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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傳道者”的迴響
王春安牧师
邊雲波牧師在一九四八年寫了一首 獻給無
名的傳道者,所描繪的對象是那些一心一意想要
委身門徒使命的人,不論是全職事奉主的傳道人,
或是帶職事奉的平信徒。從這個角度来看即使
是在教會界名聲極其響亮的牧師、傳道人,如果
他所追求的只是名利或社會地位,那他就不在這
“無名傳道者”的行列了。這首描繪無名傳道
者的長詩分為四個部分，一步一步,刻骨銘心的,
刻畫出了無名傳道者那少為人知的心路歷程,那
是真正的 ＂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人所才
會有的特殊經歷（腓 2:5）

是人生路線的抉擇(放下追隨世俗的風潮好跟從
耶穌)

第二部分所描述的是做無名傳道者，生
涯發展的痛苦。 “舊日的朋友早已疏遠，而教
會當中也同樣的輕漠，冷淡，對世人滿懷著憐
憫和惋惜，但換來的卻是一片的諷刺與嘲譏，
把熱情完全地獻給了姊妹和弟兄，但人們給你
的，卻是你心靈上擔不起的“壓制”和抑鬱。
沒有人了解，也沒有人注意，憂悶壓死了你底
肺腑，沉痛堵住了的你底呼吸，白天雖然是緊
張地忙著工作，但深夜裡在主面前卻常是暗暗
第一個部分所描述的是 “無名傳道者” 地哭泣;!孤單啊!天地間除了自己底身影，幾乎
回應神的呼召的抉擇: “是自己的手甘心捨下 再也找不到一個同行的伴侶。”到這裡，任何
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
“無名的傳道者”能夠踏上十字架的苦路經歷
奔走; “選中”了這條不自由的道路，並非基
過教會內外的炎涼，都已經是真正的認識到這
於無奈，相反的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
條 “十字架的道路”真實的意義。如果,這個
由” 而這個抉擇不只是一時年少輕狂的衝動, 人也能知道，這個苦路是人類 “出死入生唯一
而是實實在在的 “用自己的手放下朋友，愛人， 的窄路,”他就會願意順從到底,繼續地往前進
享受和名望”以至於,“為了尋找浪子們回家， 行.
你自己卻變成了流浪者”。
但是，有一天你還是會發現到,教會中
邊雲波牧師自己是南京中央大學畢業, 在 “多少個不必要的誤會 ，帶來了多少個不必要
當時是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卻願意離鄉
的攻擊，多少個當面的責難，也有多少個背地
背井,選擇下到雲南的鄉間去傳道，經歷過那種
的卑夷，悄悄地，你終於明白了，神家裡也同
“捨己和放下”所面對的掙扎，那不只是口號， 樣地有人的妒忌; 在這一條狹窄的小路上，也
而是他決志委身門徒的真實掙扎。可惜的是, 同樣地有人頂撞，排擠…”。 就我個人的觀察，
不是所有被冠上“傳道人＂或”長老”頭銜的 許多傳道人或忠心的信徒也就是在此時”看透
人都有過這種蒙神呼召捨己跟從基督的經驗。 了＂教會和基督教的真實面目，離開了傳道或
相反的，今天的教會所謂的 “傳道人＂已經變 長老等等的職分，甚至是離開了教會.何等可惜
成是一種社會上的職業,不講究呼召和抉擇，只
的事，神之所以會容許這樣的考驗的臨到我們,
講究學歷人際關係,或是巧言令色的募款技巧，
就是要我們這些做門徒的,超越自己對教會自私
而神學院開課的主流也是著重在這些方面，不
血氣的理想(有時地上教會的本身成了我們的偶
再是求真求善求美的教育.這裡，獻給無名的傳 像),單單的忠誠於教會的元首基督(這必需我們
道者 所要強調的卻是那些真正捨己跟隨基督的 對聖經所啟示的教會有真正的了解，尤其是以
門徒，對這樣的人來說，做門徒的第一個挑戰， 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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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有少數的門徒,他們會以耶穌和使
徒們堅持走向各各他的榜樣,靠著聖靈的賦能,
繼續的自我勉勵，堅持地為 “不理想的教
會”(卻是神的眼目所在意的殿)走下去。但是，
即使是這樣的人，仍然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啊,能
夠堅持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天然的人性所能達
到的，總有一天，還是會有灰心喪志的時刻:
“你一直忍耐著 “在上者”底眼色，為的是群
羊，為的是工作，但人，總有個忍不住的時候
啊!所以在那一天，你想，離開這個地方，再到
塵世上去飄泊，飄泊…。”我放下賺錢的診所,
接受全職事奉的呼召，到現在已經超過了三十
個年頭。有多少次, 在精疲力盡的傳道之後,卻
又感受到大家對你屬靈的教訓已經感到厭煩,我
總是帶著傷痛的心離開自己所開拓的教會。所
以，我對以下所描繪的心聲特別特別的有感
觸:“回顧過來的道路上，處處都是坎坷和不平,
曾有幾次的失敗，也有幾次的得勝，多少次的
心灰意冷，也有多少次的歡呼歌頌，過來的旅
程上，塗滿了自己底心血和熱誠，目前工作雖
然還好，但為它卻受盡了生產的疼痛，而如今，
竟是這樣地走了!這樣地走了啊!”
即使是你能夠清楚的看到,你的留下對羊
群還是有好處，勉為其難地留下繼續工作，
“無名的傳道者”也要面對 “晚節”的問題，
因為,只要你在一個地方待得夠久，你都會成為
這個地方的 “元老”或 “名牧,”你開始會被
宗派或地方教會高舉,你必需參加許多情面交易
或財產分配的高層交流,你更必需面對,有人無
知的把你當成耶穌的化身,做你的粉絲,寧願不
向耶穌禱告,老是想要你的幫助（當然,這是許
多名牧所陶醉的成功）,你卻知道,這是 “無名
傳道者”最容易晚節不保的地方.因為，真正
的 ＂無名的＂傳道者,都必需學會避開這種虛
名或虛榮的誘惑,才能繼續有效的領人歸向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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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最能阻礙一個人心靈歸向耶穌的，是有個
代替耶穌的人在他的心中。所以，保羅要歌林
多教會效法他,是因為他效法基督＂（林前
11:1）
只有這種效法基督的人，才是門徒教會
發展上真正的基礎,“你們為無聲無臭的磐石，
你們也是攻打前鋒的尖兵，你們是隱藏的教會
的根基，你們是沒有勳章的英雄!你們只知道默
默地埋頭苦幹，你們早已忘記了，舒適，安樂，
地位，和虛榮; 講台上聽不見你洋洋地教訓，
闊綽的禮拜堂理也看不見你底身影，教會的刊
物上從沒有你底地位，華麗的“大牧師們”的
臥房裡,更沒有你底床位和影蹤!你們是無名的
傳道者啊!只有在被人遺忘的地方，才會發現你
們底腳蹤…。”
能夠做得到這樣效法基督的人，都必須說 “弟
兄!我們走吧! 那怕十字架的道路越走越難，我
們心志都是越難越堅! 甚麼時候忍耐到底把世
路走完，和恩主對面相見的時候，再把一生的
傷痛，盡情地訴說在主底面前…。”
所以,第四部份是一個真誠的呼召，唯
願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看重門徒的使命,做個＂無
名的傳道者＂.尤其是在今天， ＂披著羊皮的
豺狼，已經侵占了教會之時，＂我們必須號召
更多更多的呼召基督徒投入 “無名傳道者”的
行列。讓他們在教會中成為教會的中堅, 讓他
們在社會上成為基督的見證, 默默地 “領人歸
向耶穌.＂這個無名傳道者的呼籲，是要我們更
堅定地達成 “委身門徒使命”，使教會成為一
個 “流動的河”: “領人歸向基督”和”委身
門徒使命”的活水江河，而不止是一個愛的俱
樂部的死水。

恩典之路-北約國語宣道會的建堂之路
金 平
1. 神的預備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你要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詩篇 81：10）
1994 年北約國語宣道會開始積累了第一筆總額$1,440 的建堂基金，當時教會僅有 19 名會友，聚會平
均出席人數（成人）也只有 43。會友總的年度財務結余僅$2,876.95。就是這樣在各方面條件都非常
有限的情況下，江昭揚牧師和教會的眾弟兄姊妹憑者單單仰望依靠神的信心和盼望，開始為建堂做準
備了。
1997 年教會財務已經基本能夠自足，在江牧師的帶動下，北約國語開始準備大力推動教堂事工。
1998 年神不斷加添人數給北約國語，主日崇拜平均出席人數達 170 人，會友總數 77 人，各項事工穩
固 發 展 ， 教 會 財 務 也 完 全 自 立 。 建 堂 基 金 的 年 度 奉 獻 大 幅 度 上 升 至 $13,791.65 ， 總 額 累 積 至
$31,791.32。建堂也成了北約國語的下一個要推動的重要事工。
2. 神的帶領
“你要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耶和華神就是我的神，與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丟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畢了” （申命記 32：25）
2001 年是北約國語建堂事工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1 月 11 日北约国语的建堂小組第一次開會，4 月
15 日正式成立建堂委員會，7 月 15 日第一次建堂義賣, 當年度建堂奉獻$88,428.46, 建堂基金總額高
達$164,0066.71。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了第一份建堂計畫書。計畫在一年之內籌款 60 萬加幣購買一座
房屋作為辦公室，团契和兒童主日學教學之用。
2002 年吳雅楠弟兄等建堂委員總共察看了 20 余間物業，几乎成功的在 Kingsdale Street 上購買一
棟 House 做辦公室。
2003 年七月建堂委員會剛剛決定擱置購買辦公室的計畫，直接進入買地或買舊教堂的計畫，八月就得
知 JUBILEE UNITED CHURCH 上市待售。教會的兄弟姊妹為第一次擺在眼前的可能購買的教堂禱告、奉
獻，并授權建堂委員會進行投標。建堂委員們分工合作，準備投標。北約國語建堂的心被挑旺了：主
日崇拜後，江牧師還帶領兄弟姊妹到 JUBILEE UNITED CHURCH 進行現場禱告；建堂認獻意向調查的結
果顯示出兄弟姊妹願意在金錢上擺上。雖然競標沒有成功，但這是建堂事工的一次實際操練，是一次
尋求靈裏合一的操練，一次信心的考驗，更是神在北約國語身上所作的一個更深層次的預備。
2004 年姚傳道接替江牧師牧養教會，同年 10 月 17 日，會友大會通過改組建堂委員會的組織結構，建
堂部正式成立，吳雅楠弟兄任建堂部執事。
2005 年是建堂事工進入高峰。雅楠弟兄帶領北約國語建堂事工邁向正軌，為以後的建堂事工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年初開始，建堂委員們每周二都聚集在一起為教會，為建堂禱告。姚傳道和許傳道也親自
帶領建堂委員在有意願的土地和建築物前同心禱告，尋求神的心意；恩惠姐負責的建堂義賣，辦的有
滋有味；英文堂的小弟兄姊妹們為建堂舉辦洗車募捐，建堂基金總額會突破 50 萬。會眾和牧者對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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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盼和建堂事工的支持，以及雅楠弟兄的精心帶領，使建堂事工更加有力有序：建堂事工計畫日趨
完善，出版建堂快訊，收集有關信息，進一步瞭解法律法規的要求，關注物業市場動態。察看各種可
能的物業，包括舊教堂，空地，倉庫，廠房，辦公樓。期間，投標了 278 YORKTECH DRIVE 和 2756
OLD LESLIE STREET 兩塊空地。 費了很多時間和盡力，到年末仍未看到結果，雖然感覺有些失落，但
我們明白，神帶領我們所經歷的是何等的寶貴。“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
之福蓋滿了全谷” （詩篇 84：6）
2008 年由於英文堂的需要，雅楠弟兄轉任英文堂執事，由我負責建堂部事工。以前的經歷告訴我們，
雖然不知道神會在什麼時侯帶領進入迦南之地，但只要我們專心依靠神，不偏離神的旨意，努力做好
事工，神的美意一定會在北約國語成就。姚牧師帶領我們建堂委員會和一些對建堂事工有負擔的弟兄
姊妹一起走訪了麥咸華人宣道會，中華福音宣道會和台福新生命教會，瞭解他們的建堂之路和體會，
更是親眼看見神的信實，以及在他們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我們的信心倍增，心裏充滿了感恩。之後我
們對建堂計畫進行細化和調整，有些兄弟姊妹還主動為籌款等方面的問題出謀劃策。我們還帶着教堂
計畫走訪了七個團契小組，和會眾交流溝通，吸取了許多的寶貴建議，并對建堂計畫做相應調整，我
們也對建堂的規模和許許多多的細節有了更清晰的認識。351 John Street 和 344 John Street 的出
現再一次激動了北約國語的兄弟姊妹，從牧師到會眾都一致認同這是一個各方面都適合我們教會的物
業。我們一起多次現場察看、禱告，巴不得神將賜給我們；兄弟姊妹們在財務上也是盡心摆上。雖然
我們最終還是沒有得到這份產業，但兄弟姊妹對建堂的關注和擺上大大的激勵了我們建堂委員。
2010 年有兩個主要原因促使執事會決定將辦公室遷出 138 Wedgewood。 辦公室的使用負荷超載，周
圍鄰居多次抱怨；作為建堂事工的很重要的一個嘗試，北約國語需要離開使用了近 18 年的地方。12
月教會辦公室正式遷入 53 Lesmill Road。新的辦公室為各種事工提供了更加寬敞便利的場地，使用
的頻率和規模超出了預期。
3. 神的恩典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以
賽亞書 43：19）
2011 年神將王春安牧師差派到北約國語。王牧師和師母有很多事務都需要時間熟悉、瞭解、處理，
建堂對每一個教會都是挑戰，處理不好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所以我們建堂委員對短期內建堂的可
能性并不看好。
4 月份，在 MLS 的房產資訊上看到了 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的出售信息，業主是加拿大使者
協會（AFC）。價格和位置非常適合，只是場地不夠大，並且時幾也不成熟，所以我們只是觀望。但
就在這個時機並不成熟的時侯，神的恩典再次臨到了北約國語。王牧師在對我們以前的建堂事工了
解以後，6 月 27 日召集建堂委員們開會，王牧師分享了他對建堂事工的領受和看見：1.建堂必须帮
助教会的发展，不是为建堂而建立发展教会；2.建立一个健康，合一的教会是建堂的基础；3.根据
现有的条件和需要，可以考虑社区中心的方案。
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無疑是一個社區中心的最佳方案，但此時 AFC 已經和另一買家签了一
份有條件的交易合約。王牧師和師母知道這個信息後，就多方打聽消息，並多次到現場禱告，求神
將這份產業賜給我們。Raymond Luk, LandPower Real Estate Ltd 的房產經紀告訴牧師，他們公司
是 AFC 的銷售代理，8 月 10 日是成交的最後期限，他可以跟蹤進展，及時將情況告訴我們。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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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很愛主的弟兄，他也和牧師一起為這個地方來禱告。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把握，而且看起來
機會也很小，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禱告。感謝神! 8 月 10 日，買家放棄了合約。8 月 12 日，Raymond
安排我們對 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進行了現場察看。8 月 14 日，建堂部開會，經過討論，決
定投標。8 月 16 日遞交了 Raymond 幫助準備的標書。除我們之外，還有另外兩家也參加投標。8 月
18 日，經過對一些條款的調整，2012。回來我們知道，我們的標價是最低的，AFC 希望這個地方為
神所用，他們的同工也為這事向神禱告了很長時間，所以很願意由我們來使用這個地方。
北約國語的眾弟兄姊妹對這份產業也是盡心盡力的擺上，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屋頂漏雨，
暖通設備陳舊，需要更換，還有一樓的原餐廳單元和二樓南側樓梯間也需要簡單修繕。初步預算需
要二百萬資金，历年累積的建堂基金約有一百萬，需要在 11 月 30 日前湊足約一百萬。王牧師和師
母帶頭奉獻，兄弟姊妹甘心樂意擺上，沒有向銀行貸款，終於 11 月 30 日接手這份產業。感謝神，
雖然我們信心不足，能力也不夠，但神所賜的卻是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2012 年 12 月，我們在 3325 Victoria Park Avenue 舉行了交接儀式，兄弟姊妹們歡聚一堂，如在
夢中，眼中含着熱淚，心裏充滿感恩， 19 年前北約國語宣道會成立，17 年前北約國語開使夢想擁
有堂會，終於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神賜個了我們這份產業。我們真真切切的經歷了神的信實和恩
典。
4. 神的作为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誇
勝。”（诗篇 25：1-2）
虽然我们有了神赐的产业，但要在这份产业上合法的敬拜神却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根據舊的規劃法
規，我們需要 80 個以上的停車位才能符合作為教堂使用的最低標準；新法規只需要大約 44 個車位；
但是因為新舊法規同時並行，如果有不同的規定，審核時需按最嚴格的法規進行；另外即使滿足了停
車位的要求，還要符合其他方面的要求, 並需要社區議會委員會的審議。王牧师和兄弟姊妹都知道，
在这个时候，只有仰望神。
從 2013 年開始，王牧师发动了教会兄弟姊妹们一起同心為建堂事工禱告，2015 年又一起禁食禱告，
尋求神的保守和帶領。
2014 年我们聘请建筑师 Doris 姊妹，开始变更场地使用的申请，2014 年 8 月提交了初步审查的文件，
10 月市政府回函告知，我们的场地不符合规划法规的要求。
Doris 姊妹又和市政府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同时新当选的教会所在地区市议员 Jim Karygiannis 也
是基督徒，他非常支持我们的申请。2015 年 5 月中旬建築師 Doris 姊妹提交了正式申請，7 月 16 日
經社區議會審議，無條件核准了我們的申請，原以为将会颇费周折的申请，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
成，神所賜的真是超乎所求所想，神又一次彰显了大能，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见证了他的作为。兄
弟姊妹们也竭力摆上，2015 年奉献建堂基金$138,339, 2016 年奉献建堂基金$215,080，让教堂的工程
可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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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4 号市政府颁发了改建施工许可证，经过 4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6 月下旬完成了工程，并
在 6 月 26 日举行了献堂典礼。北约国语宣道会终于在建立 24 年的前夕有了属于自己，可以在一起敬
拜神的会堂，这一路走来，神都在北约国语的左右引领，看护和保守。透过建堂的过程，神让我们看
到他那大能的膀臂，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会为神国度摆上，凡事依靠神。
我们建堂的路可以告一段落，神给我们的会堂的同时，也加给我们更多国度事工，我们要管理和使用
好神赐的产业，更好的配合，发展宣教，社区，教育等事工。我们一起同心同工，让北约国语在神国
度的各样事工里有份，让我们在这些事工中经历神更加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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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一同成長
團契部

姚力戰长老

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4-35）。教會的
弟兄姊妹來自不同的地方和文化背景，我們能夠一起享受團契生活，靠的是我們都信靠同一位真
神。靠著神的恩典，我們在團契、小組中一起學習彼此相愛、互相建立。
彼此代禱：2015 年教會開始推動加强小組中肢體互相代禱，有幾個小組給我們做了很好的榜樣：
以賽亞小組堅持每月一次的小組禱告會，弟兄姊妹一起把需要交托給神；以馬内利小組為弟兄姊
妹的需要迫切代禱，多蒙應允，以至於大家都渴慕來參加小組聚會；以勒小組的姊妹們除了在小
組中禱告，更全部參加教會周三的禱告會，藉著禱告彼此扶持。
一起學習：生命小組帶領查經的姊妹們認真預備，每次大家都受益良多；以勒小組聚會時不止討
論本周的經文，還一起預讀下一周的經文；約瑟的小組長在微信上督促大家每天讀經，幫助他們
養成靈修的習慣。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有長有短，卻一樣有著對神話語的渴慕。
搭配服事：我們教會初信的弟兄姊妹較多，各部門服事一直缺少人手。感謝神，讓我們看到許多
小組弟兄姊妹們在服事上的美好搭配：活泉小組姊妹們多年在兒童主日學服事，最近兩年又有磐
石小組弟兄姊妹加入服事；教會各種活動的飯食服事和交通疏導，大家會常常看到以賽亞小組弟
兄姊妹的身影；約瑟小組的年輕弟兄姊妹雖然信主年日不長，但都開始學習詩歌敬拜的服事；恩
慈小組的姊妹們也承擔成人主日學和兒童主日學的服事；約書亞小組的大部分弟兄姊妹也都有參
與教會各部門的服事…
活出恩典：長青、雅各、喜樂等幾個年長的小組，一直是我們信仰的榜樣。我們看到他們信仰的
真實，和這信仰帶給他們真正的喜樂。他們在生活中互相關懷，弟兄姊妹每一位的情況組長們都
瞭如指掌。他們在家庭、小組中遭遇生老病死的時候，從他們口中聽到的卻都是感恩，因爲神的
恩典夠他們用，也讓我們看到他們對永生的盼望有多真實。
信仰傳承：感謝神，教會將近 25 周年的時候，磐石小組又分出來一個“小磐石”小組。本來以爲
他們會改名字，但想到他們期望繼承原來小組對神單純的信靠，來養育敬虔的下一代，這個名字
其實非常妥帖。愿神幫助我們把這信仰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為全群謹慎”：團契、小組如何能幫助弟兄姊妹走跟隨耶穌的道路，做主的門徒，叫他們一個
也不失落？使徒保羅托付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們， 要“為全群謹慎”，因爲神的教會，是祂用自己
血所買來的（徒 20：28）。我想保羅的教訓，也是神給各位小組長的負擔。我們的小組長們有的
常年開放家庭，有的自己 70 多歲了還堅持接送弟兄姊妹，甚至 80 多歲高齡還像 20 年前一樣服事
弟兄姊妹。他們不只在小組中帶領查經，帶領禱告，帶領同工，又關懷大家的生活，為每一位的
屬靈生命驚醒。愿神紀念他們忠心的擺上。
做兄弟的看守者：牧養、照顧小組中的弟兄姊妹，豈止是小組長一個人的責任？彼此關心、彼此
照顧也是我們大家的共同責任。我們每一個信徒，都應當做我們兄弟的看守者。讓我們在小組中
學習接納別人的關心，又承擔別人的需要。
愿神照祂的心意，藉著小組、團契，讓我們“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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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的崇拜
崇拜部 蘇育彰長老
感謝神，教會已經邁入 25 週年。回首過去，這五年當中變化非常的大。我們從借用 Chester Le
學校體育場，作為崇拜場所。一直到我們搬回我們自己的教會。並開設了兩堂中文堂 （當中包含
停車空間不足的因素） 。在這五年當中， 我們起初選出了三位長老，現在有 6 位長老。這都是
神一步一步的帶領教會走向正軌。我也在這三年當中，因為神的恩典，擔任北約國語宣道會的崇
拜部長老， 在任期間的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只有親身參與服事的人才能體會。
在擔任長老之前，一直擔任崇拜部執事，所要做的，是把敬拜讚美團準備好，還有影音人員，司
事人員的安排，確保在主日當天能夠個就各位。
現在擔任長老，除了要方方面面的看著這些事情的執行，還要關心教會弟兄姊妹們在靈性上的長
進，配合牧師屬靈方向， 帶領教會一起往前走。
也就是因為常常跟弟兄姐妹們有比較深入的聊天，才發現其實每一個弟兄姊妹在屬靈的成長都不
太一樣，有的剛認識神，而且非常的追求。愛神，愛人的心日漸增加。有些人在教會待了五、六
年,屬於資深慕道友,對於神的話也不冷不熱。。。。。各形各色的弟兄姊妹有著各形各色的需要。
現在我終於可以稍微 體會, 為什麼耶穌在會堂上要教訓人或者是牧師會在講道的時候，總是講
出嚴厲的話。其實，他們都是心急如焚，為的是希望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成為耶穌的門徒，是真
正的門徒。
現在崇拜部有四個小部門，分別為是:崇拜部， 負責星期天主日的敬拜讚美敬拜讚美 。詩班，
負責主日崇拜的特別獻詩，以及訓練詩班人員的歌唱技巧 。影音部門， 負責主日崇拜的投影片
放置以及講道錄音 。司事部門， 負責在星期天 早上，熱情的接待弟兄姊妹，還有新朋友，並負
責教會的點名。
三個部門彼此配搭，為了是讓整個星期天的崇拜，讓會眾們感覺到神聖性以及親切感。 我也鼓勵
弟兄姊妹們，如果你還在尋求事奉的崗位，我們歡迎你與崇拜部門聯絡， 根據你的恩賜 把你擺
安排在一個可以快樂服事神的一個位置， 為教會這個屬靈的家庭，盡上一份心力 ，讓整個部門
都能夠運行的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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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成长
教育部 王勐长老

