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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宣教 
吳家興傳道 

   「差遣我們，忠於祢的呼召，我們同心禱告，齊心建

造，遵守主的大誡命；差遣我們，為了華族的救恩，我們

各盡其職，合而為一，完成主的大使命」這是我們教會今

年宣教年會主題曲《合一宣教》的結尾歌詞；當初挑選這

首詩歌，有部分原因是因為這首詩歌的音律很好聽，但主

要原因是歌詞中所蘊藏的神學啟發教導，在短短的幾句聖

經用辭中，道出了神的教會對神之呼召與差遣當有的回

應。 

        教會是照著神的旨意，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是一群

蒙神恩召，因信心得與基督聯合而成為聖潔子民的人(林前

一 2)；教會以基督為主、為首，聽從並順服祂的吩咐與教

導，並且受差遣，繼續祂在地上宣教救贖的工作。神救贖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事奉)祂，藉著我們敬拜的生活來見

證、榮耀祂的聖名，同心合意地傳揚天國的福音、興旺福

音，使世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罪得

赦免、得享永生的應許！ 

         主耶穌所吩咐教會在地上的工作有兩方面：一個就是

大誡命，一個就是大使命，而這也是宣教事工所涵蓋的內

容。大誡命指的是主耶穌在福音書裡所說的：「愛神與愛

人」(太廿二 36-40)。「愛神」包括敬拜祂、禱告祂、榮耀

祂，也就是愛神所愛、願神所願，就如主教導我們向父神

禱告所說的：「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

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要竭盡所能地，

全人全心去愛主—我們的神。而「愛人」則是從「愛神」

而來，我們主內肢體的合一與彼此相愛，是「愛神」的最

好明證；我們的主差遣我們在這世上，為的就是見證、榮

耀祂，我們理當同心地在主裡面建造，用愛心互相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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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神的誡命和耶穌的真道！神愛我們，並也吩咐我們要

彼此相愛，我們從有愛弟兄的心，進而加上有愛眾人的

心，如同神愛世人一樣，效法基督，捨己搶救失喪的靈

魂，使人與我們同得福音的好處。 

         宣教事工的另一方面就是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

(太廿八 18-20)。我們的主已經得勝，祂已戰勝了死亡，擊

敗了魔鬼撒旦；而我們這屬於祂的教會，則是倚靠祂的權

能及聖靈的幫助，在這末世的時代，藉著言語和行為，將

基督的福音傳揚，對萬民做主的見證，「又將人所有的心

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5)，成為神國的子民，

並且做好準備，迎接主的再來。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因

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更會在當中阻攔、迷惑眾

人；教會肢體絕不能單打獨鬥，或者漠視不關心，以至於

我們的仇敵有機可乘，受迷惑而落入敵人的陷阱。我們應

該穿起神所賜的屬靈軍裝(弗六 10-20)，與眾信徒齊心努

力，照著神所賜給各人不同的恩賜，各盡其職，合而為一

地追隨我們元帥—主耶穌基督，攻破敵人一切的營壘，完

成神所託付於我們的使命！ 

         宣教需要合一，而合一則是為著宣教。教會既然蒙神

的恩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

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

進，連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

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

中建立自己」(弗四 1-3，15-16)，「使天上執政的、掌權

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三 10)。 

 

 

 

 
在主里合而為一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www.aizairenjian.com%2Fnode%2F310&ei=YKxLVMOMHISONsnYguAC&psig=AFQjCNGOU-jBXCbCgrhUPNo_KeG3fJmRUQ&ust=141433175328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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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流通的管子 

陳達虎 

        在教會禱告會中，我們常會唱一首歌，歌名是“流通

管子”，歌詞如下,“我要頌揚寶貴救主，你的愛使我歸

你，你潔淨我又充滿我，使我成流通管子，我願倒空讓主

充滿，成為神潔淨器皿，我無力量惟主加添，能完成主的

命令。我見證主救贖恩典，釋放我脫離罪境。主買贖我永

遠屬主，享受主豐盛生命。求主聖靈今來充滿，我奉獻全

心全意。生命活水永遠長流，從我心湧流不止。主啊，我

願成管子，讓你奇妙大能力，充滿我心，借我流出，每時

每刻不停止。”每當我唱這首歌的時候，我常常在心中感

謝神的大愛，感謝他的救贖恩典，釋放我脫離罪境，感謝

神買贖我成為神的兒子，感謝神賜我豐盛生命和恩典，但

我心中也常有不安，常感不配神的恩典。神要我做他福音

流通管子，但我這根管子中間常有堵塞。求主憐憫！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www.luke54.org%2Fview%2F13%2F1659.html&ei=weFGVJWHBpHIsATUhYHYAw&psig=AFQjCNHb2kG0QouH-AeOcc-0fg5GwFQzCw&ust=141401758365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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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六章卅五節說：“我就是生命的

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在

約翰福音第七章卅八節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

的心中都應該充滿生命的糧，腹中要流出生命的活水。在

巴勒斯坦有两个海，北部的加利利海，和南部的死海，中

间有约旦河连接这两个海。加利利海是一个活水的海，水

有进也有出，其中充滿生命。死海是一个高鹽的海，是世

界上海拔最低的一个海，水只有流进没有流出，蒸發是唯

一失水的途徑，是完全的失去，其中沒有生命。如果我們

的生命如同加利利海一样，就不仅白白领受神豐盛的恩

典，也将恩典白白的捨去，讓人得着神賜的恩典和豐盛的

生命；如果我們的生命如死海一般，就只會领受恩典，不

能分享恩典，不能影響生命。我們的神有無限的恩典，只

要我們願意成為神手中的器皿，成為神福音流通的管子，

那么神的恩典将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成為神福音流通的

管子，是一根蒙福的管子，充滿神的恩典和福分，永遠長

流神賜的生命活水，澆灌人幹渴的心田，讓人有機會歸向

神。 

        弟兄姊妹，神已拣选我們成為他君尊的祭司，属神的

子民。神已呼召我们如同呼召先知和十二門徒一樣，神要

我们承担宣教的责任，擔負起傳揚福音的大使命。宣教不

是个别人的责任，乃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我們固然有

許多的不足，是微小的器皿和常常堵塞的管子，但只要我

們願意全心全意奉獻，堅信主必加添我們的不足，神必潔

淨他自己可用的器皿和流通的管子，使器皿和管子蒙福並

流出生命活水。讓我們同心合一，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和流

通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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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宣教 

