那一點“咖啡錢”嘛！在弟兄下車前，我就告訴他：“不要給他錢，要嘛就叫他開發單
好了。”弟兄走後，我就開始禱告，求主讓這個警察不會太大刁難，讓弟兄堅持立場不妥協。後來感謝神，
讓這警察磨蹭了十幾分鐘，最後還是沒事。原來節日將到，這時許多警察都會出來找“外快”由於耽延了，
我們七點半左右才抵達民工宿舍。今天來的人比較少只有十來個，原因是老闆覺得天氣沒那麽冷，都要他
們加班去了。感謝神！在聚會結束前，一位弟兄指著一位民工說：“李老師，馬健華也信耶穌，那不您也
給他教育教育一下好嗎？”於是我就向這位民工講解福音内容，並帶領了他作決志禱告。
感謝主，今天沒有甚麽節目，主要就是在住處休息安靜。昨晚臨睡前，我已告訴接待的弟兄，今天不必
預備我的飯食了，我需要安靜溫習講章，早、午、晚飯的時間會禁食禱告。怎麽知道今天早上起來，偏頭
痛有點發作了，本想吃兩顆頭痛葯休息一會兒，可是吃葯前必須吃點東西，否則會影響腸胃。於是堅持下
去，憑信心禱告求主醫治令我的偏頭痛好。我不止為這事三次求過主，叫這刺痛離開我。祂卻對我說：“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免得影響接下來幾個重要聚會的服事，我堅持前行。不過，想到這群民工需要開工，
沒有辦法來參加主日崇拜，雖然很累，但最後還是選擇帶多一套便裝到教會換（您可知道多狼狽）然後照
樣前去。今晚給他們講關於聖靈的印記，真理的靈，聖靈的果子及聖靈的充滿，感謝上帝！後來也有三位
新朋友表示願意接受基督的救恩，成爲基督徒。現在的心情特別好，因爲回家的腳步近了，很快我就可以
看到我親愛的“愛人”（中國人對妻子的稱呼）及兩個小寶貝，當然也包括你們啦，我親愛的會友及同工
們，溫哥華再見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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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然傳道──為福音事工努力耕耘
許濟華

神創造了天地，讓人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藉著飛機的來往各處，是如此
的方便快捷．它將在英國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事奉十年餘的張超然傳
道（Judy Cheung Chiu Yiu）帶到了溫哥華．秋末的大溫地區，楓紅片片，
清涼的氣候帶藉點點的寒意．的確，在這優美的自然環境中，正是（神看
張超然傳道在溫哥華
中信中心留影．

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世記：1-31）
．而張傳道就於秋意濃濃的氣氛中，
在本拿比中信中心大廳娓娓道來她在英國教會事奉和人生轉折的點點往
事……，她接受本刊的獨家訪問．