北约国语宣道会已经走过二十五个年头了。伴随着教会的成长，一批批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得到灵
命的造就。这些年来，在教会的教育事工上服事的弟兄姊妹付出了殷勤的奉献，为此我们向他/她
们献上感恩！
教育部在教会实行长议会制度后，于 2016 年从门训部划分出来。主要负责成人主日学教学，教会
图书管理以及儿童主日学教学，儿童活动事工等。
成人主日学
崔炜执事
希伯来书 - 第 5 章 第 14 节讲到：“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
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灵命的成长如同生命的成长一样，需要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主耶稣
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要把这生命的粮分享给每一位信主爱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打
下坚实的信仰根基，就需要透过圣经把神的话语浇灌在他们的心里。如何让弟兄姊妹了解圣经，
抓住基督信仰的本质，经历神话语的信实，是成人主日学教导方面的重点。
针对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教会特别为他们设置了为期一年的“基要真理”课程。基要真理是以使
徒行經、主禱文、十誡、以及门徒的呼召為主的為期一年的課程，幫助學員不僅在真理的認知上
扎根，而且在個人生活和教會生活中學會如何與神建立健康互動的美好關係，并如何在現實的環
境中活出蒙神喜悅的生活。由王师母，李美玲姊妹，劉麗華姊妹，葉丹姊妹等主日学老师组成的
基要真理班的团队，不仅在教导上深入浅出，而且在信
仰生活上也为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作了美好的见证。
针对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蔣繡慧傳道，谢書强弟兄分
别为大家开设过诸如 “哥林多後書”，“使徒行传”，
“以弗所书”， “认识圣灵”，“教會論”等专题课
程；牧师也特别为大家开设了“进深圣经导读”，使弟
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有深刻的得着。为了使大家更加系
统地学习圣经，蔣繡慧傳道，麥蔣錦慧姊妹及崔煒弟兄
坚持讲授“聖經導讀”。愿主祝福他们的辛勤付出！

教会图书管理
盛文華執事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圖書資源，教會特地設立了圖書管理功能。由盛文華姊妹擔任執事。在多方配
合下，文華姊妹在年初完成了圖書編目的重新審核工作，並把圖書目錄放到了教會網站上，以便
於弟兄姊妹查詢借閱。網址是：http://nymac.ca/forums/forum/图书馆专栏。
另一項新舉措是配合教會行事歷以及弟兄姊妹的需要，適時在教會網站論壇項下推介圖書館現有
的各類好書和新購入的書籍。http://nymac.ca/forums/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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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受難節，介紹了《認識神》，並鼓勵弟兄姐妹重溫狄更斯的《雙城記》。
五月母親節，推介了《姊妹的角色》、《唯愛》和《麥希真師
母手記》三本書。
六月父親節，向弟兄姊妹介紹了新購入的三本好書，包括《浪
子回頭》、《最大的功課 （弟兄版）》和《生命的重整》。
七月配合教會宣教主日，從海外基督使團購入了若干宣教士傳
記類圖書和光碟。
八月公民日，配合主日講壇信息，介紹了《慕勒小傳》微信版、
《慕迪神學手冊》和《慕安德烈靈修小品》。
衷心希望圖書館的事工可以在弟兄姊妹的靈命成長過程中有所幫助！
儿童主日学及儿童活动事工
箴言 - 第 22 章 第 6 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教导孩童
是教会事工最细致入微的服事，需要服事的弟兄姊妹不但要有爱心，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感谢主！
我们教会这二十多年来有数不尽的弟兄姊妹参与到服事孩子们的事工中来。在教会走过二十五年
之际，我们在这里为所有在儿童事工摆上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
儿童主日学
李淑媛執事
目前， 主日学常态出席约有五十人左右。 以本年度九月
分名单， 学龄前的幼幼班（三到四岁）和幼儿班（四到六
岁）共约十五，六人。学龄儿童三班（一二年级， 三四年
级，五六年级）各班约十至十五人 。
依照需要提供托儿服务， 主要方便服事同工和成人主日学
的小朋友， 时间表如下：
9： 15 - 11：30 儿童托儿
11：30 – 12：15 主日学崇拜（分为学龄前和学龄两班）
12：15 – 12：50 儿童主日学上课 （ 分五班， 如上述）
主日学每年定期由王牧师， 王勐长老举办，有教师会议， 教师培训， 及家长会议。 希望学校，
教师，和家长三方面， 环环紧扣。 基督是教会的头， 是教会所有事工的带领者。 但愿所有同
工恒切祷告，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 同工间的同心合一， 爱心与宽容， 也激发个人与神
更紧密联结，学习将我们的信心用行为表现出来。
儿童主日学教师的培训
儿童主日学教师是最辛苦的！大多数是姊妹，（当然，
我们也有乐于服事的弟兄！）她们都是在人生中最忙
碌的时期：工作，照顾幼小的孩子，参与教会的服事。
但她们有一颗乐于服事主的心！除了在主日进行教导
工作外，大家渴望能够有充电的机会。感谢主！我们
有机会参加由 Pastor Teresa Tong 提供的儿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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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爱神青颂”儿童青少年敬拜事工团队（AweYsome）主办的儿童敬拜退修会。
经过培训，大家了解到儿童事工不等于唱游！我们明白教导儿童最有效的方式，是採用活泼的教
学法。当我们讲述《圣经》故事时，不单要带出重点与事实，更要引导孩子进入故事，再者，学
习各式音樂活動的技巧，使孩童作小“撒母耳”在教会事奉神，敬拜神。希望於带领儿童及青少
年敬拜中，能调动他们属灵的触觉，让他们直接与神交通，领受真理的教导。

儿童活动事工
二十多年来，教会的成长伴随着孩子们一天一天的长大。
孩子们在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的献诗时，看着台上那
一张张敬虔稚气脸庞，投入的表演，大家在欢笑的同时，
由衷地把颂赞归给主！

教会在过往退修会和一些节日里，
特别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透过生
动活泼的活动，把课堂上的教导付诸实践，让孩子们在参与中经
历主耶稣的爱。

以下的短文，是我在这不到两年主日学与儿童相处和观察的感触。
主日学的目的， 在藉由圣经的故事，人物和经文 ，由老师用儿童的语言和儿童的发展特质， 将
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让孩子认识到一个人不只是有身体，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灵。 世界上不
只是那些物质物体的集合，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那万有的创造者， 掌权者， 就是我们
要认识的神。祂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管理，祂还爱我们， 对每个人都有目的的计划，祂只要我们全
然相信，顺服，依靠祂。
信靠神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盲然的。
他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不轻看自己， 也不过于自己所当看的。
他知道把别人放在什么位置。 --不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他也知道把生命的苦难放在什么位置。 --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 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事， 智慧未开。“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越早适当教导神的话， 智慧
越早开启，灵命越早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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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说， “将孩子带到我的面前。。”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
不能进天国。”儿童的灵命活跃，想象力
丰富，在接触成人世界， 或可说被套上层
层枷锁之前， 他没有知识，没有才能，
只有全然依靠， 全然相信。
孩子敏感， 所以他们可以看见神。
孩子简单，善良， 所以他们可以不分你我，
可以不看外表， 只凭内心。孩子清醒，
因此可以看到贪婪的恶果。
孩子勇敢， 因此可以坦然面对生与死。
教师们撒下福音的种子， 种子虽小， 但没人知道长大到何时结束。
撒种的， 浇灌的， 培养的， 都不算甚么。 让他成长的是神。 教师们坦然尽自己的一份力，
神自有作为。
家长们， 周日一早带孩子来主日学， 送父母到成
人主日学， 自己参与主日服事和崇拜。
从一辆车下来的祖孙三代， 在主日和煦的阳光下，
我想到一句话：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
一脉相承， 薪火相传。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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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AC 開創外展部社區活動事工篇
陳恩惠執事
本教會開創二十多年來，從 2013 年才開始有社區事工一項。當初是由關懷部金平執事任內開
始試辦一些社區活動。
在 2013 年七月, 成立了 [排舞班] ，之後又開了 [陶笛班] 。 這兩班都由多才多藝的王令瑩
姊妹當指導老師，大家都跳出健康也吹出喜樂的心。
2014 年教會設長老制之後，才開始有了外展部門。然而， 因為外展部的長老從缺,暫由王牧師親
自負責監管，設有社區活動組和宣教組。
在 2014 年 舉辦了四場的 [生活健康講
座]，內容豐富如下 :
2014-02-01
“嬰兒與母親” – 健康
孕婦和產婦須知
2014-02-15
“ 如何做月子” – 產婦
照顧和月子餐烹調
2014-04-05 “與癌共舞” – 癌友心路
歷程分享
2014-10-31 “ 守護健康從足做起”
(排舞班開始的成員照片)

2014 年舉辦兩期的 [週二健康學習日]
第一期 (春季班) : 4 月 29 日 至 6 月 17 日 共八週
週次

日期

健康講座/座談主題

1
2

Apr.29
May 6

認識健康的自己
自然療法腳底按摩

3
4
5
6

May 13
May 20
May 27
June 3

自然療法 按摩 DIY
你想減緩老化嗎 ?
銀髮族常見的眼疾
癌症的預防與篩檢

7

June 10

腦力退化與預防

8

June 17

三高代謝綜合症與天
然食物營養

下午活動內容
養身健康操
腦力激盪
成語比賽
卡拉ＯＫ
快樂健康舞
免費理髮
美好回憶
心靈成長
滿汁漿的人生
棕樹與香柏樹
結業/聚餐
學習心得分享

出席
人數
１３
１８
２１
２４
２１
２１
２５
３６

義工 : 鄭碧霞、王令瑩、郁慕珍、Lisa
點心贊助 : 生命小組、宋培燕、陳智惠、陳恩惠、小白、廖青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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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秋季班) : 9 月 2 日 至 10 月 21 日 共八週
日期

10:30 – 12:00
健康講座主題

12:40 – 2:00
心靈成長

出席人
數

1

９月 2 日

你的營養素夠嗎?

自我介紹
經驗交流/

23

2

９月９日

銀髮族的居家芳香療護

中秋節猜謎語卡拉 OK

20

3

９月１6 日

正確姿勢-向疼痛 說“拜拜”
(上)

我与水彩畫
韩士平弟兄

17

4

9 月 23 日

憂鬱症知多少 ?

健康舞
王令瑩 姊妹

16

5

9 月 30 日

淺談我們的心臟

*三代相處之道
王令瑩 姊妹

20

6

10 月 7 日

大家談 –
馬年談馬
卡拉 OK

15

7

10 月 14 日

現代生活與
輻射

19

8

10 月 21 日

* 談談加拿大的四季
與節慶
* 感恩節的由來
(影片欣賞)
* 秋冬健康保養及
中藥膳食
* 心血管疾病
正確姿勢-向疼痛 說“拜拜”
(下)

結業聚餐
學習心得分享
秋冬皮膚保養
河南戲曲欣賞
義工 : 張碧珍、袁有為、王令瑩、孫照禮、高俊英.
點心贊助 : 陳智惠、陳恩惠、張碧珍、孫照禮、高俊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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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八月開辦了
[長者英文生活會話班],
每周五上課。 這班的學
員們年紀從五十幾歲到
八十幾歲都有，他們學
習認真、上課準時、風
雪無阻。 直到現在已經
有三年了，大家成了好
朋友。 除了上英文課，
我們還一起去郊遊 :
2014 年十一月去參觀安省立法院、2015 年六月去 Village of Islington 一日遊, 看壁畫
(Mural) 、2016 年三月去參觀安省博物館、2017 年六月去參觀 Aga Kham Museum。 每
次的出遊, 我們都是搭公眾交通工具。 感謝黃自建弟兄、Grace 姊妹、碧霞姊妹、慕珍姊
妹、梅悟軒弟兄等多位義工來幫忙照顧。
2015 年四月-六月 [周二快樂學習日] Happy Tuesday 春季班又開始了。
連續十個星期的活動內容有健康養身操、毛巾操、平衡操、預防老人失智操…..等，還有
各種健康保養講座 (認識經絡與按摩、讓你的頸椎 “活”起來、營養免疫學、睡眠知多少? 、
甚麼是生物能測驗? 、中老年人的腸胃消化…..) 感謝神 ! 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來同工及
分享他們的專業。
2015 的下半年開始，因為教會的崇拜場地重新規劃和整修， 除了 [長者英文會話班] 還
繼續之外，其他外展活動暫停舉辦。
這兩三年來，我們流淚撒種，雖有
受洗的、也有成為募道有的，但是
還要繼續努力播種，耐心等待耶和
華來收割。
2016 年底外展部由蔣明長老接任，
願神賜給我們有屬靈的眼光與看見，
帶領我們能拓展更有效、合乎神心
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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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Far We’ve Come”
葉文龍長老(Wen Lung Yeh)

I take great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in
what Jesus says in Luke 12:32 (NIV), “Do not
be afraid, little flock, for your Father has
been pleased to give you the kingdom.” We,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are the little flock,
in terms of size and age; however, we can
still embrace and enjoy the rich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our Heavenly Father
has already happily given to us. Certainly we
are not where we want to be or God wants
us to be, but neither are we where we used
to be. The past few years can be called the
years of change. The place and time for the
Sunday Worship were changed, a few times,
so were Sunday school and Fellowship.
Nevertheless, the core group of the
Congregation chose to serve the Lord and
the church faithfully regardless what happened. Thus we have changed for better,
bigger and stronge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ahead of us,
but let’s not forget how far we’ve come.
1. How far we’ve come in worship. Christians must worship the Lord in Spirit and in
Truth, individually and congregationally. The most noticeable expression of worship
is the Sunday service where we gather as a congregation to worship the Lord by
singing, praising, praying, reading, listening, offering and sharing. Looking into the
past, there was nervousness a few years ago when we moved up the Sunday Worship
time from 11 am to 9:30 am. Would young people show up in the church that early
on Sunday? Yes, they would and they do. The attendance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despite the early service. Not only by number, but Sunday Worship has also grown in
quality, especially about the praise and worshi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Today the worship team consists of drummer, pianist, guitarist, bassist, keyboardist
and a number of singers! The praise and worship has become more mature in music
and in spirit, and is pleasing to the Lord as a fragrant sacrifice. This cannot happen
without the team members’ dedication to practice for excellence. We’ve come a long
way in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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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w far we’ve come in fellowship. Fellowship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This is where we can practically learn how to love in Christ, by studying
together, shar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 Gratefully we have
observed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3 fellowship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Light
fellowship, the gathering of young professionals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has grown from an attendance of single digit to close to 20 within 2-3 years.
Sycamore Fellowship, the home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ers, by default is the most
dynamic group since every year it farewells the graduates to Vineyard fellowship and
at the same time welcomes recruits from the Children Sunday school. Currently we
have approximately 15 teenagers regularly attending Sycamore Fellowship. About 2
years ago, recognizing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third fellowship,
Vineyard Fellowship was formed and has since quickly become stable for them.
During the school terms the attendance can only be 5-6, but the number would
double or triple over holidays. This fellowship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home for the
students coming back from outside Toronto. Aside from the regular fellowship
gatherings we have other activities that also nurtu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rothers
and sisters, like the Softball ministry and annual Cobourg beach outing, etc.
Especially noteworthy are the refreshments after the Sunday Service. This has given
opportunities for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mingle after the service. The
refreshments have been provided by the parents voluntarily, without assignment and
budget. The food and drink are always plentiful, every Sunday, for the past 4 years!
We’ve come a long way in fellowship.
3. How far we’ve come in discipleship. Discipleship is a response to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go and make disciples, baptizing them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Jesus has commanded us. We are happy to witness 10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being baptized in the past 4 years.
Nevertheless, discipleship has been the most challenging area of the ministry. We
made a hard decision in 2016 to cancel the Sunday school classes due to constraint
in the church space on Sunday morning. Yet, our young congregants’ desire to reflect
and discuss the word of God that they just heard from the sermon remained
unchanged. As a result, our young adults still gather at McDonald's nearby after the
Sunday Service to share the sermon, discuss any application and pray. We’ve come
a long way in disciple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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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w far we’ve come in stewardship. The body of Christ can only get built up and
grow when His people are equipped for works of service. Accordingly we never stop
calling up young people to serve Him and the church. Some of them serve as
deacons of the church and some as fellowship leaders. Some serve in the worship
teams, and some as ushers and scripture readers. Some are leading Bible
discussion in the fellowship, and some help out Children Sunday school and VBS.
Each role, regardless big or small, is essential in building up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
church. More importantly, the people who serve are the ones who receive the most
benefits because their gifts get unearthed and developed, skills polished and
characters matured. We’ve come a long way in stewardship.
Looking back, we couldn’t believe how far we’ve come. However, believe it or not,
God’s purpose for NYMAC English Congregation is far greater than all we could ever
imagine. We need to dream big, aim high, work hard and trust God. We are nowhere
near where God wants us to be. We have to press on and keep going.
1. How far we’ll go in worship. The central stage of worship is God. The entire
program of the Sunday Worship should just help the congregation to open their
hearts and fix their eyes to Him. As such, we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and godliness in what we do in the Sunday Worship, like music, sermon, ushering,
etc. It is to eliminate any hurdles to the flow of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of our
complacency or indifference. We are a small congregation, but it shouldn’t limit our
goal for a world-class and God-class Sunday Service!
2. How far we’ll go in fellowship. Fellowship must grow in 2 dimensions, deep and
tall. Each fellowship should go deeper in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and serving one
another, so that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is firmly connected to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this unbreakable web of love. Once the fellowship grows deep, naturally it
will also grow tall. This means adding new fellowships. For example, when Sycamore
continues to grow, splitting the fellowship into 2 subgroups, middle schoolers and
high schoolers, may become inevitable. Additionally, a fellowship for young parents
with small children will be required as God continues to bless our congregation with
newborns.
3. How far we’ll go in discipleship. Greg Laurie, an American pastor and author,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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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disciple is a believer, but not every believer is necessarily a disciple. Anything
short of discipleship, however, is settling for less than what God really desires for us.”
Our goal is to make every believer a disciple, by teaching them and sending them.
Systematic Bible study in junction with evangelical practice, from welcoming
newcomers at the church all the way to short-term missions, will be a key to success
in making disciples.
4. How far we’ll go in stewardship. Every believer has a role to play in serving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ir gift, experience and passion. On one hand,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our young generation, regardless of age, to serve in the fellowship, in
Sunday Worship, in Children Sunday school or in other areas like Softball ministry, at
their capacity.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y are growing up we inspire them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serve in the NYMAC church, taking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be ready to be the future leaders for NYMAC.
I recall back in 2013,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faced some majo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so we rolled out “Stabilize, Strengthen and Stretch” as our goal for the
next 3 years. Thankfully in God’s grace we did stabilize, strengthen ourselves and
stretch out. We are to continue to stretch ourselves until we can reach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us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ahead of us. How should we make the journey together as one team to
fulfill the purpose that God has set for us? Everyone Sings, Everyone Shares,
Everyone Studies and Everyone Serves. Through singing praises in worship, sharing
joy and burden in fellowship, studying the word of God in discipleship and serving the
people and the church in stewardship, we can all grow together as individuals and as
one congregation and become where God wants us to be and to achieve what God
wants u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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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中前行
以勒小組