林恩泉 

         聖經說，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

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疾病。主看見許多的人，就

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

是，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

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9：35-

38） 

         首先，[主看見]許多的人。但主不單是看到人很多，祂

也看到這些人還沒有得救；他們流離失所，不知何去何

從。主的心為這些人有著沉重的負擔，因為人的靈魂在主

的眼中是極寶貴的，主[憐憫他們]。主的憐憫不單是心中感

覺不忍，像我們看見人在痛苦中而心中覺到難過那樣；主

的憐憫是感同身受；主是親自擔當人的憂患，與人一同經

歷罪所帶來的痛苦。 

         主看見就憐憫他們。主清楚的看見了他們的實際光

景。聖經說的很生動，他們困苦流離，如同脫離羊圈的

羊，因為他們沒有牧人。主要召聚羊群，餵養他們。主來

是為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使他們歸入主的羊圈，得著撫

養。 

         主耶穌接著就將祂憐憫眾人的心傳遞給跟隨祂的人。

主要喚醒門徒，使他們對需要福音的人有憐憫的心。耶穌

要門徒以祂的眼光去看，主要門徒看見的，不只是莊稼很

多，主更加要他們看到的是，要[收]的莊稼很多。 

         工作是從需要開起的。耶穌看見人的需要，結果就憐

憫他們。我們若如主一樣看見人的需要，裏面就會產生像

主一樣的憐憫。我們會看到在廣大的禾場，有很多靈魂正

沉淪在罪中，他們很需要拯救。我們為人的靈魂負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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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到救恩的需要心中著急迫切，然後才會以從未有過的

熱誠發出呼求：[主啊！請打發工人]。 

         約翰福音第四章 35 節記載了很重要的話：主耶穌說：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

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是的，莊稼已經熟了，禾場已經準備好了，正等待收

割。有許多人在等著要聽天國的福音。宣教是現在要做的

事情，不是將來才做的事。 

         主在這裏用[莊稼的主]比喻祂自己。[收祂的莊稼]，意

思就是[到祂的收割裏面]，或[有份於祂的收割]。 

         有份於主的收割，首先是以我們的[禱告]參與。主耶穌

的教導是：當[向莊稼的主禱告]。這是一個主對禱告的吩

附，祂要我們為[收他的莊稼]，為宣教禱告。 

         參與宣教的管道很多，為宣教禱告可以說是最首要，

最基本，最可行的一種。一間教會可能沒有足夠的同工以

及財政資源差派短宣隊出去。但是每一間教會都可以，也

應該為萬國萬民來禱告。傳福音責無旁貸，面對還沒完成

的福音大使命，我們應該禱告；為了建立合一宣教的異

象，我們應該禱告。 

        有份於主的收割，也是要親身參與宣教。禱告的呼召

固然很重要，並且是首要的，可以說，沒有宣教禱告，就

沒有宣教事工。但禱告卻不能代表一切。 

         一個禱告如果不能改變發出禱告的人，就更不容易改

變接受禱告的人；自己如果不預備被神差遣，就很難盼望

差遣別人。因此，我們一方面向主祈求，同時也要願意實

際投入工作。在我們求莊稼的主差遣出去的工人當中，要

預備有自己的份；就是自己也要願意，甚至要渴望被差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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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詩歌名叫[差遣我]。歌詞是這樣說：[差遣我，

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願意被差遣，甘心付出我們的

所有；這就是主所悅納，主所看重的回應。這就是[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 。 

         教會要推展宣教，而事工的推展是基於認識。所以教

會要提供一些為宣教工場代禱的資料，如同宣教士的來

信，宣教工場和工作簡介等，幫助會眾瞭解這些宣教工場

的實況和認同事工的需要，以致這些宣教事工成為全教會

所知道，所關心的工作，進而才從主領受宣教的異象，接

受傳福音的託付。因為首要先[瞭解]才會[認同]，[認同]才

會有[負擔]，有了[負擔]才會有[行動]。這些被認同的宣教

工場和宣教士就成為我們禱告上的[認領]，成為教會合一宣

教的異像和使命。 

        教會要為主打發工人，也當與出外的工人聯合為一，

兩者成為宣教夥伴，同有一個異象、一個負擔、一個使

命。所以工人走出去，就是教會走出去；教會是藉此有份

於宣教的工作，為神國度的擴展作出承擔和參與。 

        耶穌基督一天尚未回來，宣教的工作就一天不容鬆

懈。宣教是全教會的事工，要以合一的心做動力和基礎，

使教會上下分擔主的大使命，擴張神的國度。 

 

https://www.google.ca/imgres?imgurl=http%3A%2F%2Fsg.zhsw.org%2Fuploads%2Fimages%2F2011%2F09%2F12%2F103908660.jpg&imgrefurl=http%3A%2F%2Fzhsw.org%2F&docid=cr8nIxJ0xLmCUM&tbnid=NV86d5dyaUXwHM%3A&w=567&h=567&ei=nQVHVK6wN8iKsQSQm4LIDw&ved=0CAIQxiAwAA&ia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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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與掙扎 
陶偉基長老 

 