從小就受浸而成為基督徒的她，在中學的年代曾一度離開神而自我行走人生路．她的重歸事奉路完全是
大兒子李乾國（Johnny）的直接影響，在張傳道於香港遇上人生最低迷的時刻，她婚姻破裂，雖然試圖挽
救但最終失敗．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李乾國．然而，Johnny 向母親說：
（不要靠我，要靠神．）就因為這
句話，張傳道拋開了婚姻上挫折的枷鎖，再次認識了萬能的救主－耶穌基督，並在陳六有(Eric)及 Debbie 夫
婦的幫助下於 1995 年 2 月 10 日前往英國進修（幼兒教育課程）
，而當時陳六有及 Debbie 夫婦是英國利物
浦（華人福音教會）的長執，正因為這種關係，張傳道也和他們一起進行學生團契的事奉．在英國期間，
張傳道首先進修英文一年，96 年正式入學．但她對婚姻仍存希望，故在 97 年返香港，但可惜依然黯淡收
場．98 年張傳道再返英進修（幼兒教育課程）
，99 年畢業．本來，她想從事保姆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下，她閱讀了一本 COCM 刊物，被書中的神學內容深深吸引，從而改變了好一生，而走上事奉之路．她放
棄保姆的工作而於 1999 年毅然進入 COCM 神學院修讀（牧職文憑課程）
，二年後（2010 年 10 月）畢業的
張傳道就委身在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至今．在 COCM 之前，她亦前往（巴黎浸信會）實習了三星期，
從事了本來最害怕的婦女家庭探訪事工．因為，過去婚姻失敗的陰影對已影響太大．但今天，張傳道除了
海外學生團契事工外，婦女家庭探訪事工也隨心所欲的進行而不感到有困難，也愛上了此事奉工作．
為甚麼說張傳道的大兒子李乾國對她如此影響至深，這要將時鐘往回撥，在 86 年張傳道還是普通人一名
的時候，就將李乾國送往英國讀書，而李乾國在英國期間積極返教會，並從而得到神的指引，在屬靈的生
命中得到更生，一年後更受浸成為基督徒．93 年他大學畢業返港實習，95 年再返英，現在他在香港從事建
築師工作，並經常往中國從事福音事工．由於張傳道在香港經歷婚姻的失敗，李乾國對母親在屬靈上給予
很多切實的幫助．所以張傳道很驕傲地說，在走上為神事奉的路，除了陳六有及 Debbie 夫婦，COCM 神學
院教授馮宗榮牧師，吳錦平牧師的幫助和支持外，大兒子李乾國的幫助是絕對分不開．可惜，今天的陳六
有長執，吳錦平牧師已返港事奉，而 Debbie 則因癌症已返天家．
在談到現在事奉的路上，張傳道充滿了喜熱，自己在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為神所灑下的果子是令人
滿意．外有西人牧者為自己處理事宜，內裡自己盡心盡力從事海外學生團契及家庭婦女以及粵語，國語等
多方面事工．當然，也盡好地處理人際關係，讓為神的事工得到更美的榮光．張傳道很安慰地說：
（有機會
到馬來西亞，在教會中的牧師會對自己說：去了外國的學生回來後，會很積極的參與教會事工，且更成熟
的服事教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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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五個月的安息月內，對返回香港及前來溫哥華，所有的一切對自己感觸良多．本來在 8 月頭要從香
港前來溫哥華，可惜在港動了一個小手術，故延至 9 月 27 日才前來．下星期二就先再返香港，之後回英國
繼續事奉工作．對於溫哥華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教會興旺，特別是由鄭彼得牧師夫婦帶到（種籽書室）
，更
被豐富多元化的基督教書籍所吸引，英國難於比擬，溫哥華教會的興旺令自己大開眼界．特別是教牧同工
團契令自己受益不淺，是一個很好的團契．在溫哥華短暫的時間，我會多走訪福音機構，而今天的（中信
中心）的包羅萬有的福音工作令自已神往不已．
張傳道笑言：
（如果再逗留下去，我會不捨得離開溫哥華．
張傳道在英國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事奉十多年的寒暑，她的盡心盡力為神工作，正如聖經中所說：
（神
已悅納你的作為．傳道書：9-7）.