感谢神带领我 2001 年进入以勒小组，在小组里，从平信徒到同工再到小组长，这其中的起起
伏伏，挣扎与喜乐，如今回顾，从心中油然而生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回想教会买堂会那年，也是我当任以勒小组长之时。当时心里百般的不愿意，一是觉得自己
没有这能力，一是很怕承担责任，就一再推脱。但因小组同工们不断的鼓励和弟兄姊妹的热
情支持，我只好向神祷告说：＂我只想当同工，现在我暂时代理，求你尽快兴起合宜的弟兄
或姊妹来带领团契。＂我带着小信的心勉强答应了。我从小到大，重来没有带领过其他人，
所以心里一直有压力，头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祷告，求神引领；这促使我在每次聚会前一天，
不自觉地来到神面前求告，这是我以前不曾做过的事。也因着这一次次祷告，让我经历了神
在我们团契中奇妙作为。记得王牧师教导团契要从各自找材料查经卷转变统一分享主日讲道
信息，当时在我们小组引起不少风波；神借着这件事，让我服侍的心态得以改变。原来以前，
我无论是组员还是当同工，遇到事，有什么想法，就一股脑儿地与组长同工们分享，极少去
关心体谅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更不懂得事先祷告，以致私下里伤害不少弟兄姊妹的心而不
自知。而此时当我每次聚会前祷告时，圣灵不断让我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并赐力量让
我一点点改变，圣灵也借着团契时我们同心的祷告，让弟兄姊妹们从开始求同存异，到彼此
的包容和顺服，在小组里少了争论，多了分享个人的经历。在建堂过程中，我参加了每周三
由王牧师带领的教会禁食祷告会，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亲身经
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见证了神充充足足的预备和供应，让我体会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神，从而更坚固了我的信仰。2013 年夏天，我因着睡眠不足，加上办理我母亲的移民及搬家
等压力而病倒了，当时弟兄姊妹们不断为我祷告，不仅轮流带领团契聚会，且开车送我去看
病，抽时间来帮助我整理打包，让我能顺利搬了两次家。原以为当组长要付出很多，但实际
上反而是我领受了更多在神恩典中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彼此的相爱、互相扶持成长。
2016 年以勒小组发生许多变故，因着一些弟兄姊妹们回国，搬家，或因个人的原因相继离开
本教会及团契，有时聚会只有两个人有时一个人都没有，使我服侍跌入低谷。我在神面前不
断求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做？周三的祷告会，王牧师用他以前牧会的经历来
鼓励我，让我不要泄气，祷告会的弟兄姊妹也迫切地为我和以勒小组祷告，在小组里定期与
张畅姊妹每周一次同心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在祷告中，神让我
渐渐看到自己原来是太在乎聚会的人数，归根结底是害怕失败，
是骄傲在作祟。主耶酥说，（马太福音 18:20）无论在哪里，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岂能不享受
与神团契的甜美吗？感谢主，让我从心底明白团契的意义，使我
不再看人数看环境。愿神带领以勒团契姊妹们彼此代祷、扶持，
一起成长，在主里预备自己，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
-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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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心得
豐盛的生命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我來宣道會已有兩
年多了，回顧過去這兩年的日子心中滿是感
恩！兩年多前我被工作了七年的公司解僱，
心中滿是煌恐，然而慈愛的神卻藉由這件事
情讓我重新省思我跟祂之間的關係，學習凡
事仰望祂，從那時開始我便ㄧ直固定來宣道
會聚會，碰巧教會會堂也正在建造當中，即
便當時的我尚在待業中，但仍然順服聖靈的
帶領，依據自己的財務能力，固定的捐獻，
神也看顧我生活，無論在屬靈或生活的範𤴆
上都豐豐富富的供應給我，感謝神！這兩年
來在屬靈上，我們以勒小組的成員們也正經
歷信心的功課；小組由原來的十多人成員因
為各種因素ㄧ度驟減至三人，但也因為這樣
我們彼此擁有更充份的時間在主裏分享代禱，
在靈裏享受神家裡的關愛！慈愛的王師母也
熱心騰出寶貴的時間每兩週一次的個別輔導
我，帶領我用純真的心來親近仰望神，真實
的用心去感受神對我無條件的愛；祂愛我並
不是因爲我多有成就，而是全然的接受我這
個人！在生活上，神也讓我的進修計劃順利
的進行，一畢業便很快的找到全職的工作！
祂的供應真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如今我們
小組固定出席的成員已增至六人，雖然數目
不多但信實的神卻一點一滴的將恩典加添給
我們，誠如我們小組的名字，耶和華以勒是
供應的神！祂也許不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回
應我們的禱告但祂所賜給我們的都是我們生
命中真正需要的！親愛的兄弟姊妹們，你是
不是也正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不知所措？
快快來仰望神，因為祂正凖備將豐盛的生命
賜給你！阿們！

信主以来, 跨越了两个国家, 三个城市,
无数教会团契, 心中感慨找到一个契合
的不容易。这也是这个教会, 这个团契
让我倍感珍惜的原因。我感念于神带领
我来到这里, 又让我和一群当时还是刚
接触不久的弟兄姐妹们经历了一个教会
的重大转折-建堂。以前, 我只从一些老
一辈信徒嘴里听说过建堂时, 从灵性到
教会的财务, 虽然都伴随着挑战艰难,
但神总是用手托住, 如今亲身经历, 才
真正体会到了人与神同工的美好。回到
我所属的这个团契, 虽小却温暖, 大家
在信仰上有默契, 也给我很多包容。在
这样的环境中, 我的属灵生活也慢慢地
从半游子状态, 归回稳定。前面的路还
很长, 自身需要对付的问题也很多, 不
过, 我不再是一个人来面对, 而是在一
个属灵的大家庭中和大家一起来面对。
-张畅

-李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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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如在天
磐石小組
輩、孩子們、學習、工作、健康；在生活中
面對的許多困難、挑戰、自我。每每掙扎、
敗退時，在弟兄姊妹們的代禱、安慰、鼓舞
以及依靠神，總是能得到再戰的勇氣與力量！
讓我深深感動的是，小組中的弟兄姊妹們都
是家中有老、有小；但對教會中的許多服事
工作都有著深深的甘心與無私的付出。常常
體力透支了、被傷害、受傷了，還是努力著
願跟隨十字架；辛苦中有著滿滿的平安、滿
足、和喜樂！努力的活出為基督做見證！奔
走天路的路程中，若是沒有個屬靈的家可歸，
沒有屬神兒女的陪伴，這條路多是岔路，迷
途的機會多少啊！感謝神！也感謝一同陪伴、
堅持的弟兄姊妹們！

磐石小組是一群夫妻年齡總和介於 60~90 歲，
懷著孩子，或已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弟兄姊妹
組成的團契。我自 2012 年復活節受洗後，正
式加入磐石團契；第二個孩子也在隔年年初
加入了小組。

回首這五年來神慈愛的恩典記號，每一步走
的是如此清楚，不容自己忽略；自己所認為
好的、壞的、差不多的情況，相信在神的計
帳本上，是紀錄得清清楚楚的，將來審判時，
一定不容許我馬虎應對的。由於對神的敬畏，
也對神愛的回應，期許我們能如受洗見證中
的誓詞中說的，做討神喜悅的事，一生為主
而活，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還記得在那小小簡陋的鐵倉庫中的磐石聚會，
雖沒有豐盛華美的佳餚，室溫夏熱冬冷，但
組員親切歡迎與不吝嗇地分享自己所經歷的
生活點滴，孩子們圍繞在身邊，大人們忙著
照顧。想到都覺得，真不可思議！現在的教
會真的有了自己的棲身場所！平整的停車場、
冷暖氣的調節、有舒適的桌椅可共討論學習、
有自己的廚房，加上多間的廁所可使用！真
的是神的恩典！
磐石小組的成員人數跟著教會的變遷也變了
許多。有許多離開的、也有許多加入的；我
相信，神在建造和栽植之前，必有拆毀和拔
除的過程，生命中的每一個挑戰、試煉，都
是在預備每一個生命成長和成熟，願意順服
神的安排，就必蒙福。弟兄姊妹們在聚會時，
能有機會訴說自己心中的苦處，對自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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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以赛亚小组徐红兵
五年前，由于原以赛亚小组组长丁仁强弟兄
要被调到教会团契部担任执事，王春安牧师
就找到我，想让我来承担这个组长的重任。
当时我虽然有一颗愿意服事的心，但也有很
多顾虑，担心无法胜任组长的职分。在王牧
师以及教会执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在家庭
，
到在服事过程中跟弟兄姐妹一道经历了神的
信实、恩典和大能。在北约国语宣道会成立
25 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主、我
们的神这五年来对以赛亚小组的看顾和恩典。
弟兄姐妹在神国事奉上的尽心尽力的摆上：
在《罗马书》第 12 章讲到，神给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和小组的
服事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同工。在
我带领以赛
亚小组的这
五年来，得
到了许多小
组弟兄姐妹
的鼓励、支
持和帮助，
特别是金平
长老、丁仁
强 执 事 、
Sharon 执 事
以及杨海丽、
尹桑及扬运
生等小组同工。弟兄姐妹通过小组团契时对
神的话语的学习和分享，以及通过小组祷告
会时为教会、小组和个人的代祷，灵命得到
了很大的长进，大家都主动地参与教会和小
组的服事。在教会的各个层面的服事中，均
能看到以赛亚小组弟兄姐妹的身影，大家均
以自己所拥有的恩赐来服事神，其中梁海祥
弟兄和葛洪弟兄主动承担教会第一次设立的

的支持下，最后我还是愿意接受了这个服事。
就象弟兄姐妹分享的，神是还在我们认为不
能的时候，叫我们有愿意服事他的心，通过
我们的服事经历神的大能，将归荣耀于神。
回想这五年来在小组服事的历程，从刚开始
时由于当心不胜任而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IT 管理和交通管制这两个关键职能的服事。
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愿意的服事第一步，神
就会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神
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为神国的事工摆上越
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也就越多。
孩子们的智慧和身量在教会里一齐增长:
《诗篇》第 127 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
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把孩
子带到主的面前，
是我们基督徒责
无旁贷的任务。
以赛亚小组弟兄
姐妹的许多孩子，
从小就被带到教
会和小组来学习
神的话语，一起
认识神、亲近神、
敬拜神，也一道
学习彼此相爱的
功课。箴言 22:6
指出“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Jenny、Dina、Jessica、Nina、Jena、Jerry
和 wisely 等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神的话
语已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扎根。我们的主
也格外看顾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保守他们灵
命的成熟，其中有四位孩子在上大学前愿意
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
的恩典和慈爱一直陪伴着这些孩子，也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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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学习、生活。感谢神，这些孩子均进
入了自己心仰的大学，有的在大学里还积极
参加学生团契，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弟兄姐妹的生活和工作也得到了祝福：
由于缺乏加拿大工作经验，再加上只会“哑
巴英语”，中国移民很难找到专业工作。但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所
说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
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弟兄姐妹愿
意来教会敬拜、亲近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
们的祷告也蒙垂听和应允。我们小组的弟兄
姐妹这几年均找到了专业工作，其中包括好
几位近期才改了专业发展方向的；在大多伦
多地区房价如此高企的情况下，神也保守我
们均能买到称心合意的房子；弟兄姐妹的小

快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弟
兄姐妹更是通过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家庭，
把主的爱传扬出去，为主作那美好的见证。
愿我们的主继续保守以赛亚小组，赐聪明智
慧给我们小组同工，使以赛亚小组成为主爱
流通的管道和弟兄姐妹属灵的家，让更多的
慕道友通过小组来认识主耶稣。我们也恳求
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有
足够的爱心，主动来关顾小组的弟兄姐妹和
慕道友，持续为神国服事的摆上。愿小组的
弟兄姐妹都能成为主的门徒，愿意舍己，背
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愿神的恩典和慈爱
与以赛亚小组同在，阿门！

家庭也更加和谐、美满，就像这首歌所唱的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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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爱相伴终生

常青小組
1995 年, 我找到這間教會。雖然是在一間小學的禮堂崇拜, 但牧師師
母與弟兄姐妹的熱情招待與牧養, 使我感受有「愛」包圍著我。得到弟
兄姐妹的鼓勵和教導, 做了 20 年常青的小組長。依靠父神的愛, 讓我
可以事奉年長的弟兄姊妹。我們年華老去, 身體漸漸衰退, 但父神從來
𣎴曾放棄我們。我知道祂愛我們, 將來也不離不棄, 時刻與我們同在。
每次有弟兄姊妹離去, 萬分不捨, 非常難受, 但也知道將來我們會在天
家相見。
教會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自己的教堂。常年租用別人的禮堂有許多不方
便, 處處受到限制, 擁有自己的教堂是大家迫切的盼望。最近這六年,
王牧師與師母全力以赴, 為建堂及牧會這兩個重大的擔子付出青春與健
康, 我心中感到很虧欠, 卻也相信神疼惜祂的僕人, 會不斷賜福于他
們。王牧師、長老、與眾執事們排除萬難, 加上弟兄姐妹們在金錢上的
奉獻, 終於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教堂。2016 年六月 26 日, 獻堂典禮那
天, 見到許多牧者與很久不見的弟兄姊妹都來與我們一同歡慶, 帶來許
多祝福, 令人非常感動。求主繼續守護我們屬靈的家, 也保守常青小組
每位弟兄姊妹靈命成長。
徐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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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加入常青團契不久, 但是深深地感受到長者們之間的關愛, 這是從主那裡來的愛。年歲增長
讓我們更加追隨主耶穌。在常青團契中, 靈命得到成長。
蔣濟隆 賀三珊

保羅曾對帖撒羅尼迦人說:「要常常喜樂, 常常禱告, 在任何環境中都要感謝。」這句話常在我心
中, 不時提醒我。人生有起伏, 有離合, 有病痛, 有歡樂, 有成功, 有挫折, 也有悲傷。不論遭
遇是好是壞, 我相信天父早已安排妥當。祂不時讓我學習一些功課, 我不見得了解祂的旨意, 但
是我只要順服一切, 常懷感恩之心, 自然有喜樂。
歐茵瑛
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團契使我們學會彼此相愛。通過讀經、禱告、聚會我們認識神, 祂成為我
們的知心朋友。雖然我的肉體漸漸衰退, 但主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遠。
張之雄

這幾個月來, 最深刻的感受是:
1. 耐心等候, 因上帝掌握最佳時機
2. 花時間與上帝親近是得力量的最佳
途徑與
3. 心靈雖有傷痛, 主卻能使靈命成長.
孫照禮

1993 年初在恩主的帶領下來到加拿大,
匆匆過了 24 個年頭。其中雖曾遇到試
練與困境, 也曾經徬徨過, 但都因依
靠主而平安順利渡過。回顧過去, 主
恩滿滿, 實在無法數算, 只有帶著感
恩的心繼續跟隨主。凡事禱告! 凡事
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謝恩!
魯 陞 陳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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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所赐的青春而骄傲
约瑟小组
Mimi 的年刊段落：
自從大約兩年前，從上一屆約瑟小組的尾端開始參與、不久之後更是開始帶領這個從留下我一人
開始翻新的小組，在各樣文化背
景交流上、服侍教導的耐心和寬
容、以及實際地把聖經的教誨用
在待人處事，各個方面，神都安
排了讓我學習到了很多。今下回
顧，更是深深感覺過去這些年，
發生各式各樣的事都是有神的旨
意在其中。在這之前我所帶和教
導的孩子們的背景大多都還是在
國外長大的，而約瑟小組新一屆
成員大多都是剛來加拿大不久、
剛接觸基督教不久、並沒有很多
教會生活經驗的新朋友們。在這
之前我帶小組的經驗比較多是更
年少的年輕人們，互動模式也相當的不同。雖然大夥依然是在學習中，卻意外的在這群弟兄姊妹
中得到了更能一同成長的機會。期待在接下來的天歷路程中能繼續在神話語的光照和看守下、和
門徒們的禱告和行動中，讓約瑟小組成為一個製造門徒的愛的小窩。
Lisa 的年刊段落：
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约瑟小组，心里面的不安慢慢被大
家真诚的关心所安抚。也是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来自各个不同
地方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竟然可以有如此简单的相处
模式，如此坦诚的互相分享并且可以寻求其他人真心的帮助。
真的很感恩神在这期间对我们小组的带领，不仅每年都有新的
朋友愿意受洗领受神的恩典，而且现在大家都有积极的参与教
会，愿意成为耶稣肢体的一部分。感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所
动的工，使我们在属灵里有所成长。虽然这两年中有不同的人
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可是大家都相信我们小组会得到神的祝
福，会在主的保守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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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 的年刊段落:“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
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神 15：7）。来加拿大近七年 前六年一
直都没能委身一个教会或参加一个团契 感谢神在去年让我来到这
个教会并加入这个小组 我真的觉得很感恩能认识这个小团体的每
一个人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们是朋友是兄弟姐妹 大家都很愿意
每周来参加团契 与大家分享这一周的喜怒哀乐 我们为彼此祷告
听彼此倾诉心中的忧虑和烦恼 大家也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和帮助。
虽然我们人数不多 但我们一直坚信这个小小的团体是受神所祝福
的 神会有他的安排 我们会在天父的保守和祝福下不断壮大牢固
愿神的恩典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这个小家里成长 成
熟 彼此相爱 阿门!

Walter 的年刊段落: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
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作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
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壹 4：19-21）。
自从 16 年的夏天开始参加约瑟团契， 就喜欢上了大家的开朗 快乐。我们
虽然人数不多 却如真的家人一般，每周都在聚会中分享过去的一周 分
享我们的读经感想 分享生活琐碎 征求大家的建议。 也许我们对圣经还
不是很熟悉 也许我们灵里的生命还很弱小，但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彼
此关爱和彼此帮助 是我们最最感恩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在这个城市生活。 这么一个属灵的家， 主内的家 是我们一直盼望
和 苦苦寻找的。
感谢神的恩典！

为你所赐的青春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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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lin 的年刊段落：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
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 18:19-20）1.小组的团契是公开联
合的祷告，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一
部分。在小组里彼此代祷，都是灵命的成长过程。当自己信心
软弱的时候，就需要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在这过程中经历主
的同在，能力和应许。2.我也认识到众人联合的有效祈祷是会
众聚集的主要目的之一，众圣徒的祷告能战胜艰难险阻，培养
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抵抗这个世界的恶魔。我们若有一样的
爱心和心志，天父就必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Charlie 的年刊段落：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一直在指引着我我的道路和方向，他的恩手从来没
有离开过我。从去年四月搬到多伦多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神的奇妙恩典中见证他如何爱我。他一
直保守带领我。我来到北约来到约瑟，是神的恩典和作为，他为我开道路，让我在灵里和日常生
活都有提高。我很容易就融入大家庭，也很喜欢“温莎帮”。虽然我有时不能参加团契，但是我
知道大家一周都在为我祷告和带求。我们的小家人不多，但是大家都真诚相爱，感谢上帝赐给我
们这样的教会和团契，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同奔天路！

为你所赐的青春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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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小組弟兄姊妹的堂慶感言
張多加-1.想起主在我這個罪人身上的恩典真是浩大無比,據我母親見證當我在幼兒時期患了肺結核,當那個年代醫
學不發達這病是不治之症也會傳染,每個人都避之而唯恐不及,醫生也怕得要命,讓母親帶我回去等死,因肺
部已爛掉無藥可救,母親有信仰天天為我祈禱求神憐憫,但我最終還是氣絕身亡,但母親卻堅信神醫定會使我
再活過來,因她傷心之餘被聖靈感動翻開聖經,盡然翻到約翰福音 11:25-26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於是母親受感動便去拿碗取了些
水哪起湯匙將我嘴巴撬開用湯匙餵我水喝,第一匙水是慢慢流進去,第二匙水竟然自己吞嚥進去,就這樣我被
神從死裡救活過來.之後母親帶我去醫院檢查照 X 光片肺部是空無一物,於是醫生告訴母親我是迴光返照要
她有心理準備,但母親信心十足,他相信上帝已將我復活了,又過了幾個月她又帶我去醫院檢查,照了 X 光片
我的肺部竟然是一個嶄新的肺,看過我的醫護人員都因上帝在我身上做的奇妙的神蹟而信主.一切榮耀都歸
於我們至高的神,阿門!
2.在 7 年前個夏天,我正準備去小組(另一個教會)車上放著要送一位姊妹移植的花,就在離家不遠的 Stop
Sign 停下,哪知花倒了本想側身順手扶起便罷!就在此時車子滑動一緊張便踩錯,將油門當煞車用力踩下去,
可想而知車子便往前衝,當時腦子一片空白,一直到車子撞到樹檊停下家主出來探視,她叫我之後我才清醒過
來,真感謝主竟然是認識的一位主內姊妹,她趕快扶我進她家倒了一杯水給我讓我安神,我撞壞她家的樹,她
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問我有否受傷,等我平靜下來帶我到現場並分析給我聽,她說神的兒女祂必定保護,你看車
子如往左偏便會撞擊她家車庫的牆,如向右偏便會撞擊她鄰居的圍牆我都會當場死亡,神派遣天使保護我,不
但如此車子全毀人只是膝蓋瘀青而已,這一切都要感謝讚美主,祂又再次救了我的命.
3.我的心臟不好,但又檢查不出是何原因,天氣一有變化氣壓一低就會胸悶甚至痛得無法喘氣號像要窒息一
般,一年多前一個清晨睡夢中感覺有人在呼喚我,叫我起來,我回答說我很疲乏無力起身,他便催促我起來咳
嗽還說妳不起來就永遠起不來了,因他一再催逼我起來我就勉強起身,將身子斜靠在床頭咳嗽幾聲,然後便又
這樣睡著了,一直到天亮醒來才覺悟過來是神又救了我一命,我真是虧欠就像聖經上說悟性不夠靈敏度也不
夠,但神還是愛我這個不配的人,叫我怎能不來敬拜讚美尊崇祂,哈利路亞.