         約拿是一個敬畏耶和華的希伯來人(現在的猶太人) 。

一天，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原來是神的一個呼召。他都聽

到了神的旨意，是要他到尼尼微城去傳講悔改的信息。可

是他明白, 那是個充滿了罪惡、有外邦人住的地方。在猶太

人的信念中， 所有外邦人都是不潔的。約拿沒有謙卑下來

去回應神的命令與呼招，相反地他只靠自己的判斷，立刻

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可是耶和華是創造者，他是無所

不知的，所以你無論是什麼光景、在什麼地方，他都知

曉！耶和華要約拿經歷了一場險些沉船的風暴，更要他被

大魚吞進肚中。在三天黑暗的日子裏無法靠自己的能力勝

過死亡的恐懼。就在這情況下，他是無法逃避神再一次的

呼召。最後他只好聽從神的旨意，到尼尼微城去傳講悔改 

的信息以致使全城十二萬人同牲畜都得救。 

 

        在這裡因著約拿對神呼召的掙扎，我們需要好好的反

省一下我們現今的境況。很多時候我們跟約拿一樣，有著

各式各樣的藉口，去逃避或正在逃避神的呼召。 

 

        其實，神的呼召已經開始在我們信主的那一天。主耶

穌說：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

（ 萬民： 原文是凡受造的） 聽。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

救； 不信的， 必被定罪。 （馬可福音 16 : 15 -16）這天國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馬 太 福 音 24 : 14） 

 

        今天我們常有的掙扎，就如以弗所書 2 章 2 - 3 節提到

的，在行事為人中依然行在舊我而隨從今世的風俗， 未有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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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

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

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

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然而，使徒保羅在 2 章 4 - 10 提醒我們。需要轉眼仰望

主耶穌，叫我們活在耶穌當中，不至失去信心，在掙扎中

得勝有餘。 

4 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

過來。你 們 得 救 是 本 乎 恩 。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

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 乃是神所賜的； 

        9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

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願各弟兄姊妹，踏出信心的一步，無論在後方做支援

的，或是去前方宣教的，都需要你們同來參與宣教事工。

承傳神所託付的，將福音傳遍各方。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www.ccic-sj.org%2FMandarin%2FMission%2FMission.htm&ei=dhFLVNSABIXNggSs0IGwDA&psig=AFQjCNEaBPYlmQ05y1ah2lWwPVcOlN62jA&ust=141429127903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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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力量 
蘇福忠 

 

          在準備寫宣教年會文章的晚上，打開電腦，呆呆的在

電腦前傻坐了很久。竟然一點感動都沒有。臨睡前也只是

給自己的文章起了個名字“合一的力量”。 

         我的父親已經去世很多年了，這一晚竟然又一次來到

我夢中。我和他一起坐在一個很大很大的飯店裡，似乎是

一個盛大的聚會，而且都是父親和兒子一桌，（沒有女人

和孩子，儘管好像妻子一直在和我交流著）。場景很莊嚴

肅靜，以白色調為主，只有燈光發出淡淡的金黃色。我當

時只是激動，因為我當時想，父親終於來到加拿大了，我

一定要好好陪陪他。我虧欠父親很多很多。我就一直端詳

著他。其實餐桌上一直是空的。但父親突然放下手中的筷

子，說我今天吃的太多了，他說他要躺下。我扶他躺下。

還安慰他，你是第一天來加拿大，大腦在倒時差，其實胃

也會倒時差，吃東西都會有不舒服的感覺。但我心裡有一

種不祥的感覺，覺得父親要離開我們。在我們準備離開餐

廳的時候，我一下子就驚醒了。 

         醒來的我就在那裡靜靜的躺著，回憶著剛才的夢境，

思考著昨天晚上自己給自己出的題目“合一的力量”。 

        讓我百思不解其意的是，剛才夢到父親放下筷子的一

幕，明明桌子上什麼也沒有。而且父親去世我並沒有在他

的身邊呀。筷子？即將去世的父親？一下子讓我想起一個

很俗的故事，即一個父親在臨終前，對一群不團結的兒子

講一把筷子的故事。也就是一支筷子很容易被折斷，而一

把筷子很難折斷的故事。這個故事讓我聯想到我們的宣教

工作。在我們宣教的旅途上，何嘗不是如此。如果我們不

是合一，而是單槍匹馬，儘管我們每個人都很誠心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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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畢竟都是單薄的，在宣教這條艱辛的征途上，一旦遇到

點困難，沒有彼此的扶持，沒有彼此的呵護。很容易讓人

失去信心，就會跌到，就會掉隊。這是常常遇到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一支筷子對一把筷子的故事。那是因為我們沒

有捆綁在一起，沒有形成合力，沒有共同對付我們的宣教

路上的魔鬼。一句話就是沒有“合一的力量”。 

         主耶穌在離世前的禱告中說：“聖父啊，求你因你所

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大家看到這句話，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我們的神本

身就是合一的，他是聖父、聖子、聖靈的合一。他叫我們

也要合一，就是叫我們這些凡人，能像他一樣合而為一。

從而具備“合一的力量”。我們為什麼要建立教會，教會

就是一群人合一的地方。就是一群人彼此扶持，相互鼓勵

的地方，其實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神是憐憫的，他知道

我們凡人的軟弱，了解我們宣教路上的孱弱。知道我們屬

靈生命中最缺乏的東西是什麼。那就是合一。也就是最通

俗的筷子理論。 

         去年，我一不小心成為宣教部的執事。其實我知道，

教會很多工作我都可以做，唯獨宣教是我最最怵頭的，萬

萬不能碰的。讓我做宣教執事就是趕鴨子上架。但結果

是，我硬是被活生生的抬到了這個架子上。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insweetsavour.blogspot.com%2F2013_07_01_archive.html&ei=HMlFVOb4PIXzgwSE6IGIBw&psig=AFQjCNE1nBbPKE-cajvsrOOJTs77j4YULg&ust=141394594332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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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幸的是這一年的工作印證了筷子理論，也就是讓我

