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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歲月：更美的事奉

甘志聰牧師 

  二十世紀前的宣教多是成人男信徒去承擔，有名的如

William Carey去印度宣教，或 Hudson Taylor 去中國宣

教。學生宣教（即是由學生去宣教）也開始了，如有名的

“劍橋七傑”，但主要都是以男性為主。婦女宣教在二十

世紀初己經開始，但很多女宣教士只是做一些支援性的事

奉，如教育和籌款。婦女宣教到二十世紀末才發展起來及

被完全認同。本世紀前，宣教士一般都以青年和成年為

主。 

  一般來說，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稱為長者，大部份都

已經退休了，今年全世界有六億人以上是屬於這族群。近

年多有提早退休，五十五歲要實踐理想，就要理財有計；

提早退休人仕又有六億人口以上。近年多處發展「金齡」

宣教，都定五十歲以上為金色年華 Golden Age，稱為金

齡。五十至五十四歲的人有四億以上。今年世界人口已超

出七十三億，因此、全世界金齡人仕共有十六億，超出總

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信徒中的比例也許大慨一樣，這群更

加成熟、更有經歷的信徒起來事奉，必定對教會和宣教有

又多又大的幫助。 

  金齡宣教就是要鼓勵金齡信徒全力參與教會的各樣事

奉。今年我們宣教年會的主題是「黃金歲月：更美的事

奉」，目標是呼喚金齡信徒計劃更美的事奉，更多事奉、

更有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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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前宣教年會的主題有時會集中在宣教對象：如

《毋忘吾家》或《宣教的中國》。要向七十三億人傳福

音，就需要對焦。早期的宣教的對象大部份都以語言或文

化，和地域或國家作為焦點。今年我們的宣教計劃亦加了

一項長期宣教，Quebec City 事工和 Plattsburg 事工，

也是地域為焦點。近期也發展了以專業、行業、社群、身

份、性別、年齡來作宣教事工的焦點，例如警察事工、職

場事工、賭徒事工、學生事工、回教事工、婦女事工、長

者事工等。金齡人口增加，把長者事工推廣至金齡事工是

有必然的需要。感謝神，滿恩堂的福樂團和香柏團常會接

觸到長者，相信我們也要把這兩個團契的服事對象推廣至

金齡人仕，包括信徒和慕道朋友。金齡信徒參與金齡事工

是有效的，因為經歷相近，例如，今年退休的人是在戰後

長大的，分享生命經歷和探討話題也必然多了；但同時因

為金齡信徒的經歷和知識比較廣闊，他們也可以很有效地

向中年人仕傳福音，例如，探討人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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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承傳使命 
吳家興傳道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他

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他們年

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好顯

明耶和華是正直的。祂是我的磐石，在祂毫無不義」

(詩 92:12-15)。 
隨著時代及醫療技術的改進，人的壽命及活動力

延長了。根據新的數據顯示(右圖)，人口漸漸走向高齡

化，如今 65-80 歲長者的活動力已經超過從前。許多

原本是要人服侍的長者，現今仍然活躍在工作和服事

的行列；在教會，我們也常常看到不少的長者，因著

他們的信心、睿智和愛心，祝福了許多的晚輩。這些

長者所活出的生命，正如前面《詩篇》的作者所描述

的，「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

常發青。」 
基督徒在作年老或退休的人生規劃時，不可忘記

的一個事實就是，基督徒的事奉是沒有退休的，乃是

一生之久，活到老就要事奉到老。我們都應該學習詩

人大衛，向神禱告說：「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

候，求祢不要離棄我！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下代，將

祢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詩 71:18)。我們從神領受的

教訓與恩典，我們有責任要去教訓、指示後代的人。

只要我們還活著，就當努力榮耀神，彼此教導，相互

勸戒；經歷神最多和最久的人，就當善用你們的經

歷，使你們周圍的人得益處。年長的信徒有義務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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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向接續的後代，留下莊嚴的見證，承傳使命，見證