賀三珊-自从 2005 年来到我们教会，我就参加了生命小组。在这里，我开始有了一个属灵的家。原来小组是以姐妹
为主要成员，后来也有弟兄加入。去年底小组的谭伯伯决志信主，和小组的另外两个姐妹一道受洗，归入
主的名下，我们也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参加了他们的受洗典礼，为他们获得新的生命，小组又增添了新的
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感恩。每个周二，我们聚集在教会办公室，唱诗、查经、分享、祷告。有的时候，我
们的身体有病痛，心里有软弱，家里有难处，但是每当学习结束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身心得力量。我深深
体会到主耶稣的不离不弃，他看顾路边的花草，天上的飞鸟，他更把自己的儿女看作挚宝，他垂听我们的
祷告，赐我们平安喜乐，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时时看顾，处处看顾，孜孜不倦教
导我们的阿爸天父感到幸福！

Rona—
生命小組給我一個家的感覺, 經歷彼此支持, 代求, 在靈裡成長. 在神的話語更加深入了解. 在彼此困難
中經歷神的幫助和神的大能. 因為一個人的靈裡長大, 需要一個大家庭中不同成員的經歷, 互相學習, 別
人的見證也成為了我的警惕和我的鼓勵, 增加對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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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炎-回到北約國語宣道會已經四年了。
希望我沒有記錯。因為我對於時間的記憶和我對人的記憶一樣地能。
從旁觀，到戰戰兢兢地挑起事奉的擔子，對我來說真是一步一驚心。
分堂後，敬拜部的大部分菁英都去了第二堂。第一堂大部分都是我們這些長青人士。要找到能帶領敬拜的
弟兄姊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經過長期的禱告，觀察，一個一個地發展，現在第一堂的敬拜小組慢
慢開始建立。除了感謝神的預備，也感謝弟兄姊妹的投入與擺上。
非能力，非勢力，乃靠神的靈成事。
只要全心倚靠神，就必得勝。

薛蘭蘭-時間真是飛快，四年前我在新生命教會決志受洗，結果受洗之後三個月神就帶領我們來到北約國語宣道會。
薛炎是老基督徒他帶著我這隻新鳥參加了小組團契，剛加入時我非常不習慣，不習慣約束的生活，不習慣
中國人相處的方式，但是一晃眼進入生命小組也三年多了，這三年多我就像個新生兒從開始不會禱告，不
了解聖經，吃飯也不習慣禱告，到如今每天晚上睡前必定跟主耶穌禱告，真的是差異變化很大。
去年花了一年的時間閱讀了一遍聖經，其中也讓我經歷了與神的對話，在生命小組三年多中不斷地學習神
所要教導我們的話語，透過和小組弟兄姊妹們的討論交流讓我也扎扎實實地在靈命上成長茁壯，我相信這
些年神賜給了我許許多多的機會，也讓我在教會裡透過服事成長，感恩神所賜的恩典讓我在我的人生旅途
上再也不徬徨，再也不懼怕，因為我知道我的的生命中有了主與我同在。

黃瓊菲-感謝主, 我們弟兄姊妹們能夠彼此的相愛是因為主先愛我們.
讓我們在基督的愛裡能夠彼此的來包容,彼
此的來代禱, 彼此存謙卑的心來學習主的話語. 主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感謝主讓我們有教會
的生活和團契的生活.
生命小組給我一個家的感覺, 經歷彼此支持, 代求, 在靈裡成長. 在神話語更加深入了解, 在彼此困難中
經歷神的幫助, 神的大能. 因為一個 人的靈裡長大, 需要一個大家庭中不同成員的經歷, 互相學習, 別人
的見證也成為我的警惕和我的鼓勵, 增加對主的信心.

李小鴻-我們深知上帝會垂聽禱告, 經過多年全心全意迫切的禱告, 雖然上帝沒有照你我想的立即回應, 我們也感
到憂慮, 而在我們不知道或感受不到的時候, 上帝已經為我們這些祂所愛的人動工了. 同時, 上帝更賜下
祂的恩典使我們有能力面對許許多多的難題, 並應允了我們的禱告.
終於, 北約國語宣道會在 2016 年有了自己屬靈的新家, 這是何等令人興奮歡欣的時刻. 在多年寄人籬下,
不斷搬遷的情況下, 現在終於有了固定崇拜團契的場所. 這種感恩的心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 而這種踏
實感更讓我們不禁讚美愛我們憐憫我們的主. 當然, 我們也要感謝牧師和許多默默付出的幕後弟兄姊妹,
上帝必不忽視也定會紀念他們的辛勞.
我們堅信上帝是我們一生的倚靠, 我們的創造者. 當我們仰望祂時, 就會看見大小恩典都是祂所賞賜的,
就能甘心樂意地將自己全然獻上. 哈利路亞! 讚美主!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8

許珍-感謝主的帶領, 讓我來到加拿大, 能在這樣環境中來到這個教會與弟兄姊妹一起讀經, 分享上帝對我的愛.
願主帶領我走前面的路, 祢復活帶來的話, 讓我藉著主的話, 愈明白主的話, 在現實生活中活出主的話,
讓我每天都與主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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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任蓓玉）-教會才剛搬到新建的堂，我們因著 神的帶領而找到了這個新家，當我們第一次來到教會聽到王牧師講道，
我們就決定要留在這裡把它當作自己的家了！感謝迎新小組在我們第一次參加主日崇拜就溫馨的邀約，讓
我們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熱情，就在此時我們可愛的師母立刻就邀請我參加週二的生命小組。
感謝 神將我們從 Montreal 帶到 Toronto 北約華語宣道會，也感謝牧師這樣用心準備每次的講道，讓我
們能在真理上紮根而更明白聖經的道理，幫助我們能行出基督徒的好行為，每次的講道都讓我受益良多！
週二的小組討論我也覺得很有得著，每次帶領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用心準備，在此大家彼此學習、相互關心
和懇切禱告。
願 神繼續保守看顧我們這個教會，讓教會更興旺，並賜給牧師力量繼續帶領大家成為門徒教會！

戴震玉-因著天父奇妙的恩典，2003 年 6 月 15 日我受洗成為祂的兒女，2004 年參加生命小組至今。在小組中與肢
體攜手同行天路，學習神的話認識神，按著神話語的教導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共度生命中的高山低谷，經
歷神所應許更豐盛的生命。回首來時路，我深深體會詩篇六十五篇十一節所述''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感謝天父奇異恩典，願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
求問。

Helen 吳麗玉-自 2006 年 10 月移民加拿大至今已邁入第十一年, 加入北約國語宣道會也十年多了. 在這十年當中, 經歷
教會從在曠野的會幕主日崇拜(借用學校的體育館), 一路走到如今有了屬於自己的教堂. 雖然這個屬靈的
家沒有美輪美奐的外形, 但卻是一群愛耶穌的弟兄姊妹, 在王牧師的異象中, 大家同心禱告呼求上帝所賜
下的. 大家共同經歷神的大能、恩典、憐憫、奇蹟, 相信參與當中的弟兄姊妹更真實的見證了神的豐豐富
富的供應一切所需, 願將這一切的榮耀頌讚歸與愛我們的天父上帝. 現在建堂已完成了, 既然神將這地賜
給了我們, 我們相信神必定有祂的心意. 願弟兄姊妹繼續同心, 建造合神心意的教會-『委身門徒使命, 領
人歸向耶穌』 讓北約國語宣道會能在這個社區為主來發光, 成為主的燈臺.
然而在回顧自己在北約的信仰歷程中, 深深發現到自己在
安逸的生活裡, 屬靈生命大都處在停滯狀態, 只有在遇到
風雨之時, 屬靈生命才能在掙扎中成長. 尤其在服事的道
路上更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走來, 感謝主時時刻刻用祂自
己的話語來引導我教誨我, 讓我知道與主同行的道路最美
好. 天父往日的引導給了我面對未來的勇氣. 哥林多後書
4:1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這段經節成為我隨時的幫助和
服事的力量. 感謝主願意使用我這個卑微的瓦器, 讓我愈
來愈能體會, 服事一切的結果都是出於神自己, 免得我心
生驕傲或沮喪. 主是葡萄樹, 我是枝子, 離了主我什麼都
做不了. 無論我的人生下一站在何處, 我願意一生一世堅
定的跟隨主走這十字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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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出活泉的生命
活泉小組事工回顧
李宜娟
身為活泉的組長，為了北約 25 周年的年刊稿件，編輯小組要各小組事工回顧，我感謝上帝又信
實的帶領我的生命走過了 5 個年頭，因為愛，我又在這個屬靈的家度過了另一個 5 年。
活泉小組經過時間的蛻變，活泉的弟兄姊妹們原本是 Young Couple 帶著幼小的孩童們，當年大家
聚集一起團契，查經禱告，做父母的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一起遵從主的話語，“教養孩童，使他們
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直到今日，我點滴的成果的積累。這是主耶
穌給我們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責任。
這五年來活泉小
組的聚會人數有
了明顯的不一樣，
原本到小組聚會
要攜家帶眷，要
準備食糧為了餵
食孩子們，但現
在卻沒有幾個孩
子需要一起來聚
會了，他們長大
了也各自有了自
己所屬的團契和
屬靈的同伴，現
在他們分別在
Sycamore 和 Vineyard 的團契中成長。也由於為了孩子的成長，小組父母們為了解孩子們的屬靈生
命，也為了和孩子有共同話題，有些父母現在都到英文堂一起去敬拜主，並且在英文堂服事。願
孩子們看到父母的擺上，他們能懂得更積極的參與服事及愛主愛人。
這五年來，最大恩典是在活泉長大的下一代孩子們，Julie Wang、Benjamin Yeh、Mandy Yao、
Johanna Wang、Jason Wang、Stephanie Wang 和 Jonathan Wang 分批受洗了，他們都是自己願意
了解並要接受這寶貴的主恩，並且也開始在英文堂或在小組中學習服事，做主工，願主看顧及繼
續使用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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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小組也還有其他的改變! 我感謝主，薛
全虎弟兄一家重新回到教會，封芸姊妹、袁博弟
兄及任蓓玉姊妹夫婦、丁中和弟兄及畢鑑恩姊妹
夫婦這 4 個家庭的加入小組，讓我們每次在分
享討論主日訊息時更有共鳴和感動。另外必需提
及的就是青萍姐妹經過多年的決志後，終於決定
受洗，封芸姊妹和高俊英姊妹加入活泉小組後不
久也受洗了，這都是小組裡的大喜事。

當然也有因為太空家庭的緣故，如孫夢暉姊妹、
李悅姊妹和高俊英姊妹 3 家，因為完成階段性
任務，海歸回國了，如之前的林麗蓮姊妹、彭
沁雅姊妹、鎖彬欣姊妹都是如此回去與先生團
聚，但移民國家就是如此，雖然活泉的弟兄姊
妹來來去去，但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耶穌裡都是
一家人，所以大家都戲稱活泉現在有"台灣活泉"、
"英國活泉"、"上海活泉"、"北京活泉"。

無論人員如何變化，我們小組依舊是
討論及分享主日訊息、禱告，依舊在
不同事工上服事，我期待，我們小組
能夠依照王牧師的教導，因為我們小
組大部分是信徒，現要從”信徒”轉變
為”門徒”，現在要花更多的時間為小
組中的每個家庭、每個成員禱告，求
主保守帶領，讓我們小組的每個成員
有更多的時間與主親近，學習主的話
語，讓我們一起更緊緊的抓住主，也
求主讓我們開啟心靈的眼睛，教我們真知道"主"要我們在生命中學習的功課，並且學習更倚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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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主。如此我們小組中的每位成員的生命就能真正的”湧出活泉”，也可以在主的大使命中，好
好做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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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三年前第一次参加小组聚会，我的加入好似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扎堆于一群大学生中，提的问
题各种奇怪，从“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到藏传佛教的“生死经”与转世，这就好比是在问科学
家我们每日所见东升西落的太阳难道不是围绕着地球转的嘛！然而，没有嘲笑，没有嫌弃，大家
给我解释各自的理解，引用圣经的话语，让我感受到尊重和宽谅。
接着参加小组年终聚会，大家一一回顾过往一年的生活，数算神的恩典，分享彼此的感动。虽说
跟大家还不熟捻，可明明白白就有了家的感觉。
三年来，每次小组聚会都有感动，我们一起查经，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彼此守望，关怀祷告。
浩瀚宇宙，我本虚渺，感恩与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在神的殿堂里领受平安与
喜乐。活泉，永流。
封芸 (Frances)

有缘认识活泉的兄弟姐妹是我来多伦多最幸福的事之一。五年来跟着大家一路从 Mckee 体育馆到
Victoria Park 建堂，从 Facebook 到微信，感谢大家对我生活上一点一滴的帮助、照顾，在那些
着急、困难的时刻总能被你们一双双温暖的手扶助着前行；感谢大家在我精神生活上的带领，带
我学习圣经、学习祷告，让我看到信仰的样子，感受信仰的力量。感谢所有为我而做的祷告，它
们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还有那些分享快乐的时光，分担忧伤的时刻，都是我多伦多生活
片段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雖然，我和 Lily 也就此搬家回国了，但是感谢科技，虽然我们会相隔半个地球，藉由网络仍然可
以天涯若比邻、随时保持联络。祝各位岁月安好，主恩永流。来北京记得找我。
夢暉(Sunnie)
當初參加活泉小組的時候，小組中都是年輕的家庭，孩子們都還很小。當年小組的情景還歷歷在
目：大人們坐在地毯上查經，大一點的孩子在地
下室一起玩游戲，小一點的在搖籃裏安靜地睡覺。
還記得當年我們查“教養孩童，使他們走當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一
晃孩子們都長大了：小組中好幾個孩子都上大學
了，小一點的也大部分是 teenager 了。當我們看
到上大學的孩子們放假回來，又一起聚集在
Vineyard 小組，我們就心懷感恩。感謝神讓我們
這些做父母的看到祂的信實。不論高山低谷，神
都引領我們走過。我們也在經歷各種挑戰的過程
中，學習當學的功課，在神裏與孩子們一同成長。
力戰、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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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回顾教会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圣经中“两个儿子的故事”......我自己也如同失散多年、流浪在外
的游子般，在 2015 年的圣诞回归到北约教会的大家庭中。那段时间的我身心疲惫，如饥似渴的
寻求主的安慰和陪伴。也感谢主感动我的灵，在第一时间我最需要主的时候让我紧紧的抓住了
祂！我深知自己迷失太久了，看着原来北约国语宣道会的兄弟姐妹们和成长中的孩子们，我感叹
时间的飞逝和我所错过的多年教会生活。
也真的是感谢主借着教会兄弟姐妹们的关心和照顾，让我再次的体会到神的国度的爱意和美好。
每当赞美诗唱响、祷告奉上之时，也是我灵深受抚慰和感触之时……于是每次在主日崇拜时、每
次“活泉小组”聚会时，在我灵深处都有深深的感恩和祷告，渐渐的主也让我明白祂在亲自和我交
谈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和身边的事物来回应着我的祷告......感谢主，让我在祷告中重新得力，也
在人生的低谷时刻遇到了我现在生命中的另一半，我们也从一次次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中和阅读
圣经中彼此了解和学习神的话语，如同两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怀着单纯爱主的心走到了一
起……主的恩典够我用，更值得我们感恩和知足的是，在教会牧师和师母，还有兄弟姐妹的支持
和帮助下，我和我的太太在 2016 年建堂典礼后的第一个主日，享受了神的恩赐在教会举行了简
朴而圣洁的婚礼。这一切主的恩赐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了主的应许“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
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不曾想到的”
在回归教会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我每天都在感恩我灵命的成长和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变化，我如
同渐渐清晰的看到神所给我描绘出的美好画卷，而我也置身其中在细细的体会和数着算主的恩
典......不论生活的高山还是低谷，我的耳畔总是不断的想起主慈爱而坚定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
用”。这也是主对我们这些儿女们一生的应许和承若，感谢主，感谢北约教会的大家庭，感谢活泉
小组的每位弟兄姐妹，主的恩典够我们一生汲取和奉献！
薛全虎

流動的河， 已起漣漪
活泉的袁博弟兄
一年前，因工作的關係從蒙特利爾搬到多倫多，正適逢新堂落成。由於太太的臺灣背景，被推薦
到活泉小組。“ 委身門徒使命，領人歸向耶穌“ 所謂流動的河的教會異象，給
我不少觸動，同時在小組聚會時在觀察“ 這個河是否在流動？
使徒保羅說他效仿基督， 讓信徒效仿他。 他指出了榜樣在造就門徒過程中的重
要性。 我欣喜地看到： 漸漸地，活泉小組的組長，長老願意嘗試“愛心大冒
險”， 敞開自己， 不掩飾自身的軟弱，失敗和難處，大家彼此代禱，一起承擔。
有了榜樣，一些組員也願意嘗試效仿。 可以預見， 如果教會的領袖，小組長，執事，都願意真誠
地敞開自己，彼此認罪，相互代求，讓基督的能力復辟我們，給普通會眾做出榜樣而願意效仿，
教會就復興了，流動的河正真實地流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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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AC 成立 25 周年慶 - 喜樂小組感言
以前雖有多年的信靠和仰望，但我承認自己常常感到焦躁和沮喪。尤其面對困難時，我總是希望
上帝照著我的時間和計劃來回應我的禱告。現在，我學習到如何求神幫助我，在一切事上都能耐
心等待神為我定的時間。我相信神會為我準備最恰當的時間，我已學會要耐心等候神。
-孫照禮
感謝神 ! 在參加喜樂小組的日子裡，讓我過得忙碌而且充滿感恩和喜樂。這全是神的恩典及看顧。
-李蒨 Emily
喜樂小組團契活動 : 有愛、有信、有望。不僅對聖經的學習比以前深入，靈命方面也有所提升。
真的，很感恩!
-郁慕珍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哥前十:12)….

-沈一苓

我要時刻遵守神的旨意，惕醒自己做個謙卑忍讓，溫柔賢慧的人，永遠快樂幸福的生活在主耶穌
豐盛恩典之中。
-趙晨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馬書十五章 13 節) 。基督徒的三從 (聽從、服從、跟從) 四得 (得救、得勝、得贖、得獎賞)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
-張乃容
主啊，我感謝祢揀選了我，讓我認識祢這位獨一無二的真神，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耀和福氣。
求祢堅固我的腳步，讓我一生始終都在仰望祢，感謝讚美祢! 無論處在高山或低谷，祢都看顧我，
求祢的靈充滿我，使我恩膏滿溢; 求祢賜我對罪有敏感的心，使我遠離罪惡，追求聖潔 ! 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門 !
-張孫渠/鄭弟光
我們喜樂小組每一周的聚會，認真討論聖經及分享牧師講道內容。弟兄姐妹們除了在聖經知識有
長進之外，在基督裡的生命也有成長，喜樂也加增。雖然我們小組歸在長者團契，平均年齡六、
七十歲，但是我們去健行、郊遊、烤肉時也不忘在戶外查經、每一周聚會後一起分享美食、喝咖
啡、跳排舞等活動，對身心靈都有很大的益處。
“喜樂”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之一 (加拉太五:2223) 。聖經上吩咐基督徒 “要靠主常常喜樂”(腓力
比四:4) , 又 “要常常喜樂”(帖前五:16) 。順從
這些吩咐, 就是榮耀主。
-陳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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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涌流