充分體會到了“合一的力量”。牧師、傳道、長老對我的

幫助很多很多，我不想多提。我的幾位同工是我無窮無盡

的力量源泉。上任執事谷祝娜幾乎是手把手的對我幫助，

讓我盡快了解宣教工作。還有她做的宣教工作年冊，從

2006 年一直到 2013 年。事無鉅細無一不記錄在冊。使我

受益匪淺。退休的楊傳道獨當一面，在我一次未去

Plattsburg 的情況下，整個活動正常進行。沈珏羽姐妹承包

了所有活動中道具，獎品的購買，雙長明弟兄承擔了所有

大型活動的策劃，跟踪和落實。還有關弟兄、李毅、阿珍

和 AVA 等等，大家同心同德，做了我幾乎認為難以完成的

事情。我要感謝你們，我更要感謝我們的神。 

         能有這樣的結果，我想都是“合一”的結果。大家之

所以能夠行動一致，共同度過這樣美好的一年。我想無外

乎我們印證了神的話語：“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

些因他們的話相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教

會是一種無形的屬靈的團體，不論在何時何地，凡是信奉

主耶穌的人，都已經歸入在他的名下；既然歸在他的名

下，我們的心應該是受聖靈的驅使。聖靈只有一位，他所

賜的是合而為一的心。他決不會叫人彼此相爭，以致分裂

了基督的身體；因此，凡是領受聖靈的信徒，必能靠著基

督聯絡得合式，成為聖靈居住的聖殿。聖靈似火，能焚毀

每個小我的成見，或年齡的差異，或性別的差別。使一切

領受聖靈的人，都能合成一個身體，最終實現教會的合

一，最終實現宣教的合一。 

          阿門，神的力量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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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何求？ 

谷祝娜 

        《列王记上》三章五节至第十节里记载：耶和华在所罗

门王梦中问所罗门“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

门在第九节里就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

民，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第十

节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里记载希西家王患重病，耶和

华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告诉希西家他必死，不能活了。第二

至第三节里:“希西家转脸朝牆，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

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再派

以赛亚去告诉希西家。在第五至第六节里，他“已听见了

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在第七至第八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

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返十

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希

西家就以感恩之歌回应。《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至二

十二节记载“有一位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

什么方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问了一连串的关于十诫

的问题之后，于第二十二节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變

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

从我。”在第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

他很富足。” 

         圣经内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要向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祈求的是什么事？是对的？是错的？什么是可以

求的？什么是不可以求的？我们祷告蒙应允是因为我们所

求的是合乎神心意的呢？还是所祷告的事是妄求或是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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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至于未蒙应允呢？是否在祷告中，我们未能细心察

觉，反而向天上的父产生疑惑，甚至遗弃神呢？ 

         传扬天国的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极

具荣耀和充满恩典的侍奉，我们必须要将《约翰福音》三

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上好的喜讯带

至每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身上，告诉他们《约翰福音》十

四章第六节至七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是认识

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要真知道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十架上

捨命救赎的宝贵的恩典。 

         我们在世上的年岁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再来

的日子是否已近了也不知道；但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是我们

趁日子未到以先，要懂得如何在地上生活得有价值，生活

得有意义，生活得更精彩。即我们就应懂得如何用自己有

限的生命光阴去祈求主耶稣赐下丰盛的恩典之路。成为葡

萄树上结果子的枝子，被主所用，做主忠心的门徒。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www.excelmission.com%2Fj15%2Findex.php%3Foption%3Dcom_virtuemart%26page%3Dshop.browse%26category_id%3D59%26Itemid%3D2&ei=zv9KVNa7MtCSgwS7nIKwBw&psig=AFQjCNEmUpbuqdxZ4l_gJ14QqZau_r_DPg&ust=141428764895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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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形式、 多傳福音 
 

雙長明 

 

    “合一宣教”是我們廣傳福音的重要法寶，也是我們今

年宣教年會的主題。合一宣教，興旺福音，這是主賦於我

們教會同工的神聖職責，也是眾信徒的最大願望。興旺福

音需要有先決的條件，這條件不是依靠勢力和才能，也不

是依靠物質和金錢。从神国度的角度去看，最最重要的就

是同心合一，只有同心合一才能真正興旺福音。當主耶穌

要離世前，特別為門徒代求說：「聖父阿，求你因你所賜

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

翰福音 17：11）並且說：「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

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

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

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翰福音 17：20-21）我們都是同

蒙恩召，共侍一主，我們應多一些理解，多一份相愛，為

了教會的利益和主的名得榮耀，讓我們真誠地在主耶穌基

督裡同心合一，发展福音事工，興旺福音，完成主的大使

命。正如保羅所說：「因 為 從 頭 一 天 直 到 如 今 、 你 們 

是 同 心 合 意 的 興 旺 福 音 。」 （腓立比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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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聖誕節，我蒙恩得救，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

主，做我生命的主。不久，我就加入滿恩堂宣教部的同工

行列，開始學習如何與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同工，一起事

奉，一起傳福音。传福音是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

對一個新基督徒的我來說，传福音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毫

無經驗，也無甚麼特別的才能。毋庸置疑，神賜給我們每

一位基督徒宣教傳福音的能力不盡相同，在主的愛里我們

互為肢體，彼此搭配，同心合一宣教，讓更多的人聽到福

音，認識耶穌，和最後接受耶穌歸入主的名下，成為神的

兒女。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不过，传福

音的方式则不一而同，正如宗教改革使用了印刷术一样，

今天我们也可以使用新兴的科技、具有创意的方式去传福

音。例如微博传福音、臉書(Face book)傳福音、视频传福音

等，这些新的创意并未改变福音的内容，却通过活泼的形

式，把传福音这份从主而来的托付变得多姿多彩。近三年

來，在宣教傳福音的過程中，蒙神的恩典、引領和保守，

以及各位同工的鼓勵和幫助，除了參加美國 Plattsburgh 教

會的短程宣教傳福音外，我還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嘗試

通過不同形式和方法，盡自己綿薄之力，同心合一，一同

做工，一同成長，多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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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舉辦節日晚會，將福音的信息融入到晚會中，這