長青弟兄人生的轉折
許濟華整理

長青在中國鄉間傳道

一家樂融融

在羅馬尼亞教會講道

只有神才能改變人的一生命運，因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的確，如果沒有主耶穌的拯救，相信長青弟兄一定會在
污泥渾水中打滾，人生沒有希望．而且，他離鄉別井跟從舅舅到達異國羅馬尼亞謀生做生意，
同樣過著迷爛的生活．但神卻在這深淵中將他提起來從而得救，在經過神學的栽培，熱心的事
奉，他將神的福音由羅馬尼亞回饋中國．而且，將仇恨父母的心轉化為孝敬．長青弟兄所有的
一切改變，正好印證了神的大能，如下撮要長青弟兄的點點滴滴：
長青弟兄出生中國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他排行第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幼年時曾跟父母遠赴西藏生
活一段時期．但總覺得父母偏愛哥哥及弟弟，加上無心向學，令父母生氣打他，因而積壓對父母的怨恨而
不諒解．進而養成叛逆，孤獨好勝個性，以及對家庭觀念淡薄的思想．14 歲時任性逃學而離開學校，同時
更學會予抽煙，喝酒，染上賭癮．17 歲更因有紋身當兵不成，後在父親的公司工作，成了國營職工，但因
自己的放蕩不羈的性格，令領導見我的名字都頭痛．雖然那時奶奶信主得救，也勸我及買了一本聖經送給
我．而媽媽也說了一句話：（你去信吧，看耶穌能改變你不能？）但因當時豬朋狗友說信了耶穌要受許多
約束，加上將（江山易改，本性離移）作為自我的座右銘而錯過了信主的大好機會，生活繼續沉淪在花天
酒地的世界中． 1998 年初，我隨舅舅前來羅馬尼亞做生意，在市場工作中，目睹羅國警察敲詐勒索行為．
在工餘時間，我同樣過著喝酒，打麻將，看錄影帶，到卡西諾賭博約半年枯燥生活．但神沒有放棄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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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到了一個早已聽聞的基督教聚會，在教堂裡，我仰望十字架感到自己內心的污穢和以
往所犯的許多罪，不禁掩面痛哭，覺得實在不配面對上帝。但上帝憐憫了我，讓我知道：（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我流著淚禱告說：（主
啊，求你赦免我。我願向你認自己的罪，求你接納我，我願一生緊緊跟隨你。）
感謝主，在我流浪、虛度了 25 年的光陰後，於 1998 年 11 月 29 日，我受洗歸主。在當天的日記裡，我
這樣寫：(舊的我已死去，新生的我隨著主耶穌而復活。我將忠誠地事奉主，堅定地跟隨祂。我願意一生傳
揚福音，讓世人知罪悔改，蒙神所賜的恩典，及早得著豐盛的生命！)感謝主，雖然經過許多的掙扎，我終
於戒酒，戒賭，戒煙了，再獲新生．主耶穌說過：（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我多麼希望別人能從我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而願
意認識和歸向祂。 因著靈命增長和宣教士的教導，我漸漸明白了好些真理，也願學習主耶穌的愛，去寬恕
和愛別人。未信耶穌之時，我與家人不和，對父母怨恨極深。直到主耶穌拯救我後，回想自己以前也實在
有太多的事情讓父母傷心難過了。父母教育的方法是有不當，但我也從沒想過他們的養育之恩和對我的期
望，只知抱怨父母。感謝天父，讓我從恩主耶穌基督身上看到，和體會到真正的愛。於是鼓起勇氣，向父
母道歉，化解了彼此多年的怨恨和矛盾。
同時,因羅馬尼亞華人基督教會於 2000 年 4 月 9 日正式成立。蒙上帝恩典，我被選為執事，心中實在感
恩不盡！像我這樣一個罪人，竟被上帝改變、揀選，成為祂的工人，這是何等奇妙的事！感謝讚美上帝！
誰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呢？願將一切的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上帝！

事奉路上
2000 年 7 月，我決定放棄前往英國讀神學的機會，而選擇回中國大陸上神學。那時，許多人為我感到
惋惜。教會的牧師也擔心在大陸不能受到純正的神學訓練，但我抹不去上帝在我心中的感動：回國去！神
應許∶（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
路。箴言 3:5-6) 帶著牧者的細細叮嚀和弟兄姊妹的祝福，終於回到離別了兩年多的故鄉。當我重遇親朋好
友，向他們訴說上帝怎樣改變我的生命時，他們一方面驚訝，另一方面卻帶著譏笑的眼光看我。那時，才
發覺要在中國傳揚福音，比想像中還要困難！這片自幼熟悉之地，今卻變得陌生起來。孩童時的朋友已離
開我，沒有弟兄姊妹可以交通（因我是出國後才信主的）
；萬里之外的母會也逐漸失去聯繫；上神學的事也
杳無音信；此時，我猶如一隻離群的小羊，孤單無助。在黑夜裡，我無數次祈求∶（主啊，幫助我，因你
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難所，是我所倚靠的。）感謝主！天父並沒有遺棄我和我家。
10 月，雖然經過一位非常愛主的伯母從美國回來，為我辦理上神學的事。但因國內宗教政策各種的原因
我沒能如願，只能進修一個兩個月的培訓班而非兩年的神學課程．雖然如此，我通過培訓學習勇於講真話
得到同學的認同，從而走上邊學邊傳道的事奉路．
2001 年 3 月，我第一次被邀到一所農村教會證道。我被領到一個破舊的瓦房前，這裡就是教會了！弟
兄姊妹說，因為房頂破漏，每當下雨時，傳道人在台上講道，旁邊需要另一個人替他撐傘遮雨。當我結束
一個多小時的講道時，台下的弟兄姊妹卻不讓下講台。因為難得有外地傳道人到來，所以希望我能多講一
會兒。看著那一雙雙渴慕的眼睛，我感到沉重的福音使命。4 月，當最後一期培訓班結業時，幾位 X 縣農
村教會的同學請我參加她們教會的獻堂典禮，使我再一次看到神在事奉路上的奇妙帶領。聚會結束時，大
家伏在地上放聲大哭，求主憐憫。感謝神垂聽了他們的禱告，藉著這些在世人眼中看為愚拙的人來彰顯他
的榮耀，他們後來建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堂，傳揚福音！後來，這所教會成為我在農村傳道中的一個主要
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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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又趕往另一個縣的一個農村教會參加在那裡舉辦的三天奮興會。奮興會的第一天早晨，時間已
八時多，仍不見信徒的影子。但神必會完全為他的工作負責任。結果當天參加聚會的人數有兩百多人，第
二天超過四百人，第三天更超過六百人，而且多人悔改。教堂內沒有麥克風和音響，也沒有樂器伴奏，但
神卻在這兒榮耀衪的名。