生生不息
约书亚小组

马可福音 - 第 6 章 第 7 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约书亚小组简史：2001
年约书亚小组分出以马内
利小组；之后, 以马内利
小组分出以赛亚小组; 之
后, 以赛亚小组分出安提
阿小组；以马内利小组分
成以诺小组和以利亚小组。
2007 年, 约书亚小组首
任组长任大立弟兄蒙召奉
献去做传道人，以赛亚小
组组长吴亚楠弟兄去帮助
诺小组和以利亚小组，约
书亚小组组长金平弟兄被
派往以赛亚小组任组长，
陳峰弟兄任约书亚小组组
长。约书亚小组所经历的高山低谷, 真是北约国语宣道会走过恩典之路的一个活的写照。愿下面
弟兄姊妹的分享,透过每个人的信仰生活和心路历程, 见证主的恩典!
陈峰弟兄的分享见证:
这几日查了一下旧的电邮信箱才发现我来约书亚小组己经近十年了。真是感慨万千。
十年前，約书亚小组重新组合，由我与段晓东任正副组长。因我俩各自的原来的小组几乎没组员
了(我的第一次在教会服事有失败感的经历), 被团契部王勐执事召到约书亚来，带同样人较少的
这个小组。
这十年，服事順利与不順利, 成功与失败都是常有的事。但似乎有点规律：本人灵里刚强(罪较少)
时，服事较有果效；灵里软弱(罪或老我占上风)时，服事沒有果效。实在是亏欠神的是：好的日
子比不好的日子少。唯願: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 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詩 90:15)
本人是：愿意服事，但常主次不分，且拖到最后才有行动。愿意爱神，可是日常灵修不够。愿意
爱人关心人，並分享见证主的恩典，只是常凭血气。好在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都互相接纳但待，
並彼此相爱扶持，所以约书亚一直没有停止聚会，組員也基本上守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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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下面是近五年受洗的弟兄姐妹：
• 2013 年 3 月 师小妹，林贵
• 2014 年 12 月 Larry
• 2016 年 3 月 张晓闻(Wendy)
• 2017 年 4 月 赵翔舟(Joe)，陈婵媛(Cindy)
下面是近五年約書亞小組組長
• 2012 年 – 2013 年 12 月 陈峰
• 2014 年 1 月 – 2014 年 10 月 張文玲
• 2014 年 10 月 – 2015 年 6 月 陳文勤
• 2015 年 6 月 - 陈峰
几件特别要感恩的事：
• 2015 年秋天，我的岳父母第三次来加拿大。这次岳父有失智症。全靠主的保守和怜悯，他
们平安过了四个多月。其中还参加了美东四日游，特别碰巧的是他们的旅游团有我们教会
的崔伟一家，他们夫妇二人一路照顾我的岳父母。感谢主如此地安排!
• 我们小组的孩子们基本上参加儿童主日学及主日崇拜。
• Larry 的健康这几年有大的好转。也開始了教會服事
• Cindy 的妹夫有一次病危，我们小组为他切切祷告。他结果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了。
提醒 / 努力方向:
林前 9: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還有的一點要靠主的恩去做的: 俺做粥(有米油的那種)的時候, 經常扑出来. 太太就責備我不盯
著粥鍋. Not focusing on the porridge pot! May our Lord grant me more focusing on Him
and when cooking the special porridge, just enough focus on the pot.
結语:
猶 1: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猶 1: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张晓闻姊妹的分享见证:
我和我先生 Joe 先后于去年和今年的复活节在北约国语宣道会受洗归于主耶稣。我们在约书亚小
组和教会的这两年里，也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和立志跟随主耶稣的宝贵的日子。想起三年前的某一
天，约书亚小组长陈峰给我打电话，竭力邀请我和 Joe 周日来教会听听“新”牧师的讲道。我还
记得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早上，教会当时还在中学 gym 里崇拜，Joe 一到学校就直奔操场的 Monkey
Bar ，在上面荡呀荡，怎么叫也不下来。我自己倒是跟着陈峰进了教会，但我心里一想着外面的
Joe 在春风里玩儿得那么 high，也坐不住了想着出去。当时我和 Joe 的状态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想
着出去， 一个在教会外面不想进来。小组长陈峰看到我俩信主多年后的这个表现，悲伤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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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在受洗见证中所讲的，慢慢地圣灵在我心里动了工，我来到了教会并加入了约书亚小组，
参加聚会并和大家一起学习。 2016 年的复活节，我决定立志跟随主耶稣。在我受洗的当天，Joe
也终于决定不在 bar 上吊着了，走进了我们教会。一年以后，JOE 在同一教会同一地点受洗。
感谢神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们虽然不配，他还爱我们如同珍宝。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1 章 6 节说：“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受洗后在教会和小组的学习，让我更深的体会到这世间没有一种爱能大
过神的爱，同时也慢慢地意识到我们是神用耶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 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得救恩
的目的是为了要事奉神。 如果我们不事奉神， 我们就亏欠了神，失去了我们的价值，失去了我
们被买赎的目的。
在今后的几年里，求主保守，让我和 Joe 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突破，让我们不仅仅听道，更
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行道---”活出基督”，无论在教会，在家庭里，在工作上， 在每天的遭遇里
面， 竭力地经历基督，得着基督， 让我们能够在外人面前活出基督的荣美来 ，把福音传扬出去，
引人归向基督，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功用。
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和 JOE 在今后几年里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
灵性，也建造我们的教会来完成神的大使命。也求主怜悯，让我们在约书亚小组里跟弟兄姐妹在
基督里有劝勉，爱心有安慰，圣灵有交通，心中有慈悲怜悯，大家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
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我们约书亚小组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盛文华姊妹的分享见证:
從 2010 年年初到約書亞小組團契，一晃已經七年了。還記得，第一次去約書亞，只有陳峰、王勐
和我三個人。於是，我們就用禱告的方式度過了那晚難忘的時光。
七年的時間裡，文龍長老在多年前一次主日證道中說的“作大樹式的基督徒，不作盆栽式的基督
徒”和王勐長老非常接地氣的“臉向著耶穌、跟著走”成為我的激勵。使我在一些較難的處境中
能因著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的愛與陪伴而繼續走在主所命定的路上。
過去的七年，也是每日在細小的事情上經歷神的一段時間。神常常藉著靈修、讀經回應我當時的
處境與困惑。因祂是那麼真實，我喜歡寫和翻看屬靈筆記，藉著記錄這些恩典的記號來感恩。祂
也時常藉著詩歌賜給我極大的力量和安慰。在看不到亮光時，“神的道路”和“眼光”，成為我
的火柱；在等候供應時，”Ten Thousand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Sing” 以及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成為我的頌讚；面對仇敵攻擊的時候，神賜我“Victor‘s Crow”來抵擋。
當我信心極其軟弱時，祂會讓我想起以前常唱的”許願歌“，而能重拾對祂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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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平帆姊妹的分享见证:
2016 年我做了一个挺重要的决定，回到我的受洗教会北约国语宣道会，这是自我 2010 年因病离
开后的第六个年头。尽管我在术后能走得动路时就去了家附近的华夏教会东堂，之后因为搬家又
辗转去过华夏的恩典堂和西堂，尽管各个堂的弟兄姊妹都像亲人一样的关心我，但我内心深处还
是想念我的母堂，我归主的地方。
我相信神的带领是透过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神的恩典也像清晨的露珠无声浸润。
进入一个教会首先必须加入一个团契，不然生命会没有根。我找了教会负责团契的弟兄，想找一
个离家近的，没想到又回到了我曾经的团契 - 约书亚小组，这个孕育了不少教会骨干，被神恩典
充满的团体。
团契生活让我结识了新的姊妹和弟兄，当然也有老朋友，组长一家陈峰和叶青，长老一家王勐和
孙植葳，还有 Maggie 和 forever young 的 Larissa。这个传奇的小组现在都是年轻的生命，有刚
信主还未受洗的，有还在慕道的，但也有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教会执事委身摆上的。每一次的小组
时间，大家唱诗查经分享喜乐和忧愁，也分享叶青和 Wendy 的甜点手艺。
随着越来越多的圣经的查考和生命的分享，就在今年同时有两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姊妹接受了洗
礼，向世人宣告了他们是属基督的神的子民，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和天上的天使一起为他们欢
呼雀跃。
回到北约进入约书亚小组只有一年，但我感觉和大家就像是短暂分别的家人，那种无拘无束和亲
密友爱非常暖心，因为我们同感一灵，彼此为肢体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父。
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感谢主让我回家了。
诗篇 133 篇一直是我心向往的，我要把这首诗篇送给我们的约书亚小组，愿神的恩典像黑门山的
甘露，滋润着每一个仰望他跟随他的孩子。
陈文勤姊妹的分享見證:
自从女儿出生之后，由于要照顾孩子的缘故，过去一年多我们一家参加团契的次数其实很少。但
是组长还有小组的弟兄姐妹特地来家中看望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温暖。我跟 Connie 姐妹每个星期
祷告的时候，她会跟我分享小组弟兄姐妹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为小组和教会感恩和祷告。
陈峰弟兄也和我爱人一起祷告。这些祷告和分享，给了我们夫妻很多灵里的支持和帮助。虽然我
们参加团契的次数不多，但是因着神怜悯，借着祷告，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仍然可以在主里联结，
一起同工。神实在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他赐福看顾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顾念我们工作和家庭
里的需要。特别是看到最近几年才受洗的弟兄姐妹的成长，让我很受激励。Connie 姐妹为着司事
的服侍尽心竭力。Wendy 姐妹 和 Joe 弟兄受洗之后火热的追求和事奉。Larry 弟兄和 Cindy 姐妹
夫妻先后受洗，然后 Larry 的父母也都决志信主，看到他们的孩子参加 VBS 脸上开心的笑容，真
是觉得上帝是信实的神. 小组的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爱心和信心的榜样。他们对生活
的热爱和在主里的包容和坚忍使得团契更有烟火气和持久力。愿上帝更多使用我们小组成为分享
福音和爱心的出口，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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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初姊妹的分享見證:
我很小就认识耶稣了。我的外公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年轻时候的一次梦中，他们梦见走
到了神的国度，感受到神的召唤。至此之后，他们就信靠了主耶稣。主的恩典一直在我的家中。
就在我外婆去世前的几年里，她经历了大大小小几次手术。可神的眷顾重来没有让她感觉到任何
的痛楚，给我们见证了神对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日日夜夜的保守着她。
在我结婚两年的时候，我和我先生在安省伦敦附近的一个小教堂受洗了。感谢神对先生的做工，
让他能从对神的一无所知，到一点点去认识神，靠近神，去学习神的话语，到愿意来侍奉神。我
们也由开始的一个人，到现在六口之家的大家庭。凡事仰仗主，依靠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激
神对我们家的恩典。
来到多伦多之后，认识了陈峰一家，他把我们带到了约书亚小组。但在决定来到北约宣道会之前，
我们一直在犹豫。教会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第二个家，选择教会是一个慎之又慎的决定。但是，当
我们参加了几次崇拜后，当我们看到了孩子在这里的 kids program 里认真愉快的学习，我们坚定
了信念。是神让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充满神的喜悦的大家庭里。
师小妹姊妹的分享見證: -- 惊叹主恩：十字架原来是这么美！
“世上有朵无形的花，两片花瓣塑成了她。横贯竖穿根深处，绽开花名十字架。十字架，唯一救
法。破碎你心，是绽放的花。沁潤你灵，是生命的花。经历美丽破碎，折射生命光花…..“。
每当我唱起这首名为“十字架，生命的花”的诗歌时，心里总是充满感动和惊叹：神的美意和十
架救恩是多么奇妙。她不仅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脱去旧人，换上新人，而且还能一路帮
助我们的新生命不断成长，更新，绽放。十字架，就像生命的花。她意味着：当我们跟随耶稣，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时，我们其实是在给神赐与我们的新生命浇水施肥。虽然辛苦，但其绽
放的美丽及我们内心的甘甜，足以让我们留恋忘返，继续撒种耕耘，开花结果。由一人到万人万
国，由一代到千代万代。这是我们的神多么宏伟的计划，多么长阔高深的爱。
回想自己当年，由于个人原因寻求主跟随主，并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高枕无忧时，却遇到当
时一起同工的小组长的突然不告而别，而怀疑自己是不是信错了，到了要走回头路的地步。在这
个关键时刻，神安排小组的一位信主多年的姐妹，约我每周一起祷告。又让我看到小组其他资深
组员是如何靠着神的带领，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扎根小组，扎根母会。借着小组团契的平台，以身
作则，吸引无数慕道友及同工，并充满喜乐和感恩。神让我看到他们是如何靠着神的恩典，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并乐此不疲。让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为主做见证，亲历主恩。让我不
禁惊叹这是神多么奇妙的带领。
我们北约国语宣道会也是这样。从二十五年前几个人租房开始，发展到现在二百多人四世同堂的
中型教会，并得以在自己的教堂楼里崇拜，聚会。不管其间发生了多少人事变动，但主的事工就
像盘石一样屹立不动，像活水的江河，汹涌澎湃，生生不息。
愿神继续引领，祝福，保守我们北约国语宣道会和我们约书亚小组。感谢主恩，感谢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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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思荣姊妹的分享見證:
在群里看到兄弟姐妹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教会成立 25 周年要写感言，心里咚的一下，想起教会
十周年堂庆好像就在不久前，那份配着小菜的鸡扒饭，还有 4 个兄弟表演的节目-------三句半。
哎，人老了就是不能在海边久站，是不是海风迷了我的眼？
我是在 2002 年的冬春之交，孙植葳带我来教会，并在春天的时候受的洗。那时候的自己刚刚移民，
没车，没房，没工作，因着主的缘故，每个星期天欢欢喜喜地来教会，结束之后，高高兴兴地被
带着去买菜，印象中的日子过得平和而自然。在教会，总是被关心着，保护着。慢慢学着读经，
学着祷告，学着像那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们一样生活。感谢主的保守，让我的生活满有喜乐。
年有四季，人的生活也难免有起起落落，我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些属灵的弟兄姐妹
们，能够多年以来一直过着属灵的生活？服事弟兄姐妹，传福音，参加小组，读经，祷告…… 他
们的工作中从来没有挑战吗？他们的父母不会老病吗？他们的小孩不会叛逆吗？显然不是，他们
能够淡定从容的面对艰难和困苦，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坚定。主耶稣强调祂是生活活水的源头，凡
信祂的人生命将被更新转化，从心里涌出喜乐与平安，在困苦中仍经历主的丰富。2014 年是我生
命中被永远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也经历了神的恩典。2014 年 1 月 6
日，婆婆心脏粘液瘤，做开胸大手术，76 岁高龄，靠着神的怜悯，3 月底，基本恢复了之后，我
回到了加拿大。接着，多伦多租了 1 万多尺的房子，雇好了老师，分校开张。2014 年 6 月份，公
公确诊肺癌晚期，已经发生了融骨，医生说最多 3 个月了，让家属做好准备。2014 年 8 月份，自
己腿摔断了！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没有信心，被别的公司挖走了。老师们聊天说，这个学校好
奇怪，守着一个空房子，老师比学生还多。别人没有信心，我对自己有信心，我知道我是一个蒙
恩的人，因着神的恩典，我才走到今天。家里的亲人，至今回忆起那段日子，还是眼泪汪汪，到
了我这里，全是段子，比如，不管是不是探视时间，我能自由地摇着轮椅给公公送饭，送水果，
保安从来不拦着，愣是有了一丢丢特权阶层的感觉。在最困难的时候，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大能，
被神护佑着走出来，3 年多过去了，婆婆部分白发转黑，公公各项指标也都正常，没有亲身经历，
很难相信的奇迹。
我在人生的第 32 个年头，移民的第 3 个月，有幸来到了北约国语宣道会，有幸认识了主，我们的
神，北约国语宣道会陪伴了我 16 年的风风雨雨，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有了这个家，不管人在哪
里，我的心有个地方安放，心安是福！
韦思荣 2017 年 8 月于新斯科舍省
悉尼市

流动的河，活水涌流，生生不息。愿主纪念和祝福曾经在约书亚小组得蒙造就，衷心服事的弟兄
姊妹：任大立夫妇，吴亚楠夫妇，夏永明夫妇，陈凯夫妇，周春波弟兄，罗川夫妇，段晓东夫妇，
李广元夫妇，杨文阁夫妇，马淑荣夫妇，高葳夫妇，张桂霞夫妇，张文玲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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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yard Fellowship Reflection
By: Larry Zheng
Throughout the past year, it has
been encouraging to see our
Vineyard group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and speaking their minds. When I
see those who usually keep to
themselves speak up, I see growth.
We don’t have the stability,
continuity, nor the consistency of
the other two fellowships, so we
have to build togetherness in other
ways when we have everyone here
(usually through competitive board games). Sometimes we have 18 members, and some
weeks we have as little as 2 when some of us are away – a reflection of the volatility and
uncertainty that comes with the university life.
We have never been about deep Bible-diving into its history or theological ideas (I am not
qualified enough for that) – instead we have always learned better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s and brainstorming ways we can apply our weekly sermons into our daily lives.
Practicality is a big focal point. The ultimate goal is, and always has been, for us as a group
to stay true to our fellowship name, to branch out into our own communities when we leave
this church and be empowered in spreading our faith.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our group is that it is an open forum for discussion. When we share
our belief in Jesus to non believers, we are inevitably faced with hard-hitting questions that
may sometimes shake the core of our faith. Our fellowship is a place where we can regroup,
tackle these questions together, and build the confidence for the next time we are faced
with a similar situation.
It is my belief that true faith can only be fostered through constant reflection on why we
believe what we believe, and not just taking everything at face value. When we obe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why”, our conviction is easily swayed at the first sign of resistance. In
university, Christians are exposed to the beliefs of the world and ideas of other cultures. I
am not advocating for embracing these ideas wholly (being ‘reborn’ as a bench in a park will
never make sense to me as a concept nor is it uplifting), but to shut these things out entirely
robs us of a great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our own faith better, and why we choose Jesus
over anything else.
My hope going forward i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encourage and build each other up as we
have done, as well as continuing to grow the fellowship by providing a welcoming
environment for new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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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camore Fellowship Reflection
By: Brian Kang
Sycamore (high school/youth
fellowship) has gone through
many chang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Whether it's in location
or time, new grads from
children Sunday school, or
saying farewell to those going
to university, I'm proud to say
it's one of the longest running
fellowship in the church. God
has been faithful and has
created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ng people can feel safe, learn about meaningful topics (such as the book “I Kissed
Dating Goodbye” by Joshua Harris), have long lasting friendships, and developing
foundational godly values that will guide their life.
Praying and reading the word can be tough at this age, especially when students are
pressured to study for their future and other priorities are fighting for their time.
In Sycamore, we want God to be the most satisfying, joy-fulfilling relationship they can ever
experience. That's why we try to plan fun, meaningful activities that points to God. In the
past, we had jam sessions (worship night) where anyone can play any instrument and have a
whole night worshiping God. It felt timeless, satisfying and awestruck, in surrender to
worship God. Another memorable time was packing shoe boxes full of toys and other items
we take for granted for children in poor countries.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 gym night, baking,
doing Christmas skits, crafts and outings. Hopefully, these activities allow a lifelong journey
of Spiritual bonding, empowerment, growth, and maturity with like-minded Christians.
One of the keys to success is to pray and have bible study. Through this, we learn how to
have Jesus' peace and place ours worries at His feet. This includes sharing about our weeks,
praise items we have, and struggles (mainly school) we are going through. It allows us to be
sympathetic when things aren't going great, to carry and lighten each other's burden like the
way Jesus carries ours, and show that we have each other's backs.
One way I learn to grow in faith was by serving. And what better to serve then to volunteer in
every ministries. I was able to find what I excel and didn't excel in. I developed my leadership,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qualities. It drew me closer to God because I knew I needed to rely
on God's strength, wisdom and guidance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wherever I'm serving.
Which means I would do all I can to not sin.
We had many youths who were baptiz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It was very encouraging to
see them give their life to Christ. It was one of proudest moments as a youth leader. Lik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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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baptized and being involved in the church, I hope they will be able to find true joy and
purpose.
I want to thank Angela for putting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overlooking the fellowship. She
took initiative to choose books, planning programs and showing genuine love even at times
when it was hard to.
I hope that through Sycamore fellowship, in those brief moment together, it is a glimpse of
w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will be like. No pleasure can come close to the treasure we find
in Christ. We will be God's hands and feet to the world.

Light Fellowship Reflection
By: Bronco Lam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at the many wonders and signs
performed by the apostles. All the believers were together and had everything in common.
They sold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to give to anyone who had need. Every day they
continued to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courts. They broke bread in their homes and ate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praising God and enjoying the favor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number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Acts 2:42-47)