是我們傳福音的一個很好途徑和方法。記得 2013 年，當宣

教部同工要我來策劃和主持我們教會中秋晚會的時候，我

真是忐忑不安，由於自己毫無主持晚會尤其是教會晚會的

經驗，加之我的普通話具有濃厚的家鄉口音，真是害怕失

敗，對我們教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影響傳福音的果效。我

就不住向神禱告，祈求神的幫助和賜我信心。神回應我

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

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

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1:10）“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書 4:13）因此，我就勇敢地

挑起這副重擔。去年中秋晚會由於沒有彩排，儘管有不少

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對我來說，是一次有益嘗試，學到不

少東西。今年的中秋晚會，我更學會了如何與各位同工，

同心合一，互相搭配，為主做工。感謝神的帶領，看顧和

保守，感謝所有同工同心合一的事奉。今年中秋晚會，無

論從節目組織，主持和內容等都比去年有了很大的進步。

這次晚會吸引了 200 多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參加，其中有不

少第一次來到我們教會的新朋友，还有很多曾经来过好久

未來教會的朋友。我們把所有的榮耀都歸給愛我們的天父

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求主繼續把「合一宣教」四個字放在

我們心裏，為著福音同心合一，好叫福音興旺起來！ 

 

        現代多媒體也是一個有效的傳福音途徑和方法。我經常

把自己在網上聽到的好聽詩歌，閱讀到的好書，收看到的

好的講道，見證，福音佈道會等，及時通過電子郵件發給

恩雨團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與大家一同分享。正如盛曉

玫在《幸福》歌詞所寫的：“幸福就是分享自己所領受

的，叫別人得利益。”沒想到，不少弟兄姊妹和朋友通過

電話或當面告訴我，我發給大家的這些福音信息，對他們

幫助很大，尤其是有些弟兄姊妹和朋友，當他們面臨風浪

困境，人生低谷，心靈軟弱時候，這好聽的詩歌，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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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如何信耶穌的見證，給了他們很多鼓舞，上帝賜給他

們更多信心和力量。有些曾來過我們團契的但後來就沒再

來的慕道友，又重新回到我們中間，來進一步認識主耶穌

基督救贖的福音。同時，當我們的肢體患病，軟弱或者親

人離世歸天家時，通過電子郵件或名片，為有關弟兄姊妹

禱告，祈求上帝的安慰，求神常與他們同在。 

 

       為了宣教傳福音的需要，我特意買了一部錄像機，把我

們教會舉辦的重要的活動錄下來，發給大家欣賞，並上傳

到 YouTube 和我們教會的網站， 讓更多人了解南岸有一個

我們華人屬靈的家---滿恩堂，吸引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友

來到我們教會，參加舉辦的中秋，聖誕和春節以及其他節

慶活動，進而參加我們的團契活動和教會主日崇拜，吸引

人信耶穌，歸向獨一真神。這也是我們撒播福音的種子，

宣教傳福音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抓住機會傳福音。例如，我堅持在

周末到我家附近的公園晨練，公園裡也有不少長者也來到

公園跳健身舞，散步等，我就不失時機邀請他們到我們教

會參加團契和節日聚餐晚會。最近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王

肇魁弟兄，就是我在公園認識的其中一位。通過交談，我

知道他人生閱歷豐富，爱好读书追求，尤其是他每日堅持

抄寫聖經三小時，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已經抄寫聖經五

遍（抄寫一遍大約需要 14 個月）。我覺得他对上帝和主耶

稣的信仰追求，以及坚持抄寫聖經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兄

弟姊妹和慕道友借鑒學習。我就邀請他來參加我們恩雨團

團契，並為我們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了他信主的心路旅程

和生命見證。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透过他生命的真

实故事，而对神和基督的信仰更认识，更有信心，更有盼

望，更有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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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學功課 

李桂貞 

         記得我在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回中國探親，為家人、親

戚、朋友、同學傳講福音。回到加拿大後，我寫了幾個短

小的見證榮耀主名。今年 5 月我們又回中國探親，也打算

繼續向所要探訪的人傳講福音。然而這趟回國我又有很多

美好的見證，感謝讚美神。讓我再次感受到祂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的神，實在是讓我感激不盡。神愛我，讓我享受

祂的喜樂。祂隨時隨地都在對我說：“不要懼怕，也不要

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

在”。 《約書亞記》1:9. 在此，我簡短寫一個見證與大家

分享。 

            那天，我們一家三口正高興地坐在在一架飛往日本的

波音 737 大型飛機上，飛機上的中間座位是 4 人，左右兩

邊座位是 3 人。我們一家人正好坐在飛機右邊的窗口邊。

我們所坐的這一排，正好處於機艙的中間位置。我喜歡靠

走廊旁的椅子坐著。 

         不一會兒，飛機啟動，開始飛了，進入了雲層，穩定

地在空中往前飛行。在飛往日本的途中，大家都在看電

視。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我的先生一上飛機就開始睡

覺了，我和我的孩子與機上很多人一樣都在看電視，我左

手邊的四個位子上，坐的是日本人的一家四口，但當時並

沒見到女主人。所以從我左手邊數起第三個位子是空的，

第四個位子坐著這家的男主人。一兒一女靠近我這邊座位

坐著，看上去他們好像 17 歲左右的樣子。他們正在看電

視。不時的聽到那男孩和女孩可能是因為看搞笑電視時所

發出來的咯咯聲。我和女兒也很興奮的在收看不同台的電

視節目。不知過了多久，機艙內慢慢安靜下來，一切都在

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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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我們看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我卻下意識地轉頭