神的大能、喜樂、信仰的益處、神應許的真實。 
近年在北美華人教會中，年齡在 50 歲及以上的信

徒(通稱「金齡族」Golden Age)幾乎佔了會友人數的一

半。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群體，是教會重要的人力資

源。如何鼓勵並挑戰他們獻身裝備，投入教會的事

工，是個重要的課題。健全的教會需要不同年齡層的

肢體一同學習，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相互配搭，

見證主、榮耀神。 
求神「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

得著智慧的心」(詩九十 12)，過退而不休的事奉生

活，將神所託付我們的信仰及使命，傳承給後人，與

人同得福音的好處，作神忠心的好管家，如此我們就

能活出「夕陽無限好，黃昏更燦爛」的美好生命，迎

接從主來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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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齡宣教或近或遠
方叔慶傳道 

加國楓葉，舉世馳名，火紅驕艷，燦爛奪目，漫山遍

野變得紅彤彤，極盡華麗。原來火紅的楓葉在脫落之前，

仍可顯露出極美艷的顏色，令人難忘。

黃昏日落之際，夕陽晚霞，也能發放萬丈餘暉，雖不

像朝陽旭日之剛烈，卻也能和煦照人，暖在心窩。 

人生也有落葉歸根之時，夕陽西沉之日，但我們的生

命是否能像楓葉一樣，在落葉之前還可以顯露出美艷燦爛

的顏色，也像夕陽西沉那一刻，還能發放出耀眼的餘暉。

願我們在這垂暮之年，並不是唯有無可奈何地等候夕陽西

下，黑夜降臨，生命結束……… 

金齡宣教，或近或遠，只要你願意仰望交託主，神必

使用。 

「上帝不斷尋找平凡人，託付給他不平凡的工作」 

「主能成就大事，然而祂卻喜歡屬祂的人做出一點小

事」 

「上帝並不看你有多少才幹，而是看你是否願意為祂

所用，主能用你嗎？問題在於你是否願意為願意為主所

用！」 

我是一個沒有毅力，膽怯懦弱，只懂中文不通外語，

既無方向感，有夢想而無力實踐的人。1940 年出生於香

港，時逢日寇侵華和國共內戰，在艱苦中成長，18 歲蒙恩

成為基督徒，卻是一個不冷不熱徒具外表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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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一家四口移民滿地可，這是我一生中的一個極

大的轉捩點，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地理氣候，工作環

境極大的艱難中，真正的經歷神（從前只是認識神）。困

苦中蒙主同在帶領，生命得改變，得復甦，得模造。除了

工作之外，努力學習事奉，飽嘗主恩滋味，享受教會的溫

暖。1997 年感覺年紀漸長，時日不多，我兩在神面前願意

放下工作，過一些簡樸的生活，就能夠全時間的事奉主。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

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弗 3:8） 

我沒有高深的學位，顯赫的背景，成功的工作，豐裕

的財產，有的只是一顆願意的心，就是這樣開始了金齡的

宣教。 

1998 年滿地可堂與恩典堂聯合在南岸植堂，我自告奮

勇的參與其中，這是近距離的宣教，生活改變不大，也不

用離開弟兄姊妹和熟識的環境，樂也融融，一幌三年，還

以為可以就這樣的「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終老）」。 

神的計劃原是好的，祂模造我們、鍛煉我們，為要使

我們更蒙福 2000 年開始參與巴黎「短宣」兩次，繼而「中

宣」兩個多月，期中他們希望我們能夠有「三年之約」，

心靈非常願意，但肉體及環境卻令人極其軟弱，特別在這

「金齡」之時，各方面都感到難以成行。就在這兩難之

間，神藉着一句話驚醒了我「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書 3:4），憑着信心，完全順服，就這樣放下一切，

踏上歐洲宣教之旅。深信我們「踏上一步，就必能見到下

一步」，若只願「見一步，行一步」，則很難見到第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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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當然不能，但在神卻沒有難成的事，三年中不但