終於讀兩年制神學了
8 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一位不相識的弟兄站在門前向我招手，我走過去，他問∶(你真的願意奉獻讀
神學嗎？或許我可以幫助你去一所學校，現在你回家反覆讀聖經，等我消息。)我留下電話給他，便回家去。
9 月底，讀了八遍新約後，他真的致電通知我準備上學。幾經轉折，最後上帝竟藉著這位素不相識的弟兄，
帶我到這所不要我任何介紹信的兩年制學校。上帝再次讓我學習信靠他走事奉的道路。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 4:6）
今天，早已畢業且己為神作工的我，的確感謝主．除了事奉，我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有好的太太和一
對可愛的女兒．本月底，我將結束在羅馬尼亞的宣教事奉回中國，我知道神與我同行．我作為中國人，如
果不能為自己骨肉同胞完全擺上，到見主面時，將會是何等羞愧！” 我要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沉睡的中
國。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會議簡報
加拿大 COCM 董事會於 11 月 8 日（星期二）召開了董事會議，聽取了陳錦華牧師早前前往英國參
加 COCM 國際董事會會議內容，他代表加拿大 COCM 董事會在會議上簡述了：一，加拿大 COCM 過
去做了些甚麼事奉工作；二，注重羅馬尼亞事工及組織短宣工作；三，以後加拿大 COCM 將更多關心
英國總部事工；四，確定明年加拿大 COCM 的新計劃；五，未來三年更好做好加拿大 COCM 通訊；
六，更好與總幹事進行溝通等．
另：蔡光耀傳道夫婦將於 12 月 7 日前往羅馬尼亞短宣事工，並參與羅馬尼亞華人教會組織的佈道
會及聖誕節分享會．
加拿大 COCM 將加強羅馬尼亞事工．明年 2012 年開始：
A：2012 年 3 月

陳若魯弟兄將前往羅馬尼亞華人教會講道及協助建堂等事宜；

B：2012 年 5 月及 7 月，胡牧師將帶團前往短宣；
C：2012 年 10 月陳錦華牧師將前往短宣．
會議一致強調加強與溫哥華各教會的溝通事工，讓事奉歐洲工作更有效率．
請支持加拿大( COCM)的英國及歐洲宣教事工，希望您的金錢讓我們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前往。同時，
所有希望前往英國及歐洲的宣教士請與我們聯絡：
金錢支持：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加拿大) COCM (Canada)

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前往歐洲宣教者，請聯絡：陳若魯及張宏達弟兄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加拿大) COCM (Canada)

e-mail : admin@cocmcanada.net

P.O. Box 32528, Richmond BC V6X 3S1

Telephone: (778) 571-0109
e-mail : admin@cocmcanada.net

website : www.cocmcanada.net

COCM Head Office -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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