朝我左手邊的日本一家人的位子看去，看見一個男人在第

四個位子旁的過道上靠近日本男人坐位的椅子附近站著，

不知道是否是服務人員，只見他左手拿著一個像是小型氧

氣瓶似的東西，右手正在蹩手蹩腳地甩來甩去想打開一個

像是口罩一樣的白色小東西。我的目光向另一處移去，發

現一個女的正蹲在走道上貼近日本男人的椅子邊，正將自

己的右手放在一個早已被疊成小方塊的毛巾布上。我朝那

毛巾布下面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是日本男人正仰面躺在

那椅子上， 幸好他右手邊的位子是空的，否則他躺不下

去。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毛巾布下正是那個日本男

人的頭部。我正好可以看到他的臉。這是一個年近五十的

男人， 只見他滿臉煞白，面部毫無表情，看上去他好像生

病了。似乎那兩個人正在為他做些什麼。而靠近我這邊的

他的那兩個孩子以及他周邊座位上的人沒有一個知道這裡

有人出了狀況，對於他們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這個

機倉的乘客都在看電視或睡覺。感覺只有我一個人下意識

地發現這事。 

           看到這現場我感到不妙，甚至有點害怕，我迅速轉頭

不再看他，回到我看電視的正前方，此時我又有點慶幸，

心裡說：哇，在飛機上發生這事，我還頭一回看到，幸虧

這事不是發生在我身上”。剛說到這，一句話出現在我腦

中：“你不可以這樣幸災樂禍，你要為他禱告”。我又嚇

一跳，即刻意識到這是聖靈在提醒我，我趕快認罪悔改，

因為我的心思意念神都鑑察。我迅速閉上眼來到主的面前

為那人獻上禱告。我說：“主啊，感謝你讓我看到了這一

幕，我向你認罪，我不該有這樣的想法，求主赦罪，求主

醫治這位先生，讓他趕快好起來，讓他們一家都能平安健

康喜樂地回到家中，不要有任何的不愉快的事情再次發

生。 ” 剛禱告到這，一句話又出來了：“好了，可以結束

禱告，他會好的”。我立即奉主的名結束了我的禱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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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急速轉臉去看那位日本先生,恰好看見他正對著我，

從椅子上坐起來的整個過程，然後他又向左轉身對著前面

椅子背後的電視繼續看他的電視了。 

          見到此情此景，令我非常感動。我不停的感謝讚美

神，感謝神與我同在，感謝祂的話信實可靠，帶有能量。

覺得實在是太神奇了。就這麼短短的幾句禱告語的時間，

他就好了，他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令我驚訝！我感

嘆神的偉大，也只有我們的神是配得稱頌的。 

        通過這次旅途經歷，聖靈讓我學會了在別人有困難和

生病時不要幸災樂禍，要為別人禱告。要求主的幫助，這

是我這次探親、旅遊、傳福音的開場白，也是傳福音前的

熱身運動。更是我在中國探親接下來的日子以及今後要繼

續做的功課…因為在那次接下來的探親旅遊的日子裡接連

好多次類似這樣有問題的事發生。如別人等候的飛機誤

點、大暴雨、漲洪水、探訪病人、火車站傷人事件、有人

高原反應、辦酒席、拍藝術照、看病等等， 我也知道這是

神在讓我做練習，考驗我是否學會並記住隨時隨地要為人

禱告的功課。我按神的話語去做，祂就按他的旨意成就一

切。感謝讚美主。 

        事實上， 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也都是在旅途中，因為我

們是寄居的，是這地球上的匆匆過客。我們從上帝那兒

來，又要回上帝那兒去，這來和去之間的時間，就是我們

的人生旅途，在這急速而去的人生旅途上，我們會遇到各

種各樣的人和事，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發

生，如：疾病、失業、失去親人、失戀、失學、車禍、與

人爭吵、被盜被殺、失踪等，當我們遇見別人包括我們自

己有任何問題發生時，你會如何度過？如何榮耀主名？ 我

相信一定有人第一反應會和我一樣：慶幸這些不好的事沒

發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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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聖靈會引導我們，讓我們知道作為基督徒不管遇

到什麼問題，什麼困難，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首先要做

的就是將這些問題和困難帶到神的面前，禱告神，祈求神

的幫助。千萬不能像我那樣有慶幸的想法，因為神不喜悅

我們這樣。儘管不容易做到，就像我信主都三年了，一不

小心還是會做不討神喜悅的事，做任何事情都還是會時常

將自己放在前面，自己作主，而不是先求問神，所以結果

往往是令人沮喪的，這是非常糟糕的事。然而慶幸的是我

們是神的兒女，有神的同在，有祂的光照。雖然我們還會

軟弱，時常跌倒，但感謝神，祂愛聽我們的禱告。我們就

有認罪悔改的機會，有選擇不犯罪的自由，因為聖靈隨時

隨地會提醒我們，主會引導我們當走的路，當做的事，當

說的話，只要我們順服，照祂的話語去做， 必使人蒙福。 

 

         神是愛，祂愛我們。因為祂看我們為寶貴。我們在傳

福音前、讀聖經前、吃飯前，講道前，寫作前、在做任何

事情之前；在人落難時，在人開心時，無論處在什麼途

中：學習途中、工作途中、旅遊途中、 生活途中、婚姻途

中、 交際途中以及我们的宣教途中…都要切記：先禱告，

求神同在，求神的幫助和帶領。學會隨時隨地為人禱告為

自己禱告，我們傳福音不光是要嘴傳，也要身傳。將神所

賜給我們的話語行出來。多讀經、多禱告、多傳福音，這

樣必討神的喜悅。無論你在哪裡，神必與你同在。 

        相信你一定做得比我好！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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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夠用 
周麗薔 