What should a church look
like? How did the first
Christians gather? This
passage outlines the early
church and how church was
done after Jesus’ great
commission. Our Light
fellowship looks to this
passage as a model of
fellowship. Light consists of
the young adults in our
English congregation who are
learning to build ourselves up
spiritually in teaching, in
fellowship, in prayer (and in food!). We have been through many book studies, learning
everything from basic Christian values to the more difficult topics and how to respond as
God’s chosen people.
We meet every Friday evening. For some, this might be after a long week of work so we see
the best and the worst in each other as we patiently pray, worship, discuss and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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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e can be doing so many other things on a Friday night but we choose to meet.
Our fellowship attendance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One main reason for this consistency is the
build up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is developed during the unprogrammed prayer time where the personal and close
conversations come out. There are nights where we stay until the church building closes
before we leave. We have tears and we have laughter. We have the hard conversations
when we need it. We don’t attend fellowship for ourselves, but for others. We are each
other’s support. During our prayer times, we split into girl and guy groups. We believe that
God has a different role for each side. Meeting with our own gender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to be women and men of God. We share our struggles as well as our joys with each
other,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In addition to Fridays, we meet every Sunday after service at Mcdonald’s next door to
discuss the sermon we just heard. It is a very relaxed meeting, where we encourage
meaningful Bible talk with a side of fries and mcnuggets. Our goal during these meetings is
not to overload ourselves with more teaching but to apply the lesson we have learned over
the next few days before we meet again.
We have learned that God has His own timing and that He is faithful. We are at the life
stage where careers are developing and relationships and families are starting. We are
seeing where God will bring us to next. We are learning to be more open to God’s leading
rather than our own, to respond to situations in a Christ-like way rather than with our sinful
reactions, and to love others as Jesus has loved us.
The next step in Light’s growth is to learn by going out and giving. We trust that God will give
us opportunities to step outside the church to serve others, not just ourselves. We are
praying that He will use us as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world, going into the darkness as His
soldiers. Jesus is coming soon – let’s hold on to that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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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大事
张语嫣
信仰是件大事。改变信仰更是件大事。
由于从小生长在“红旗”下，收到的都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教育，我的思维不可说不固执在
各种哲学辩证法里。诚然父母的家教是极为严厉的，对人生的指导也是颇为积极的。
从小，我就体弱多病。在那个中国没什么私家车空气质量极高的年代，尤其我还有个身体好
得冬天不穿毛衣还敢偷偷下河游泳的哥哥衬托下，我的“柔弱”几乎是住宅区里出名的。虽不是
大病，但呼吸道感染和腹泻几乎一直“伴随我成长”。爸妈说我上小学以前每年都会肺炎支气管
炎两三次，住院挂吊针是常事。就算上学之后直到高三以前，每年也必有挂吊针的时候。然而爸
妈在这方面不信邪，坚强的他们带着我撑过来了。那时我们靠的是一股子不服输的信念。靠着这
信念，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国家西南几省最好的综合大学，熬过军训居然没有晕倒，在大学里也
通过健身体验到了“身体好”的滋味，大学毕业前更因为实习果效良好而为自己找到了留在北京
的好工作。这些远离上帝的日子，我相信只要努
力就有回报，只要不服输有恒心就可以改变命运。
要说我家的生活远离上帝，那是真的。可这并
不代表我们真的“唯物”和“无神”。
我外公曾跟某师傅学了数年，从而知道了如
何批命，如何看风水，甚至如何改命。然而外公
学成“下山”之后，却从未拿这个本事发家致富，
相反他因为学习了文化知识，而用文化知识以及
辛苦务农养家。外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倡
导唯物论，另一方面却是正是因为他的学习。
“跟阴性物质打交道可知许多人不可知的东西，
可帮许多人不可帮的东西，但是还是要少跟阴物
交道，因为那些东西帮你多少，从你身上拿走的只可能更多。”于是，外公便极少做这些事。
小小的我，好奇那究竟是个什么世界，却也被外公的话吓唬得不敢过分好奇。外公终身没有
收徒，连自己好奇的儿子们都没有传。越大我越知道，那是因为他越了解那个东西，就越害怕那
个东西。所以外公很清楚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人，他是宁可不收徒，这样的本事误传了人只会害人，
还不如跟着他一起埋土里带走。
对于这些，我们在大陆的人其实都不陌生。逢年过节，不祭祀祖先的有几人？遇“鬼节”不
给祖先和“过路”的烧纸的又有几个？即便不愿意当人面做的，心里不念几句悼词的又有几个？
这些都是迷信活动，没错的。许多人因为受高等教育是绝不会从事的。然而大家不会忘记 5.12 汶
川大地震吧？大家不会忘记今年的天津塘沽港口化学品爆炸事件吧？！全国乃至全世界多少华人
为此祈祷？！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难道不是希望天上有那么一位神能保佑我们的吗？若不是如
此，祈福的诸位，是在向谁祈祷？
小时候周围的人虽很多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心底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些
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的事。他们也会害怕被“阴性物质”找上，因此“不信邪”的同时也总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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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庇护自己和家人。然而我一直困惑，既然有那么多“阴物”，为何这世间未被“阴物”所
控制？！于是我不断地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高中的时候我读到了宋耀如（宋氏三姐妹的父亲）的传记，那时我才知道，除了许许多多
周围人信的“阴物”，还有“上帝”这个创世主和救世主。于是我和父母聊起来，父母只知道西
方人的信仰里有这么个神，还知道有耶稣，但他们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他们知道的点点滴滴不
过是从老电影里看来的，就如同他们谈起孙悟空的世界一样。
我极好奇，如果说共产党的信仰让当年的他们坚决地反封建，那被大陆和
台湾都尊为国父的孙文，还有支持国父的宋耀如那些人呢？他们的信仰又
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能够坚决地反封建？国共的信仰如此不一样，
是什么促成他们的三次合作？时势固然将国共推向合作的局面，然信仰不
是儿戏，那是双方曾一度宁愿掉脑袋都不愿放弃的大事，难道为了合作就
要放弃信仰？！
这种对历史的好奇，竟然帮我打开了认识了解耶稣的大门。大学本科
时代我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许许多多西方哲学、美学，宗教的书，又选修
了西方哲学美学的课程。我的思维已经从小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我发现，的确如美学教授所分
析：世界上的宗教和哲学是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这些方式里，只有基督教完成了整个逻辑
体系的建设。它不仅解释了我们从何而来，将到哪里去，而且也解释了关于人性善恶这个自古就
困扰中外哲学家的问题，它给予如何为人的道理，指引世间的人该如何行，并告诉人各种行的后
果。我终于知道，正是因为孙文内心里坚定的信仰，才可以让他摒弃国共信仰的不同而与共产党
携手合作，正是孙文内心纯纯粹粹的信仰让宋耀如之类的能力本事更强于他的人甘心供他使用。
（至于宋家后世子孙的变化那又是另一个故事。）然而这些大学里听门外汉，旁观者的分析，让
我对基督教产生了真正的好感。
在远离上帝的日子里，我在慢慢地观察，发现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太多受到中小学校教育
的影响（虽然其他方面有），我小时候在家里阅览的杂书和文章已经将上帝的灵种到了心里。我
在虽不识得上帝的日子里也在慢慢地让自己靠近他，自大学本科学习之后，我就一直在等待自己
大悟的时刻。
移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痛苦的抉择。那种“连根拔起”的痛楚，不是身
在其中的人很难有切身体会，更何况这还并不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的，还是被迫的。凭着自小养成
的坚强，我挺了过来。移民之后日子虽然依然艰难，但却在一天天往好了去。刚移民的日子除了
孩子，便没有太多别的事。关于人生，我便重又思考了起来——然而仍是不得解。
那个阶段，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都是信耶稣的。我没有加入教会，却不断受到这些新朋友的
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加拿大才一周，切朋友送来的干香肠割破了手，都看到了白白的筋，而
漆黑的门外零下 30 度，连创可贴都不知哪里找的时候；家里有孩爸准备的上好的沉重的实木床，
想换间卧室搬却搬不动，需要一把螺丝刀拆床的时候；想做中餐不知道调料哪里买的时候；别家
孩子早在 3 月就报好了夏令营的名，我却连方向都不知道的时候；还有更多因为对前途担忧而焦
虑却不能为人道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时候……是这些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信耶稣的朋友们帮
我在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过起正常的生活。诚然我一如小时候父母教养的那么坚强，可有人帮的时
候内心的感受是和孤独的坚强完全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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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日，我对一个朋友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朋友立即微笑着回答：
“不是人性的光辉，那是神的光辉！”
我虽无法立即领会朋友的话，可自小向往自由博爱的心也多生出向往，向往这样的光辉！
不久，去年 12 月底，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放弃等待“大悟的时刻”这种执念，要自己走到上
帝里面。那是豁然开朗的日子。我立即联系身边信主的朋友推荐教会，告诉他们“我要信主”。
信主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蒙福的。虽然日子过得也还凑活，但自以为家家都有一本难
念的经，人看见的都是别人的光鲜亮丽而不知背后的苦。是的。我是知道感恩，是知道欣赏人生
路上每一帧的风景，但一个人再坚强也有时难免意识到自己的“苦中作乐”啊！
初信主时，我曾以为自己走到上帝里面完全是自己一直心里追寻的结果。然而上帝又告诉我
不是的！今年上半年 5 月的一个礼拜日，我突然心中感动涌来，“就知道”了我的信主是有一位
重要的朋友为我祷告的结果。我回到家立即电话两月不见的这位仅有过一个月同窗之谊的外国同
学，问他可有此事？他竟然感动得在电话里微微泣不成声，用毫不了流利的英语祝福我，并承认
他为我的信仰做了禁食祷告。一个月的暑期课里，我只知道他是在教会工作，对于信仰，由于英
语水平的障碍，无法跟任何其他的同学聊起，他也从未向我传过福音。而这次，他才原原本本告
诉我，他是生长在信主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他中学时候因为突然发作的癫痫而打扰了学业，在经
历愤怒和对上帝的怀疑之后，面对医生也解决不了的疾病，他最后仍是只有求告上帝。这样的经
历其实多少人有过，在药石难医的时候，在人力不可为的时候，任何人都是想抓一根救命稻草的
啊！只是他自小的环境让他知道只有这一位神是可求的。他重新无可奈何却无比诚心地祷告，癫
痫居然就这么好了。他自此打算侍奉上帝。我又知道，除他之外，滑铁卢的信主的朋友们也将我
放进祷告里面，我现在教会的朋友们也每周将我和另几个朋友放进祷告会中。我才知道，我受到
的帮助和爱，远比我想象得多。
信主以后，我通过不断地在教会学习和跟教友的零零散散的交流（说来惭愧，因为孩子的兴
趣课太多，我并未参与到教会的小组活动，只有每周例行的礼拜而已），逐渐了解到，此前的人
生其实上帝的光辉一直照耀着我的，也一直照耀着地上所有人的。上帝的光吸引着每一个人走向
光明，然而我们有的不自知在黑暗之中（这便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有的像我一样心有向往，
人都走到了黑暗隧道的道口，却因各种原因不肯踏出道口。我才知道只有人自己真正踏出最后那
一步，我们才能真正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中！！！
踏出了这一步的我才意识到此前的自己尽管读书不少，自以为遵循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去认识
世界是多么聪明，然而事实是截然相反。信仰，就是靠“信”！
一如西方的世界，科学和上帝从来不是对立的，相反，正是西方那些信仰上帝的许许多多的
科学家发现了世界的规律。
信上帝之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没有多大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仍是照顾子女的同时学习，能
够做点工作就做点工作。然而心境不一样了，开心得多，再也不必苦哈哈地“坚强”，心里知道
只要我能和上帝在一起，上帝必和我也在一起。一如现在的我，很感恩上帝没有拿走我学习的能
力（这种能力英语常用 talent 来表达，也是天赋，上帝赐予的礼物的意思），我也感恩他赐给我
勇气（已经带一个孩子念过第二回大学了，真心累，从前真的计划不要再读书了。然而现在还是
提起勇气要再次走入校园），因为他听见了我的声音，我终于明白这就是上帝眷顾我的方式，那
我自当好好使用，不是吗？
我相信并一点点地学习将自己余生交托给主，因为主的光辉会照耀我，带领我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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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用的恩典
Larry
从小到大，我不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算命的说我的手掌纹路太多，命运会很坎坷。我也从
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多我想得到的东西，我总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刚刚够得上。
父母一直教导我，人生要靠努力和奋斗。一直以来，我也都努力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得前进。 大学
毕业去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每天都做着一夜暴富的发财梦。创业，开公司。 几年下来有点进
步，但觉得没有太好的机会，赚钱的速度不够快，就又想出国读书。于是，雅思，托福，GMAT， MBA。
读完书有了工作，收入也在增加。 可还是觉得这样不够快。一边同时在做两份工作， 一边还在反复
考虑是不是要回中国， 那样赚钱也许可以更快？ 我很相信俞敏洪说的话：一只蜗牛，只要不停地努
力，也可以像雄鹰一样看到金字塔顶端的风景。
结婚了，没有太兴奋，老婆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也不是个富婆。:-） 出国了，不是很快乐，因为不是
美国。硕士毕业了，不快乐！ 太晚了，也不是常春藤。买新车了，不快乐！又不是奔驰。又买了
HOUSE，还是不快乐！房子不够大，还不够新，地点也不是太好。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悦，因为我总是觉
得自己付出太多，而得到的远没有我想要的多。我就这样“不快乐”地，无依无靠地，不知足地爬在
通往金字塔顶端的路上。
很累！
为什么我就不能毫不费劲地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王牧师一样，轻松地拿到状元和三个
博士学位呢？：）一直到去年年底，我终于如愿以偿，幸运地没有付出什么努力，拿了个状元。而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元。 朋友和同学中间，我第一个得了癌症！。。。。。。这下我算明白了，大部
分蜗牛是到不了金字塔的顶端的，因为他们半路上都是要累死的。
这次很幸运，是真的很幸运。因为神并没有抛弃我。他在我最软弱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信息。这一次我
没有再像以前一样简单而傲慢地拒绝祂。而是细心聆听了祂给我的信息。祂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祂一直在与我同行，还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肩并肩。祂告诉我，不用为明天忧虑，野地里的草今
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如果我信靠祂，我不会因为疾病倒下，
却要因此而得着永生，并且得着更丰盛。我第一次觉得人生有了实实在在的依靠。我把自己完全交托
给了主。我决志了。 在接下来的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我的内心平静，而且安宁。 我知道，哪怕是在
只有我一个人的治疗室里，神依然陪伴这我，看顾着我。第一次做 MRI 复查前，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不知道治疗效果怎么样。检查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睛空万里，阳光明媚， 我和丹泽尔华盛
顿在打高尔夫球。醒来后，上网一查，他就是一个基督徒，还拍了一部保护圣经的电影。我彻底释怀
了！ 感觉非常平安。就这样，在神一路的带领下，我顺利完成了治疗。 康复的情况也很好。这之后，
神甚至还又为我安排了一份非常适合我的工作。感谢主！阿门！
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和医院的床上躺着， 回想走过的“不快乐”，而且不算长的人生道路。 既然
金字塔的顶端。。。。那是肯定是到不了了， 接下来我该做点什么呢？过去的人生都是在不断的求，
求，求；求生存，求发展，求财富；求这一切世上的虚空。却没有求过真正的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从来都不是为了给自己求什么。他的到来就是为了让世人蒙福，甚至用十字架的苦难来洗去世人的罪。
教会里的兄弟姐妹，牧师，迎新小组还有团契都不断地给我提供支持和帮助，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
反过来看自己，为妻子，孩子，和慢慢老去的父母，我做的实在不够。
今天，我愿意在神的带领下，背上他赐给我的十架，亨受这奇异的恩典。今天受洗我非常快乐。圣洁
的水洗去了我的罪，让我告别了过去虚空的生命，喜乐平安的新我今天诞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兄
弟姐妹.神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地与神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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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真神
周守明弟兄

我生长在中国大陆，在多年唯物论的教

请下，怀着对“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强烈好

育下，曾经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和许多

奇，我迈进了“北约国语宣道会”的大门……

人一样，我曾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超

来到教会的第一天，我便被这里的某种

乎自然的力量。那些被人们尊崇、敬拜的

气氛所感染–那是我从没体会过的另一个世界，

“神”，无非只是人们在软弱失意、绝望无

一个充满爱的土壤，这里让我隐约找到了一

助的景况下，为自己编织的、虚幻的精神支

种久违的“家”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这

柱而已；退一步说，即使“神”是真实存在

原本是那创造万物的神在我心里作了功的缘

的，那也只

故。在这种友爱的氛

不过是尚未

围中，我“感性的”

被科学实证

一面开始欣然接纳并

的某种“物

享受这个属神的家庭

质”罢了。

带给我的欢乐和归属

我曾坚信，

感；然而，我“理性

只有人才是

的”另一面却不时告

自己的主宰，

诫自己，这个世界

科学的发展最终一定会让人们摒弃那虚无缥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自己”。

缈的“神”、“灵”！就这样，在欧洲生活

教会的“迎新小组”为慕道友提供了宽松的

的七年时间里，我那后天养成的、强大的宗

学习环境。在这里，我逐渐认识了《圣经》

教免疫力始终使我对福音加以排斥和不屑，

是怎样一本书，了解了科学的局限性，认识

更是将“上帝”拒之千里之外。

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通过与他人的讨论、

来到加拿大工作、生活一年多后，我和

牧师的讲道和参加小组团契，我逐渐认识到

家人发现，虽然这里的华人人口众多，但我

对“神”或“上帝”武断的排斥不是我与生

们身边竟然没什么朋友，生活中交往的圈子

俱来的本能，而是先入为主的教育使然。我

也很小。这时我的太太海燕在 Early Year

对“上帝”的漠视和批判完全基于对祂的无

Centre 里认识了教会的一位姐妹，在她的邀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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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时时被那

得了感恩，感恩于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天；更

位公义又慈爱的“神”，在以色列这个特殊

多懂得了倚靠，将生活、工作和家庭中的重

民族历史中的作为所震慑；也常常为耶稣为

担都卸在神的面前，因为祂应许我们说：

了救赎我们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怀所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感动。同时在“迎新小组”和团契小组里，

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同时在我

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他人的见证，我慢慢认

软弱、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我需要帮助的时

识到，其实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都留有神恩典

候，我都学习借助祷告与祂交流，祂也一定

的痕迹，只是我没有发现，而是将它归功于

会垂听我的呼求并给予我随时的帮助。我深

自己的努力罢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信祂是信实的主、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里说的：“使你与别人不同的到底是谁呢？

今天，当我准备奉耶稣的名受洗皈依基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

督的时刻，我感恩于上帝的带领和感动，感

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 4:7）”?于

恩于牧师的教诲和弟兄姐妹的帮助，感恩于

是在牧师的呼召和圣灵的感动下，我于 2013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如果问我：

年 4 月决志信主。不久，海燕也决志信主。

从背离神到转向神，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

感谢圣灵引领我来到祂的面前，使我从

会以保罗在《罗马书》中的一段作答：“自

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投奔了上帝的怀抱。我

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知道我们刚刚踏上天路之旅，路上一定会有

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

许多未知的艰辛和苦难、迷惘和困惑，但我

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20）”!

相信，只要凡事信靠、顺服神的旨意，祂必

愿荣耀都归给全能的上帝！

会指引和带领我们前行。信主后，我更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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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召唤
杨大勇
我是 2010 年 12 月在远志明的彼岸多伦多首映式的布道会上觉志的。觉志的那一天我觉得是靠着
神的力量。当天首先是彼岸首映，然后是远志明的布道。在结束的时候，他在召唤人信主。我此
前参加过一些布道会，说实话我对这种召唤不太接受。觉得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可是当时，我
觉得想举手了 ，不过内心还是有些犹豫，于是压制了冲动，决定等等再说。可就在这个时候，远
志明突然说，在座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有觉志的想法不要压制，因为这是神的感动，是神在召唤你。
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无法再抵抗了，手臂好像被神托了起来。于是，我就这样觉志了。当时觉
得有些巧合，现在认为是神的眷顾和美意。
神一直在看顾我，给我安排了一个最好的时间回到他的怀抱，感谢主。
从 2002 年正式开始接触基督教到 2011 年信主，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刚开始，只是为了多了解北
美的文化，对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认可，认为无非是教人向善，多施爱心而已。和中国的道
教佛教没有区别，都是相对迷信的教育。在唯物主义的熏陶下，我一度认为所有的宗教包括道教，
佛教，基督教都是人为的杜撰。认为只要是逻辑上无法解释的都是虚假的，都是人对无法理解的
自然和命运安排的一种无奈，从而消极做出的自我欺骗和安慰。于是，对基督教的接触也是本着
取其爱心，去其迷信的指导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相继信主，我也慢慢有了很多基督徒的
朋友。尤其是我爱人信主之后，我也经常混迹与基督徒的聚会之中。但只限于日常交流，谈到了
信仰我就敬而远之。日常接触中我也会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好的事情我认为那是人本性的
善良，我会敬重他。看到不好的行为，就会认为这人在他们的神的教育下尚且如此，这基督教不
信也罢。
不过，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加，我自己
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我慢
慢发现自己更喜欢和基督徒一起聚会，
和其他社交圈子的汇聚少了起来。因
为聚会的话题不一样。比如同学聚会，
话题多围绕着工作薪水房子孩子，其
中还参杂些相互攀比。可基督徒的聚
会，多半是讨论如何在神的指导下生
活，如何在神的国中过快乐的生活。
而且期间还能学到一些可以指引人生
的新知识。这也正是我一直追寻的。
我了解过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
周武王的易经，甚至读过鬼谷子的书。这样做无非是想找到快乐人生的指引。后来发现，这些知
识大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还有些晦涩难懂。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的作者本身并不是完
人，一些他们自己写的东西，他们自己也做不到。如果是这样，这些理论也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就像“人尽所需”的时代永远不可能到来，因为人们永远把自己想要的当成是自己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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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圣经就不一样了。他是神的话语，作为神他是圣洁 和公义的，世界上唯一完美的。更重要的
是，神指出了我们为什么无法完美，无法圣洁 ----- 因为我们的原罪。在真正了解了原罪之后，
我突然觉得轻松了，释然了。以前因为对自己做错事的 纠结和恼怒被化解了。这时候我的罪并不
是我真正的罪，只是原罪的衍生物。至于如何认识原罪，又要回到我和基督徒接触的话题上来了。
另外一个让我更喜欢和基督徒聚会的原因是我发现大多基督徒都很谦卑和温柔，而且这种谦卑是
发自内心的。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性发展的时代，和他们接触让我觉得很轻松愉快。就
在这个时候我觉志了，因此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圣经，去了解神对我的爱和救赎。
觉志之后通过对圣经的学习我逐渐的了解了我的原罪。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有的罪都是出于
此。而这样自我的原因，就是背弃了我的主，背弃了我永生的依靠，并试图与用爱心造我的神平
起平坐。知道了这些，我越来越感叹圣经的真理性，感叹神的智慧。只有我们的造物主才知道我
们最根本的错误。同事也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能谦卑，因为只有在神面前认罪，人才能谦卑。
如果说认罪让我了解到了神的智慧，那么救赎就让我知道了神的爱心和大能。在知道神让他的独
子为救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最后为了我们的罪而受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真是爱我们。在神面
前认罪是快乐的。在世上，如果我们认罪，会被判刑，失去自由。可是在神的国里，我们认罪了，
反而被救赎了，反而重新回到了神的身边，并可以享受永生。这种爱在人里面是没有的。只有神
可以做到。以为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阿门。
自从决志信主之后，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变得快乐了。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不如意而烦恼，
因为没得到机会而沮丧的时候少了。因为我在慢慢相信神的带领和安排，相信只要是主给的就是
对我最好的。我的眼光是有限的，我的想法会是自私的，而神的眼光是超时空的，神对我的爱是
无限的，也是公义的。比如两次险些得到华尔街银行的工作机会，当时有些沮丧。但事后证明神
的安排是对我的爱，对我的保护。在对神的 信心方面，有一件事让我自己也无法理解，如果换成
以前我肯定会对信仰产生怀疑可能不会受洗。在我觉志信主之后，去年九月，我父亲被主接走了，
而且很突然，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在家庭观念上是个慢热的人，最近才慢慢体会到了家庭
的重要。可就在这个时候，父亲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对他尽孝和他说话的机会没了。所以很不
理解神的安排，真的很抱怨神。可同时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么一件让我痛苦万分的事情并没有从
心里动摇我对神的信心。师母对我说，如果不理解埋怨没有关系，只要对神说。给自己，也给神
一些时间，最终会明白的。于是我继续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母亲祷告。同时也不断提醒自己
要仰望神，信赖神。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相信主再次降临的时候，我和老爸还会见面的，而
且凭着神的恩典，我们会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同时，神也通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安慰我，鼓励我。
我能这么快的恢复起来，我真的是感谢神，天父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而且神还在不断的赐福给
我的家人，通过牧师的口让我母亲能解脱忧愁，也通过当地教会的弟兄姐妹让她感到温暖，重新
参加教会生活，拉近和神的距离。看到母亲和姐姐一点点好起来，我真是感叹神的美意是我享用
不尽的。阿门！信心让我留在了主的身边，也让我感到了主因着我的信心而赐给我和我的家庭的
关爱和帮助。就像歌里唱到的：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主的手总是在牵拉着我，把我带在主身
边。
各位弟兄姐妹，以上就是主召唤我认罪悔改的过程。感谢大家能来见证我重新回到主身边的日子。
最后我想用我最喜欢的歌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和作为对我今后成圣道路上的鞭策：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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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蒙应允的祷告
----一段旅行对我的改变
梁佩玉
五年前陈峰介绍我认识北约国语宣道会以来，
我与教会与神一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断断续
续的关系。尽管三年前的圣诞布道晚会在圣
灵的感动以及牧师的感召下正式决志信主，
但对神的追求也并未有特别的改变，还会怀
疑神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他到底在哪里， 所
以去年在参加到第四次受洗班课程后，我就
临阵脱逃了， 没有来参加最后一次课程，
没有写个人见证， 就是觉得我怎么也不能说
服自己真正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唯一
的救主。直到今年 8 月份，我们全家的一次
旅游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将信将疑，坚定了我
信主的决心，以及在 Sharon，牧师以及师母
的提醒与鼓励下，又重新参加了课程班，决
定受洗。

飞机服务员将这种突发情况向机长汇报，并
且查询是否乘客中有医生可以帮忙，不巧的
是该航班没有一个医生，而且飞机正在海上
飞行，除了让灿灿忍耐，没有别的办法。有
其他旅客拿出镇静或解痛的药物，我又不敢
让她吃，怕有更大的副作用。除了眼睁睁看
着她在那痛痒难耐，甚至一阵一阵的抽搐，
真的是别无它法。这时，才忽然想起，让灿
灿与我一起祷告，求主帮她度过难关。我们
一遍又一遍的祷告，灿灿一遍又一遍的抽泣
着说着，大概这样过了 20 分钟，乘务员领着
一位 40 多岁的女士走过来，并介绍说她是护
士，她开始检查灿灿的情况，并询问了一些
问题，知后断定这是水痘，拿出抗过敏的药
物，叫灿灿吃下。有护士在，我揪着的心得
到一点点安慰。护士说服用后半小时痛痒的
症状应该有所缓解，甚至可能小睡一会。但
因为灿灿的水痘实在太多了，所以尽管服务
了药物，但并没有明显的缓解，四五个小时
折腾过后孩子只会精疲力尽地在那哭着哼哼。
那时距离飞机着陆还有三四个小时，真不知
道怎样熬呀。这时我又向护士求助，说药物
没有起作用，她就向乘务员要了冰袋，指导
我按压灿灿痛痒的地方，就这样三包冰袋过
后，她的状况有了些缓解，甚至有点迷迷糊
糊地睡了 20 分钟。终于飞机到了巴黎，本来
还在盘算是否叫救护车送她去医院，但灿灿
说她可以走，不需要。就这样，灿灿我们两
个人，拖着行李，疲惫不堪地搭出租车去距
离我们宾馆最近的医药求治。尽管后面又转
到另外一家儿童医院，但一路从司机到医生
护士都遇到了好人，折腾了六七个小时后，

今年 8 月份，我们家三口人去了趟巴黎游玩，
本来这是一次充满盼望与相像的旅程。但在
飞机上，灿灿爆发水痘，极其痛苦，孩子从
没遭过这样的罪，成群的水痘往外冒，痛痒
难耐，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她哭闹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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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吃了药，打了针，回到了宾馆，终于可
以让她躺在床上休息了。

这整个过程虽说有点复杂，但神真的是与我
们同在，倾听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脱离恐惧
与痛苦，神真的是在我们面前体现了他的大
能，给
我们的
触动真
的是很
大很大。
接下来
的祷告
就是求
神让疫
苗起作
用，不
让灿灿
爸爸感
染病毒，
事实证
明，神
答应了
我们的
祷告，
并且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如果经历这样
的一波三折后，我们全家都安然无恙，我还
有什么理由怀疑神的存在，还有什么理由在
决志信主后不受洗呢!