 

停下來回頭看一看祂的恩典一路相伴 

閉上眼用心去感覺祂的愛從不曾離開 

抬起頭你將會發現烏雲背後還是有藍天 

張開手迎向每一天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你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祂應許永遠不會改變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 

祂恩典一定夠用 

 

每一次跌倒 站起來更剛強 

每腳步走得更有力量 

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 

祂恩典一定夠用 

 

         在教會的日子，每人對不同的詩歌都有不同的感觸，

而這盛曉玫的《恩典夠用》這首歌給我的共鳴最深。回想

過去的歲月，特別是在加拿大的日子，最大的收穫就是認

識了神，生命因此得到了改變，人生的路也走得更有信

心。神的恩典將我和丈夫一步一步帶入了滿恩堂這個屬靈

的家，讓我們從工作收入沒有著落的新移民，成為到生活

穩定的加拿大公民，並有機會和能力服侍神，從而幫助更

多的人認識神的美好。 

         從我在初中的時候，一位同學給了我一頁有主禱文的

紙，我就與神在冥冥之中有了聯繫。不知為何，聖經的主

禱文在我心中深深地印下了，直到如今，一個字也不會忘

記。在來加拿大以前，我尋求過別的神。我去廟裡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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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拜過各種菩薩，求過開過光的符件。雖然不知道管不

管用，但跟隨別人去做，不覺得有什麼不對。 

         2003 年，我和丈夫及女兒抱著美好的願望來到加拿

大。但四年過去了，兩人也沒有一份穩定工作，積蓄花了

大半，開始對將來失去了信心。兩人爭吵不斷，互相指

責，也想到了回國。來加拿大的頭一年去過附近的教會，

但只是好奇去見識一下，對讀聖經一點興趣都沒有。去了

只是找人聊家常，打聽別人如何在加拿大生存和工作，或

為女兒找玩伴。搬到南岸後就與教會失去了聯繫。竟然不

知南岸還有個滿恩堂。 

         在不斷的挫折中，我意識到人的有限和軟弱，開始在

心中不停默念主禱文，只為心裡有個安慰，並不停為丈夫

的工作禱告。 2007 年丈夫終於有了一份較穩定的工作。但

我並沒有信神，又開始想靠自己買小生意，走快速發財的

路。感謝神，在我生意失敗後他把我和家人從不可想像的

苦難中拯救出來，這時我才意識到神一直在我身邊看顧著

我，去教會的願望越加強烈。 2008 年通過一位朋友，我找

到了滿恩堂，第一次見到了楊傳道和其他幾位資深成員，

淚如雨下地堅決要求受洗。楊傳道為我專門開了幕道班，

並於 2008 年的複活節受洗。 

    在以後的幾年中，神使我丈夫的工作穩定，並帶領我

從沒有工作，到成為護工，又做到目前的護士。回想這幾

年神在我家的作為，真是一步一個腳印，堅實又確鑿。 

2013 年，通過向神禱告，我丈夫也在復活節受洗，全家成

為了基督的家庭。神給我的一切，比我想像的更加好。在

我軟弱的時候，他扶持我;在我驕傲的時候，他讓我反省;在

我迷芒的時候，他為我指明方向。他讓我明白，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一切他都會加給我; 他讓我潔淨，以配承受他的

國; 他讓我們服侍教會，以便有更多的靈魂得救。正如歌詞

所道：“要相信不論明天將如何, 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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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有感 

高平 

         又到一年宣教年會時, 忽然想起了前些時候，在我們教

會為主作了美好見證的一位從南京來探親的老姐妹。從她

身上、臉上、話語裡, 我深深感受著她的愛主之情。臨別之

前, 她拿出兩本福音小冊子送給福忠和我。讀了, 真是受益

非淺。不由也想起另一位傳道人，在一個空中節目講解<<

雅歌書>>時, 談到我們的主, 情深之處, 不禁聲泣。還聽另一

牧師提及一位香港的老姐妹，每當人們談到主耶穌的名字

時, 她的心跳就會加快，臉色如初戀少女。在我們華人宣道

會裡也眼見過愛主的牧者、弟兄姐妹們，從他們的一舉一

動中便能感覺到那份濃濃的愛主之情, 無需任何言語之表

達。 

          他們是愛主的, 愛主即宣教，愛主就會遵主話行，不致

牽強。從他們身上、手中所流露的宣教是自然而真切的, 不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H_ajT_W2gzDLPM&tbnid=R7VgW5JDQ_33UM:&ved=0CAUQjRw&url=http%3A%2F%2Fcclw.net%2Fother%2Fyouershenjin%2Fhtm%2F047.htm&ei=X_BwUsf9GOSbygGep4GACw&psig=AFQjCNHOa0SFa_Fsm2ecfv_ytUpFGVfClg&ust=138321958882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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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時間和形式的束縛。個人體會宣教事工實是鍛煉成長、

增強對主的認知的好方式。知主彌深, 愛主愈切。基督的門

徒不是隱於深山老林潛心休養，而是走入人群，分享從上

主所得，把主的恩、神的愛並他為世人成就的好消息傳揚

開來。猶如當年飢餓的人群手中接、傳那僅有的五餅二

魚，餵飽了所有人還有許多剩餘。若有人停了傳, 神蹟便止

在那裡。在各項事工中付出是宣教， 在家中默默支持下為

事工禱告也是宣教；外展佈道是宣教，在教會掃地清潔垃

圾也是宣教。 

        不是假謙虛, 連像我這樣一個一無是處、無能無力的人, 

主都是那樣有耐心、不嫌棄，安排牧長幫助教導我，只要

我們能打開心說願意。神聖事工不可輕妄也無比寶貴， 若

我們曾愛耶穌, 如今何不更愛他？若我們真愛耶穌, “很

忙””沒時間”等便不會輕易出口。照著主堅定永立的話

去行, 最終蒙福的是我們自己。 

         分享在滿恩堂幾年來，不值一提的參與中所感受到的

一點點, 求主潔淨, 深願能和眾弟兄姐妹一同攜手、默契配

合、在主裡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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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畢業，並修讀亞洲宗

教碩士課程，1980 年回港，於日本商品貿易公司任職翻譯

及市場部經理。 

        1982 年蒙召進入神學院，1985 年自香港中國神學研究

院畢業，獲道學碩士，曾任開荒教會傳道、堂主任、政府

醫院開荒院牧，1989 至 1998 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團(OMF，

即中國內地會)，由母會即香港九龍城浸信會差派，一家四

口前往日本北海道宣教，建立了一間日本人的教會，後回

港於母會牧會。 

        自 2000 年到 2009 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市，加入華人

福音普傳會，出任加拿大主任，同時任多倫多士嘉堡華人

浸信會國語事工顧問牧師。2012 年獲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牧學博士。 

        2010 年 9 月起，出任恩霖中華國際協會的宣教主任，

在全球華人教會中推動各類型宣教，及投身差傳神學教

育，為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客座講師。 

        梁燕芬師母為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女傳道暨 Gibson 

Centre 義工及客戶服務主任，大兒子現居歐洲，小兒子在

温哥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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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宣教事工辑要 
 

1、国外宣教：环球宣教基金 

        加拿大宣道总会设立环球宣教基金来支持全国近三百

位分布在六十多个国家的宣道士，其中华人宣道士约占十

分之一，每月需要超过一百万元，由加拿大各宣道会合力

支持。本堂今年对环球基金的支持是$6.000。 

2、国内宣教 

          A 圣罗伦士区会：本区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宣道会，有

多间堂会还未能自立，仍要区会在经济及人力上的支持。

上届区会年会大会的共识，即本省全区自制各教会将全年

奉献的百分之三支持区会的行政运作。今年支持圣罗伦士

区会经费为$3.000 。 

         B 华联会：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简称华联会）的

特色是强调互助和合作，一同支持国内、外华人宣道会的

发展。今年仍是$1.000 。 

3、神学训练： 

        自从第二届宣教年会，我们已经设立神学训练基金，

鼓励本堂会友接受造就和装备。鉴于需要日增，今年神学

训练基金保持为$3.000。 

4、短期宣教： 

         过去，宣教部曾安排和组织的短宣包括巴拿马、荷

兰、瑞典和多伦多等，也曾接待过来自多伦多等地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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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队。近年，本堂坚持的每月去 Plattsburg，做的同胞事

工也是短期宣教的一种。今年的短期宣教预算是   $1.500 。 

5、本地福音： 

        随着南岸地区日益成为华人热衷选择的聚集地，使本

地福音工作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同时也促使本地福音工

作在今后一个阶段，会逐步成为我们教会的工作重点。同

时，我们教会应重点思考和研究，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

法，及时应对这一变化。使教会成为我们关心同胞，外展

传福音的良好的平台。加上教会 2015 年，将组织全教会的

夏季夏令营。今年的本地福音基金适当增加到  $5.000  。 

6、宣教推动：宣教年会 

        宣教年会是教会为推动宣教事工而设的，目的是让大

家对宣教事工有更多的认识，也能有所感动，以此鼓励大

家积极参与教会的宣教活动，也鼓励大家以各种方式，将

福音传给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宣教年会的预算为$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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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教 预 算 
                                                                                        

                                             2014 年预算                     2015 年预算 

国外宣教（环球基金）    $6.000                                    $6.000 

国内宣教 

   圣罗伦士区会                    $3.000                                  $3.000                                                       

        华联会                            $1.000                                  $1.000 

神学训练                                $3.000                                  $3.000 

短期宣教                                $1.500                                  $1.500 

本地福音                                $4.000                                                          

        教会夏令营                                                                  $2.000                                                      

       其它本地福音                                                               $3.000                                                                                  

宣教年会                               $1.500                                   $1.500 

临时用款                               $1.000                                   $1.000 

宣教总预算                          $21.000                                 $22.000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news.dhf.org.cn%2FNews.aspx%3Fkey%3D3851&ei=tQVLVPqjA4HKgwSxiYHYBA&psig=AFQjCNEFpNgVXMh9cMvJZQ7Jss3AcMRn6g&ust=141428890108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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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宣教年会特别聚会程序表 

                                                                                                                                               

           祷告                                                                          会众起立                                                              

           读经                       《約翰福音》十七章                主席                                                                         

           唱诗                                《让爱走动》                     会众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会众 

                                                        《Hi-Ne-Ni》                   会众                        

           献诗                                   《合一宣教》              宣教同工                     

           讲员              【相愛合一，全人宣教(一)】     陳梁燕芬                                                       

           报告                                                                       吴家兴传道                                                           

           彼此问安 

            

 

           主席：陈达虎                                     翻译：谷祝娜 

           领诗：沈珏羽                                    司琴：樊朱莹仪 

           司事：李建华    廖林明珍 

           儿童事工：Joey                                 投影:  关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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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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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走动》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一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飘扬，编织美

丽的梦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

所造的梦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Hi-Ne-Ni》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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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Hi-Ne-Ni，Hi-Ne-Ni，烧我差我，我在这里 

Hi-Ne-Ni，Hi-Ne-Ni，烧我差我，我在这里，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 

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 

Hi-Ne-Ni，我在这里 Hi-Ne-Ni。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store.jewsforjesus.org%2Fhineni-here-am-i-booklet.html&ei=n_xKVJXnNpHEggSolICACg&psig=AFQjCNFbcOcYqgG9u5DgFTfnneEyTL_StQ&ust=141428684240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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