当天晚上我又去机场接灿灿爸爸与我们汇合，
跟他讲了全过程，并且提议让他不要与我们
同住，怕灿灿传染给他，但我说服不了他，
只能尽量注意保持距离。但两天后后，灿灿
爸爸自己查询到从未患过水痘的成年人如果
被传染，症状会非常严重，甚至要超过传染
给他的那个人，这时我们都害怕了，想到要
打疫苗降低防止传染的可能。但疫苗的接种
要在接触病人后的三天内才有效果，两天已
经过去了，就这样我陪着灿灿爸又去医院排
队看医生，从中午到傍晚四五个小时的等待
后，终于见到医生了，医生说他们医院没有
疫苗，让我们自己去药店买，然后拿回来他
再给注射。巴黎的药店倒是很多，但当我们
一家一家的找时，才发现很多药店并没有医
生开的疫苗，它需要预定，这时是周六，最
快周一到，周日基本都关门休息，显然这个
时间不适合我们的情况。没办法， 继续找吧，
从下午一点出门，这时已经晚上 9 点了，灿
灿一个人在躺在家里，我们只好回去先看看
她，那种孤立无援的心情至今难忘。而且想
不到的是，一家药店的药剂师指出医生开的
药写错了，顺寻颠倒了。我们还需要回医院
改单子。到宾馆后，我们尝试与开药的医生
联系，跟他说明我们找不到药而且药名错了。
10 点半的时候，当我们赶到医院，真不知该
咋办了，找不到疫苗，而且时间距离三天越
来越近了。在医院等候的时候， 我在心里祷
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有神迹显在我们身
上。结果，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见到那位
开药的医生后，他居然说，他们医院还有一
只药，可以给我们用。天啊，他一开始说没
有， 现在他说有了，你难以想象我当时兴奋
和激动的心情，主又一次听了我的祷告!

可以说，这件事给我直接的感动坚定了受洗
的信心，但受洗也仅仅是卖出了第一步，后
面真的希望与约束自己有规律的参加主日崇
拜，参加小组团契，在神的家庭了从一个只
能喝奶的婴儿在灵命上成长成熟起来，活出
荣耀主令神喜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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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Rick

Growing up, I was not raised in a
Christian home. My mom
brought me to church maybe a
couple times a year but I did not
like it. She would bring me
around the age of 8 or 9 and I
remembered that I dreaded going
to church to sing songs and color
worksheets. It was just not
interesting to me. Pair that with
the fact that I had t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as a child did not
leave a good taste in my mouth
about going to church.
I was also a bad kid. When I was very young I disrespected others, I put people down, I was sent
to the office for something big every year. One year it was the class excluding one person and I
played a part in it, another it was getting in a fight with another student. As you can see, my
history as a child is not something I'm very proud of.
I distinctly remember going over to a friend's house at around the age of 12. They were not a
Christian family but they did believe in God and they asked me if I was religious. I remember
thinking to myself, not really knowing what religion even was. All I knew was Christianity at the
time and I didn't really like the idea because of all the people coming up to me and forcing me to
hear about their faith. So I said that I was Atheist. And then I immediately thought to myself,
God, what did I just say? See, I wasn't Christian at the time but I did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God
looking over. I was just as surprised as the family I was talking to. I wanted to take back my
words but I had already said it. I had to play along when I knew that I was not telling the truth. I
felt so bad after that.
Fast forward to the summer after grade 9. I was sitting at home alone doing nothing. My mom
likes to go to church every once in a whil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to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word of God. So she offers to take me to the Chinese service at Chester Le and I remember it
was so boring (mostly because I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aying). So after the
service my mom asks me what I thought and I told her that it was hard to follow because it was
in Mandarin. She then remembers that there's an English service too with kids my age and I was
a little bit nervous getting on board with that but I remember vividly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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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YMAC and seeing Ben and Nick running around, Nina sitting down playing her guitar and
Yogurt looking very scary, asking me for my contact information.
The next week I went to fellowship. My mom said it'd be a good idea so that I'd be able to get to
know people before Sunday. Best decision I've ever made! It was actually Iron Chef that day and
we were making cookies. I went back week after week and it was what I looked forward to every
week. It was like paradise; so many nice people, all willing to help each other. Maybe I just
wanted to call people my family but all my life I've only ever had my mother really. I never got
the experience of a big family but that's what I got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going to church.
At first, I went to fellowship for the people but when I really started to listen on Sundays, I
started to take my faith more seriously (this was at around 5-6 weeks in). I started reading the
Bible, I even looked up any questions I had about Christianity at the time. I remember searching
for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and stumbling across Genesis not even knowing what Genesis
really was. But I loved reading about the different stories and learning about the Bible was just
so fun!
Fast-forward once again until now. I've done VBS and am doing VBS again this year, I try my
best to go to fellowship, play softball and, recently, I've been focusing more on the baptism class
but since that's over now I'll be at Sunday service more often. I try to get involved as much as I
ca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grown so much in the past year. I probably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get through this year and move onto IB the next year if it hadn't been for the prayers
late at night asking for focus and strength to get through times of great stress. My life couldn't be
any better and it's all thanks to God. I just finished exams, I won Athlete of the Year, I have very
supportive friends who came out to support me on this special day and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is at an all time high. Thanks to God, I can count my blessings.
Larry Zheng
Unlike a lot of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I was born into a
non-Christian home. I came to
know and believe in Christ when
my parents sent me to a camp
one summer not knowing it was a
Christian summer camp.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excited I was
when I first found out about
Jesus…I must have read through
two thirds of the Bible in one
month because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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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growing up wasn’t easy. I always wanted to fit in, but I couldn’t,
and it would always be what I prayed for. I remember in the first grade, I
couldn’t speak English. I would try everything to fit in. I tried joining
the Chinese club. Turns out it was all in Cantonese and I couldn’t speak
that. I tried joining the chess club. Within a week they put me on the
grade 6 chess team. I tried hugging random people during recess. That
also didn’t work. Things weren’t too great at home either. My family
was going through som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I had to relocate a lot. So even when I did
eventually make friends, I would lose them. I didn’t attend one school continuously until I
reached high school. There was no stability. There was no consistency. I really had nothing but
Jesus, and my spiritual life was strong.
As the stability came, the friends stayed, and I “came into my own” as people would like to put it,
I finally started to fit in. But something else was happen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began to
deteriorate. As the realities of this world stripped me of my innocence…slowly but surely my
spiritual life began to crumble. I prayed less, and even when I prayed my prayers were robotic at
best. Scripture reading was non-existent. Sure I went to church, but that was it. My worries and
anxieties were focused on earthly things, and as I began to gain the world and rely more on my
own willpower, I was losing God. Eventually my prayers weren’t answered anymore, and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 only prayer that seemed to work was “Lord please let me ace this test today.”
This realization is why I’m here today.
Those who know me know I’ve put off my baptism for a very long time. Part of it was because I
didn’t fully understand its meaning, and part of it was due to me simply not being ready – to give
up my old life that I knew wasn’t right but had grown so accustomed to living. I was comfortable.
All my life I prayed to fit in, and I finally did. But I realize that that is not God’s purpose for me.
Fitting in means becoming more like everyone else, and that’s just a nice way of saying you’re
average, which is a very nice way of saying you’re mediocre. And God didn’t design us to fit in.
He wants us to stand out.
But I still didn’t want to get baptized, because I know that living God’s way, the Christian way,
is hard. A friend told me recently that the Christian life is like swimming in an ocean but you’re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It seemed unfathomable. It seemed impossible. Because that shore
on the other side, called heaven…you can’t see it from where you are and there were times I
questioned if it was even there. So for those 8 years that God has called me to get baptized I was
like “nah God I’m good right here. I’m secure right here. Give me a life jacket at least.” But
whoever clings onto their life loses it, and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for God is saved…those who
cling on lose even what little they have. We know this. I know this.
Each year I would be like “God I want to get baptized, but let me make myself better first” or
“no I’m not good enough yet let me make myself better” and I would try to better and better
myself because His standard was perfection, not realizing that this was one test I couldn’t ace,
and that I was missing the point of His grace, and His mercy. And I could se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at ocean, and how far they were going, so far that I could barely see them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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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ow I was still here, not growing at all. And how they would talk about this peace that they
live with, and tal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and you could feel how real it was because
you could see it in their lives and not in yours. And I want that in mine.
You know…I can say that in the time I’ve known God, I believed that He always existed. I can
even say that I always feared God. But I can’t say I always loved Him, because deep down, there
was always some resentment towards Him. When I looked at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how
they grew up with security, money, consistency, and then looked at how I grew up, how I had to
fight and claw for every little thing just to lose it…I was angry at Him. But I’m not anymore. I
could feel Him saying to me “if I gave you all of those things Larry…would you even be
Christian? If I made things easy for you…then why would you ever have a reason to use that big
head of yours that I gave you?” And I understand now. You know…I have a wonderful mother
who is strong in her faith as my foundation, and a loving father who tries his absolute best to
support me. I have wonderful friends and a great church and I am grateful for it all. I have all the
tools I need to succeed. And that vast ocean…I know I won’t be alone. I have Him and at least 9
others who are jumping in with me today. I can’t see the shore on the other side but I know it’s
there. That’s what faith is. I’m not going to have that life jacket, but Peter didn’t need one
walking on water, so why should I?
Because in the end we don’t know when we are going to die…but we all do. That’s the totality of
life. At that time it’ll be too late for me to ask for more time. I want to be able to tell Him that I
lived each day trying my very best to honor Him and make the most of what He have given me.
God has been like that one person in your life who never gave up on you, despite all your
shortcomings and imperfections. He’s there in your triumphs. He’s in pain through your
struggles. And as you turned away from Him it was
harder to feel Him there, but you know He was.
Sometimes you wonder why he’s still there, because
you know you keep hurting Him. You realize it’s
because He loves you…but you don’t ever understand
just how much.
And that is why I want to get baptized. I’ve lost th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I want it back, and I’m
willing to do what it takes to get back to where I once
was, that feeling where the first thing I wanted to do
when I got home was to open my Bible and know more
about Him…that feeling when I first believed. God has
always been faithful, but I’ve never made a leap of faith
for Him. So here it is. I’m ready to take the plunge. If
there’s just anything I could say to Him it’s that I’m
sorry it took s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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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國語宣道會全教會退修會籌辦回顧

外展部 蒋明長老


前言
內人與我從 2007 年 4 月來到本教會，至今屆滿 10 週年。我們有幸參與了前後三次全教會的
退修會，深信只要參加過的弟兄姊妹，一定都有著不同的得著。
本文謹以一位「同工」的角色以感恩的心回顧分享「片段的籌辦過程」，並提供 2010、2014
與 2017 三次退修會回顧短片。若您參加了當時的盛會，相信影片中許多珍貴的片刻，必會喚
回您美好的回憶。



承先啟後、承受託付
 2010 年 5 月 22－24 日教會舉辦了第一次全教會退修會，由姚悅平牧師帶領我們一群同工
辦理籌辦事工，並邀請到葉高芳牧師、師母擔任講員，退修會的主題訂定為「愛我們的家」。

2010 年退修會團體合照

2010 年退修會教牧同工團體照

2010 年退修會年長者專題座談

66



2014 年 6 月 27－29 日教會舉辦第二次全教會退修會，在王春安牧師帶領下，並邀請王
令瑩校長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我們有幸又參與在籌辦事工當中；不約而同，前後兩位者
在教會不同的成長階段，卻有著相同的關切與看見，退修會主題仍然是「愛我們的家」。
王牧師親自擔任中文堂課程講員，英文堂則邀請到 Wesley 牧師擔任講員。

2014 年退修會團體照

2014 年退修會年長者團體照

2014 年退修會主日崇拜、詩歌敬拜

2014 年退修會英文堂短劇表演

2014 年退修會閉幕典禮陶笛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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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7）年 5 月 20－22 日我們舉辦了第三次全教會退修會，在王牧師及長議會眾
同工推派下，我開始學習擔任大會主席的職分。這次的退修會主題訂定為「恆久的喜
樂」，並特別將主題與目標定位為「培靈」、「佈道」並重；我們不僅鼓勵教會內部的
弟兄姊妹參與靈命造就，並廣泛邀請尚未接觸過福音的人踴躍參加、藉以傳揚福音。這
次我們繼續邀請王牧師、並外請祝飆傳道擔任中文課程講員；文龍弟兄與眾同工分別擔
任英文堂課程講員。

2017 年退修會團體照

2017 年退修會英文堂團體照

2017 年退修會閉幕典禮兒童詩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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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信任、在職進修
本次籌備會議成立與進行的過程，是一個極為感恩與值得紀念的可貴經驗：
王牧師擔任退修會籌備會議的「顧問」，在屬靈層面擔任整個退修會主題、目標與課程內容
的訂定；並對於退修會籌備階段所要進行所有的事工予以指導。王牧師給予我們籌備同工完
全支持並充分授權，讓我們有學習成長的空間，彼此間也因此有更親近的關係。



同心合意、長執投入
第一次擔任籌備會主席的我是「新手上路」，王牧師從旁協助讓我「在職進修、邊做邊學」。
我也邀請了育彰（開幕、閉幕、崇拜、領會、敬拜）、金平（膳食、交通）、力戰（住宿）、
王勐（孩童課程及師資安排、安全與看顧）、文龍（英文堂課程、師資安排與整體事務）等
五位長老弟兄，分擔了整個退修會所需要進行的每一項環節。當我向他們提出邀請時，沒有
一位弟兄有所推詞、每一位均欣然接受，讓我備受感動。之後，我們再按照個別事工的需要
又分別邀請自己小團隊的同工加入服事。此外，還有王傳道、硯鈞弟兄、Maggie 姊妹更是全
程參與、貫穿頭尾，忙到不行！所有參與在這次籌備工作中的弟兄姊妹們，您可能看得到他
們的事奉，但也有許多工作一直默默的在幕後進行，卻完全不為人所察覺。

最後當我們要製作同工制服時，我相信您與我一樣驚訝，這次投入籌備事工的總人數合計達
46 人！感謝主也感謝所有同工，願你們所擺上的時間與心力，不論是陣前的、幕後的，在神
眼中都蒙紀念。

2017 年退修會教牧同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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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生活、和睦同居
我相信大家在參與退修會的過程中應該與我有著相同的體認，就是退修會中最能經歷到的：
不僅僅是退居寧靜、與神相會、靈命得餵養；更透過三天兩夜弟兄姊妹的朝夕相處，我們擁
有一段極為可貴的團契生活。



真實歷程、難以忘懷
在退修會進行期間有許多事件接續發生，需要隨時應變解決；這裡幾件（只是代表性的）難
忘事件與您分享：


超出預期、住宿插曲
為了確保 5 月 20 日（星期六）一早報到程序可以順利進行，並查驗最主要的影視教學階
梯教室影音設備實際操作無誤，Helen 與我在前一天（星期五）下午即提前抵達學校，配
合校方承辦人員陪伴一一檢視，並與 Eugene 保持視訊聯繫，取得他影音專業意見的首肯。
測試 OK 後，我們領取了宿舍房門磁卡進駐指定的宿舍房間（校方特別給予我們折扣優
待）。一棟可以容納 301 人的四層樓宿舍，只有在一樓的角落上住了兩個外地來的陌生客，
天黑後還真是清靜得讓我們倆有點擔心。
我們教會是今年第一個使用這棟學生宿舍的團體，優點是接收「完全清掃乾淨」的房間；
但有許多未經實際進駐才能察覺到的問題卻也一一浮現。
洗澡沒有熱水！經聯繫 24 小時服務中心，係因熱水鍋爐確實有燒熱水，但要從大樓頂端
流到用戶末端卻需要極大的耐心。服務中心表示儘管放心把管路中的冷水放掉，自然就會
有熱水可以盥洗；這一放就是半小時，但後來出來的也只是溫水。可能是管路流程太遠，
熱水也變得不熱了。我們想到許多缺水的地方連「滴水」都要珍惜，而像我們這樣大大方
方、嘩啦嘩啦的浪費，實在心疼；就此打住！
一樓宿舍房間的室內溫度偏低，但溫度控制器是密碼鎖定的，無法自行調整，加上人氣不
足，當晚只好與寒冷對抗著入眠！
寒冷的一夜，加上第二天一早再
次重演相同的「放水流程」後，
清涼的溫水浴讓我倆精神振奮，
維持了整整一天。
就這樣，我們開始進入 5 月 20
日（星期六）正式的報到程序，
正式揭開 2017 年 NYMAC 全教會
退修會。

70

清晨提前抵達，佈置報到處的同工團隊
11:00 完成報到程序以後，歷經開幕儀式、
午餐、午課、晚餐、晚課。大家從一大早
都經歷了兩小時長途的車程，又緊接著度
過忙碌的大半天退修會課程進度後，這才
陸續進入房間、拆箱行李、安置住宿；此
時住宿房舍的問題才真正「一一揭開序
幕」。房門磁卡不作用，房間溫度一樓偏
低、三樓偏高等一般性問題，已經讓力戰、
硯鈞和我們應接不暇。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間幸運住戶的姊妹，下午先經歷了兩個不同住戶的房間都沒有「夠
熱的」水洗澡、被凍得直打哆嗦！所以，他們同間宿舍的三位室友經商議後毅然決定「換
房間」。姊妹重新打包行李換到樓上另一間房間，再拆箱安頓新居。幸運的他們，等晚課
回來以後開始使用洗手間時，喜訊再度傳來：「馬桶堵塞、不通！」。嗚啦啦，重新裝箱，
「再搬家」。事後聽說，他們原先在一樓房間很冷，連續三次換到樓上的宿舍房間後卻變
成很熱，需要吹電扇才能入眠（自備的、有遠見喔）。


徐阿姨老伴、歸回天家
第一天（星期六）人員陸續完成報到後，徐莉莉阿姨向我們報到接待組的幾位同工娓娓訴
說，他的老伴徐伯伯因罹患癌症住在醫院已有一段時期，加上近況不穩定，所以這次她到
底是否應該參加退修會？內心著實作難！
後來基於女兒的孝心與堅持，鼓勵徐阿姨放心前來參加退修會。一方面她女兒答應會照顧
徐伯伯；另一方面也讓徐阿姨在已經長期照顧徐伯伯的辛勞下，有一個與弟兄姊妹相交、
身心得以舒緩的機會。我們聽了都深深感受到她女兒的孝心，並被他們一家人彼此之間的
體貼與溫馨所感動。
第二天（星期日）一大早，徐阿姨等前來敲門，告知徐伯伯於清晨被主接回天家。看到徐
阿姨臉上失落無助的表情，真是不忍。牧師、師母也得到消息隨即前來探望，並禱告安慰
徐阿姨憂傷的心靈。
我們同工團隊即刻請金平聯繫徐阿姨的返程車輛安排，緊急調度讓另幾位當日從多倫多前
來參加單日退修會之年長者姊妹的出租車抵達後，馬上原車載徐阿姨返回多倫多與家人相
會處理後事。我原本擔心徐阿姨一個人坐著一輛陌生駕駛的出租車、又是長途返回多倫多
而有些許不安。沒想到前來的駕駛是講廣東話母語的，徐阿姨的粵語也溝通無礙，看著他
們兩人討論行車路線安排，似乎很快就熟識起來了。開車前徐阿姨特別回首交代我：「蔣
明、放心」，我感謝主、真的放心了。
幾天之後，我們都參加了徐伯伯的安息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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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弱多病、主席倒下
最後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糗事！
體質不佳的我從一月份感冒後身體一直沒有完全復原。經過兩晚的清涼睡眠，星期日下午在
年長者福利課程結束後開始覺得身體不適。回到劇院大教室時，中文堂成人組的午課已經結
束，僅剩下王牧師、師母及幾位敬拜組同工在現場善後。牧師看我氣色不佳、詢問詳情；接
著用手靠我的額頭，說：「發燒了－38.5 度！」。
此時只見王師母立即從皮包中掏出一只溫度計，邊拆封、邊說道：「全新的，幫你量。」
溫度計是先進的電子溫度計，大概說明書文字太小，看師母研究了一會兒還理不出頭緒。只
見她小聲詢問牧師意見，隨後王牧師也輕聲回覆師母。此時只「看見」並「聽到」師母宏亮
爽朗的笑聲，還持續了好幾秒鐘；我等都楞在那裡、靜候謎底揭曉。
師母說：「因為從說明書中查不到這種溫度計的設計是量測「哪裡」的溫度？所以問牧師。」
牧師看了一眼以後答覆：「肛溫」！聽到這裡，我想我應該已經開始降溫了！
經量測體溫後確認有發燒，牧師隨即果斷交代：「從現開始，主席休息、顧問代理。」
消息很快傳開，晚餐時多位弟兄姊妹前來關切，並提供退燒藥、消炎藥、抗生素、增強免疫
力保健食品等；那位連續三次搬家的好姊妹也讓出她自用的電熱水壺，交給 Helen 讓我持續
喝熱開水保持體力。經過晚課兩小時的休息、各項藥物併發治療效果及弟兄姊妹們的代禱與
愛心感動；感謝主，祂保守醫治我，已經大半痊癒，第二天可以重新恢復服事。


愛神愛人、活出愛
我相信參加了退修會的您，一定也有著僅屬自己才能會心一笑的珍貴經歷。我們從聖經中所
學習的教導，唯有在真實生活中才能體現出來。願您和我一樣，都有一段獨特難忘的甜美回
憶。
非常感恩在這次籌備的過程中與同工團隊、弟兄姊妹們一起經歷了這些美好的過程：我們一
起禱告、互相扶持、彼此配搭、共度難處，我們一起共享了幾個月美好真實的「團契生活」。
感謝主，因祂讓我們同心。



世世代代、繼續傳承
眾使徒從主耶穌基督領受了託付開始傳揚福音、領人歸主，兩千年以來，主耶穌的門徒藉著
各樣方式正繼續將福音傳遍各地。我們已經領受福音大能與好處的弟兄姊妹，如何能僅以自
己擁有為滿足？
從這三次的退修會相片與影片中，我們看見有許多弟兄姊妹的投入擺上、代代相傳，將愛人、
愛神的這個教導藉著事奉活現出來，相信收穫最多的就是當事人自己。
教會是一個「學習」與「實做」的真實場所，願藉著靈修、裝備、敬拜、事奉、團契、關懷、
外展等，讓這些真理的教導，能從我們身上真實的見證出來。願我們隨處、隨刻都在為神做
美好的見證；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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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NYMAC VBS
蘇育彰 长老

2017 年的 VBS 團隊， 是由牧師帶領著一群弟兄姊妹，及部分英文堂的青少年所組成的。今年我
們的主題是 The maker of fun factory。每天都提供一個小主題， 以及一段經文， 並要求小
朋友要記下來 。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告訴孩子們 你是神創造的 並且神作一切都是為了你 他
也時時刻刻與你同在。
感謝神，孩子們都能把經文記下來。希望這些經文，能在他們的將來，幫助他們能夠更認識神。
什麼是 VBS ?
Vacation Bible School
為了讓孩子們有趣的認識神和聖經。我們使用一套有系統的教材，接著詩歌，故事，遊戲，手工，
及影片, 將聖經的內容， 用孩子們懂的方法，呈現在他們面前。 讓他們可以看得到，體驗得到。
讓孩子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認識神的屬性。
起初反應冷淡
今年的 VBS, 雖是牧師帶領我們大家一起舉辦的。但總是要有人進行策畫招集宣傳等工作。 剛開
始，沒有人有意願出來帶頭， 但是我想到，今年是本教會第一次可以完全的使用整個教會場地，
沒有中藝教室的包袱，神給我們的場地，就是要充分的利用來傳福音。 暑假正是我們辦夏令營的
好時候。 我們應該抓緊時間，將福音能夠傳給這些小朋友。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 擔當起帶頭的
責任 。我也向神禱告，求神自己賜下足夠的恩典和人手。我也禱告，求神親自的來運行在整個
事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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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總動員
感謝神，我們在禱告會上迫切的為 VBS 的人手缺乏禱告，並且在聚會的時候用力的宣傳 VBS 人員
的招募。終於有許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參加這一次的 VBS 的事工。這些參與 VBS 的弟兄姊妹大部
分都是上班族。 他們用自己年假的一部分，為神，為孩子擺上時間和精神。 還有許多的媽媽們，
他們也願意花上自己的時間，為我們這些志工們做中午飯。他們甚至早上 10 點就來準備。還幫我
們準備水果，還有下午的點心。 為這一切超乎我想像的感謝神。

肢體彼此服事，彼此分工
在 VBS， 我們發現有許多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恩賜，是我們都沒有發現 有的人很會帶小朋友，
有人很會關心別人，有的人好會煮飯， 有的人很會說故事，有的人的手非常巧，會做手工....
當每個人帶著恩賜來 VBS， 藉著彼此的同心搭配，讓我們這個 VBS 更多采多姿。 就像聖經所說
的:萬事都是互相效力，為了是讓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讓我們看到在教會裡， 一起同工的喜樂，
以及彼此的分享的喜樂 。 感謝所有弟兄姊妹事前， 事後的準備。
檢討與改進
儘管這一次的 VBS 舉辦的非常成功，孩子們也非常高興。但是，我們還是在 VBS 結束之後，針對
各個不同的層面，進行檢討。將來，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們會把這些檢討的資料，進行整
理，交給下一任。
外展與傳承
這次的 VBS 優由於宣傳的大晚，所以報名的小朋友，全都是自家人。 我希望明年的 VBS，可以提
早宣傳，並且將部分的名額，讓給周遭華人社區的小朋友。如此，可以將福音傳給他們，讓他們
的父母也可以有機會認識神。
我也對那些把孩子們帶到 VBS 來的弟兄姐妹家長， 提出挑戰 希望你們也能夠有機會來參與這樣
的傳福音事工，來親眼看看小朋友在 VBS 活動當中，如何的認識神， 如何的成長。 藉著 VBS，
你可以看到神就在這裡動工。
服事後心得
我在 VBS 最大的收穫, 就是看到孩子們 "漸入佳境"。從一開始不太願意加入敬拜, 不熟悉各個
station 的運作方式, 也把臺上的短劇當笑話來看, 到後來漸漸開始參與, theme song 能夠朗朗
上口, 對每個 station 的內容產生興趣, 每一天的經文也牢記在心, 甚至最後還要求 VBS 能夠
延長。想必耶穌在天上看見孩子們的笑容, 也很開心的。
---- Susan
参加 VBS 之前，我对 VBS 充满了质疑，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场地来办好它吗?可是，
在参加退修会时，却有一个声音在内心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参与侍奉呢?难道永远做一个指指点点，
评高论低的名义上的基督徒吗?这个声音让我无法逃避和拒绝，我参加了 VBS 的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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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周的侍奉中，我主要负责 snack 原料清洗分发，帮助孩子们自己制作 snack,并学习领会神
的话语。感谢神!一周的侍奉，我感受到了神的大爱，神的大能。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安喜乐，是我
从事任何其他工作都无法得到的。我们为神工作，神也在我们心中动工，神带给我们的，远超乎
我们的所求所想。感谢神，给我力量，赐我平安!
—— 薛茹
In the past, I have worked as a volunteer many times for various organizations.
However, VBS was a very new experience for me, as I had never worked so intimately
with kids before. Prior to joining the volunteer team, I had no idea what to expect.
I was eventually assigned to the Game Maker section, where the kids go outside to
have fun playing games while learning about God. The actual experience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The kids loved the activities we prepared for them, and I had a lot of
fun preparing and playing the games with them. It was a great way to meet and connect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church, adults and kids alike. The best part was somewhat
revisiting the past, being reminded of what life was like for me 20 years ago. Some
kids are quiet, some are very talkative, some like to poke you non-stop, but they all
want to have fun with you and I’m sure everyone had a very memorable experience. All
in all, I had a great time and am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the
team.
----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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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一靈．同被建造」

2016 聖誕佈道晚會, 在平安夜那一晚,
我們把主耶穌特別交給我們大家的階段
性任務---【撒種】 工作順利的完成了!!
回想這一百多天的密集排練期, 即使偶
遇零下十幾度天寒地凍的暴雪天, 有人
仍不停息的遠從滑鐵盧開車 1.5 小時趕
來參加排練, 更有人即使已病得臉色蒼
白,無法站立, 仍掛心自己缺席會影響大
家, 於是拖著半條命趕來參加排練。這
期間凡是能想像的大小困難, 讓我們都
一一碰上了, 神奇的是---所有參與的幕
前幕後幾十位同工, 在這麼多挑戰裡,
我們同時期一起經歷神的《造就》與
《同在》, 雖然我們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 雖然在節目排練前, 我們大家根本互相不熟
識, 感謝聖靈保守所賜的合一, 讓我們彼此之間, 逐漸建立非常緊密融合的關係, 讓我們經歷聖
經所說「同感一靈．同被建造」的奇妙, 讓神的話語在我們生活中落實, 願一切榮耀歸於神!!
事實上, 所有參與佈道晚會的同工們都是青澀生手, 初期大家都沒有方向, 不知從何著手, 但大
夥一起禱告並商議後, 先訂兩個共識就是《傳揚耶穌》和《同心合一》。不需要考慮屆時觀眾的
多寡, 演出成功與否, 只需隨時留意每個過程是否蒙神悅納。有了目標和共識, 大家不自覺地減
輕了許多自身的壓力!! 接著, 不但氣候嚴峻、時間配合困難、交通擁塞…等種種大自然的考驗。
更重要的, 我們要一起面對人性最大的挑戰, 如何互相包容對方的缺點, 如何破碎老我互相服事,
也就是聖經教導【捨己、謙卑】的精神, 在生活中實際學習!! 於是，許多等候的時間裡, 我們
一起禱告, 緩解心中的焦慮!! 於是，許多無法預測的意外裡, 我們一起禱告, 尋求神真正的心
意!! 在其間, 我們時常互相提醒「當以耶穌基督的心
為心」(腓二 5), 我們也互相鼓勵「這樣你們不再作
外人和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 是神家裡的人了」(弗二
19). 是的 !! 後來我們大家變成同個屋簷下大家庭裡
的《家人》, 我們終於明白, 弟兄們的《左耳聽、右
耳忘》, 是通病, 不是自家獨門的重症 !! 姐妹們的
《日夜叨唸、百年不忘老帳》, 是本事, 不是故意找
麻煩 !! 我們分享歡喜和快樂, 我們分擔怒氣和哀愁,
我們不是一群完美的人, 我們各自有許多的弱點和難
處, 但我們是主內的弟兄姐妹, 我們可以互相接納,
互相體諒, 互相扶持, 我們是一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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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排練時, 弟兄的聲音是顫抖著唸出《我們怎能遺
忘，客西馬尼園淒涼的夜晚,是多麼的死寂，是多麼的
幽暗》!! 姐妹的聲音是哽咽著《有誰比你更孤單？有
誰比你更憂傷？你雙膝跪地，獨嘗苦杯，哀哭失聲，
三次禱告，汗如血點灑地上……》, 還要繼續淚流滿
面的唸著《你渾身血跡，遍體鱗傷，一路上有著你帶
血的腳印！》《你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
剪毛人手下，沒有聲響……》《我們怎能遺忘，各各
他悲慘的景象，你的聖體為我們，在十字架上高高懸
掛；長長的鐵釘釘透了你的手腳。》《你的寶血為我們一滴滴流乾，你的骨頭為我們一根根數過，
你的心如蠟熔化，舌頭貼住上膛……》《你還為罪人求告：“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知道。》 這時候, 無論台上台下每個人都任憑眼淚放肆的流淌, 因為這是主耶穌親自撫摸
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時刻, 讓我們重新深入領受主耶穌上十字架【所付出的愛】和【所帶來的赦
免】 !! 然而, 卻必須很理性的互相提醒, 排練時可以哽咽顫抖, 可是晚會實際演出時, 只能真
情流露, 但必須把眼淚停留在眼眶, 臉面上不能掛著淚珠!! 必須把哀痛保留在心裡, 不能在聲音
上顯露出來 !! 這時大家沉默許久, 分別各自調節情緒, 希望保住這個平衡點, 只為了彰顯主耶
穌的榮耀, 如此細膩的內心轉折情境, 午夜夢迴, 實
在令人難忘 !!
短劇排練時, 因為劇本台詞非常深長, 初期大家都不
熟練, 有人在台上一口氣講完自己的部份, 也把對手
台詞一併講完. 更妙的是, 對手竟然不動聲色, 繼續
一搭一唱, 很優雅的演完這一幕 !! 所有的人完全沒
有發現任何不妥之處 !! 直到後來, 有人才招認, 他
們剛才沒有跟著劇本走, 悄悄把它變成肥皂劇的搞笑
台詞了, 可是當場卻把各位逗得哈哈大笑!! 此時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來那些笑點的梗, 是消遣在
場人員的遊戲罷了, 這是戲中戲裡的一段幕後花絮小插曲。 很意外的是, 原本預期會很辛勞的排
練, 卻可以進行的如此輕鬆自然, 大夥樂在其中!!. 而在枯燥排練期間, 我們也經歷了, 看似拘
謹內斂的姐妹, 發現他另一面調皮開朗的本相. 看
似隨性健忘的弟兄, 忽然了解他也有體貼溫柔的一
面 !! 雖然在嚴謹的短劇裡, 主題是挖掘人心深處
隱藏的自私、驕傲、忌妒等醜惡的一面, 但絕對幸
運的是, 這黑暗的一面, 透過主耶穌的《光照》是
可以被洗淨的!! 【神】實在太美妙了, 讓完全不
同個性、不同背景、男女老少的我們, 【為了祂】,
融在一起, 有哭有笑,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壹 4:19), 而蒙恩的我們, 真正在其間體驗了
【被愛】與【愛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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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結束後, 所有
參與服事的愛宴籌
劃、演出的幕前幕
後、交通司事、兒
童看顧ˉ以及敬拜
和影音所有弟兄姐
妹, 甚至在場的二
百多位,不管信主
或未信主的觀眾,
當時每個人的喜悅、
雀躍和滿足都是由
衷的發出, 我們大
家緊緊的互相擁抱,
互賀聖誕快樂, 互
道《有主真好》,
這個溫馨且觸動人
心的畫面不就是聖誕節的真意嗎 ?
無論如何, 佈道晚會雖然結束了, 但我們大家的使命才剛開始, 我們也許不知道福音的種子飄向
何處, 將是何人接續澆灌的任務!! 然而, 如今就在你我的周圍, 一個我們平常未曾留意的角落,
有個種子需要你我伸手澆灌, 有個孤苦靈魂需要福音光照 !! 我們是蒙大恩的一群, 需要讓更多
人同享這恩典的果實 !! 讓我們現在就走出去, 告訴大家《有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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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蒙恩的日子
歐茵瑛

年青時, 與老人相處免不了聽些老故事. 老人腦中的錄音機故障, 故事一遍又一遍的說, 反反覆
覆. 說者難得找到人來聽故事, 興高彩烈地一件事說了又說, 聽者耳裡長繭, 心中直叫苦, 嘴巴
不敢說, 還要裝副笑容, 好像很好聽. 自己進入老年之後, 腦袋竟如壞掉的電影放映機, 過去的
事有如影片向前或者倒退放映. 顯然時間太多. 閒著沒事幹, 儘想舊事. 因而一再警告自己, 不
可如其他老人一般, 三不五時地倒放影片, 惹人討厭, 前些日子接到一支令箭, 要我寫 25 年教會
回顧. 太可怕, 回顧過往不見得快樂, 因為往事感慨者有之, 心痛者有之, 歡欣者有之. 如雲霧
般消失的往事竟然未能揮之而消散. 這一刻我只能以感恩的心逑說少許快樂的點滴.
教會 20 週年時, 有人給我一些難能可貴的老照片. 1992 年 10 月 18 日, 教會第一次主日崇拜在
江昭揚牧師家的客廳舉行. 有其它教會二十多位弟兄姐妹來參加這個沒琴伴奏純清唱的崇拜. 次
年二月開始租借 McKee
Public School 的體育場, 學
校停車場上大約有六部車.
1992 年九月, 這一個才在政
府登記立案的北約國語宣道
會, 教堂不知在何處, 沒有
會眾, 卻有其它教會為這個
教會的成立而努力禱告的弟
兄姐妹. 沒人沒錢沒教堂,
對一位尚未按牧的江牧師來
說, 真正是畢路襤褸, 百廢
待興. 江牧師用他瀟灑豁達
溫柔的個性與對父神堅定的
信心, 扛起這個植堂的重擔.
由 McKee Public School 老校舍, 暫遷 Cummer Valley Middle School 等候學校改建, 回到
McKee Public School 新校舍, 又搬到 Chester Lee Public School, 最後在 2016 年六月真正有
自己的教堂. 25 年来, 經過三位牧師與許多長老執事, 種種的艱辛與酸甜苦辣, 相信天上父神都
看到, 也一直看顧我們. 我們沒讓祂失望, 主日崇拜時的停車場不再是不到十部車,
而是容納不了眾多車輛而必須分堂.
那兩年江牧師的主日證道內容常有奉獻與事奉的真義. 牧師苦口婆心諄諄善誘的教
導, 一再告訴我們, 不能事奉神, 又事奉瑪門. 希望從來不認識教會的弟兄姐妹們
知道萬物都從神而來，我們拿出十分之一從神得到的財物獻給神是多麼快樂。他也
讓我們了解我們有無比的榮耀，因為父神看得起我們，給我們許多恩賜，使我們有
機會服事祂。教會一點一滴的成長, 每一個向前的步伐都有耶穌滿滿的慈愛相互為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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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將滿一週年時, 師母帶著幾位姐妹與小朋友手工自製簡單純樸的書籤. 陳婉儀姐妹設計,大家
寫與畫, 上色與加繡線. 1993 年 10 月 18 日這個令人感動的日子, 寫在書籤的左下角. 就是這個
日子, 我們記念天父帶領教會平安渡過最艱難的一年. 10 月 17 日的主日崇拜, 我們不再是廿多
人. 有照片為證, 這麼多朋友與弟兄姐妹與兩個花籃帶來鼓勵與祝福. 詩班與獻詩的小朋友各有
八個人. 人太少, 牧師師母都是詩班成員. 小朋友認真可愛, 前排中間專注唱歌的小 Japhet, 今
天是一個女兒的爸爸. 小小的許約祈握著雙手, 今天已長得高大. 在那沒人沒錢沒教堂的日子裡,
每張照片都有劉樹勳與田淑玲兩夫妻與他們的兒女. 我們也看到 Emil 弟兄, 許恒波與卓俊麗夫婦,
胡泰成與熊寶珠夫婦的付出, 他們全心無私的奉獻, 相信已得到天父的祝福.

今昔差別太大, 不必拿一堆今天的照片來做對比, 就可體會厚賜萬物的天父一直看顧這個小小的
教會. 祂讓我們有一個屬靈的家, 也讓教會一天天長大. 祂加添人數, 也加添祝福. 我們走過不
少艱難, 也不捨一些弟兄姐妹回到天父身邊. 但是天父知道弟兄姐妹們衷心愛這個教會, 祂看到
三對牧師與師母的辛勞, 祂讓長老與執事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當年弟兄姐妹們的青絲今已成雪,
25 年光陰在指間溜走. 這 25 年之間, 天父給我們的恩賜多到無法一一記下, 我的心中充滿無比
的感恩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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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国语宣道会大事记
2012
5月4日
教會辦公室 53 Lesmil Rd.正式搬遷至 Victoria Park Ave.
6 月 23 日
在端午佳節舉辦第一次小組聯合活動
8 月 26 日
教會成立 20 周年感恩堂慶及聚餐
9月2日
中文堂聚會地點 Mckee Public School 搬遷至 Chester Le Junior Public School
英文堂、兒童主日學、成人主日學聚會地點，搬遷至教會辦公室 Victoria Park Ave.
11 月 26 日
教會辦公室完成整修第一階段;1 樓後半部的裝修及驗收工程
12 月 24 日
第一次在教會辦公室一樓的場地進行聖誕佈道晚會
2013
3 月 31 日
第一次教會辦公室一樓的場地進行受洗典禮
9 月 29 日
教會發動每週三晚餐為教會的 Rezoning 事宜禁食禱告。
11 月 3 日
修改教會規章(by-law),並經會友大會通過同意，改為長老制。
2014
6 月 27 日-29 日
Redeemer University College 退修會
8月1日
遞交出 Rezoning 申請文件
11 月 2 日
會友大會通過選出第一屆 3 位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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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 月 11 日
第一屆 3 位長老就職典禮及會友大會決議同意通過女長老
2 月 12 日
得到市議員 Mr. Karygiannis 的支持
5 月 14 日
Zoning Amendment 的申請遞交給政府
5 月 17 日
尼泊爾強烈大地震賑災慈惠專款奉獻
7 月 16 日
聽證會通過，同意我們將辦公室改為教堂使用
7 月 22 日
同意黃愛淳姊妹申請協理傳道一職
11 月 1 日
黃愛淳協理傳道按立典禮
2016
2 月 23 日
教會辦公室 2 樓工程開始動工，3 月底開始一樓建堂工程
6 月 26 日
舉行獻堂典禮
7月3日
中文堂分兩堂開始聚會
7 月 31 日
黃愛淳傳道離職
9 月 11 日
臨時會友大會補選出 3 位長老
9 月 17 日
3 位補選長老就職典禮
2017
3 月 21 日
王純傳道正式成為我們的地方傳道。
5 月 20-22 日
Brock University 退修會
9 月 10 日
教會成立 25 周年感恩堂慶及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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