在巴黎與弟兄姊妹同心事奉，期中更讓我們有機會接觸荷

蘭、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巴撒隆拿、英國等地的福音

事工。雖然我所有外語一概不通，但神只是用我們向同胞

「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我們的骨肉之親。 

「三年之約」轉眼過去，本已為可以「告老還鄉」，

回歸加國。但神卻奇妙地把我們引到北歐去，接觸到瑞

典、挪威、芬蘭、丹麥等國的同胞，與他們一起事奉神，

建立教會，傳揚福音。2005 年初，從巴黎到瑞典哥登堡展

開了兩年難忘的事奉經歷，同胞分散各處，福音需要更

廣，我們只望耕耘，不問收穫，直到 2007 年才回歸。「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 127:1）深哉！神

話語的啟示何其寶貴與真實。 

金齡宣教，不論遠近，「肥沃土地在你面前，腳踏之

地屬於你」神的呼召是不分國界、種族、身份、和年齡

的。把握着神所賜的生命與恩典，盡顯豔麗，發放餘暉，

切勿無奈地等待黑夜降臨，生命結束。 

「上帝給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我們必須做的

事，都要在此有限的時間內完成。」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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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人信主
楊雲真傳道 

感謝神能揀選我們成為衪的兒女，衪也要我們往普天

下去傳福音,2010年9月的一個週末恩雨團歡送李秉光牧

師、師母返回香港去服事，那天來了大約10個年青人，他

們是從 Plattsburg來的中國小留學生，帶領的是一位 Lily

梁姐妹，她帶著這些留學生來本市觀光並探望李建華一家

人，李建華在多倫多因認䛊她而信主，後來她隨夫去到

Plattsburg。在那裡她又看到莊稼熟了, 而要在那裡設立

福音站，單槍匹馬的是沒法作的，她禱告尋求支援的人，

她考慮結果只有由本市的教會尋求支援是最近的，建華把

她介紹给我們提出他們的要求，經過牧師長老禱告認為這

是個馬其頓的呼聲，2011年我們開始海外宣教的一個據

奌。 

後來 Lily 要求我們參加一個小組是他們有一婦女茶聚

時間談天也是順便傳福音,我答應參加但我直接了當對她說

我不想來只是茶聚我要直接查考聖經，因此我們在那裡每

月有二次聚會第一周的周六下午4～7點對年青人，每月第

三個周四早上9：30到中午。一年之後 Lily 因為她老公工

作関係必須遷到 New Jersey，而在當時不知道有誰願意來

承擔這一重任，當時我曾對主説不會吧！這是你自己建立

的只作一年就要関了。祷告後想到一位呂姊妹 ，徴求她的

意思，感謝神她願意試。第二年她小女兒出生，三個月後

發現出生時因胎位不正，醫生作體外矯正時二條大腿的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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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節脫臼,使她非常傷心內疚沒有用剖腹產把孩子生出來，

孩子需要䦕幾次的刀來矯正，又擔心孩子將來會否完全正

常行走，她也想到會不會是因為接了這個責任神不喜悦。

她認為她作個平信徒還沒事，多服事反而有事，想回到平

信徒的身份，我能説什麼呢？我説應該不是這樣的雖然我

不認為但是不知要如果安慰她只能勸她禱告並靠主渡過這

一難関，至於後果交給神，另外我也告訴她她的信心須要

經得起考驗，基督徒説我信耶穌，但遇到苦難我是否仍然

堅持相信祂，這是個考驗。後來她仍然持續服事神，現在

這孩子已完全正常而且長得很好，姊妹的信心也被堅固。

這樣今年我們的宣教進入第五個年頭，中間我有幾次都在

考慮我們是不是還要堅持 下去，因為一直沒有看到有什麼

成効，所幸縂在重要関頭有同工觀察到聖靈有在動工，去

年聖誕節的時候有二個年輕人想要受洗，我們才為他們作

決志禱告，今年四月他們和另外一位姊妹（在婦女團契決

定要受洗）到本堂接受洗禮。 

今年九月新年度開始又換了一批新的年䡖人來，我們

又要從零開始，但這幾年的學習使我對成果真的不需要太

計較，唯一的是忠心于祂的呼召，我們只作撒種的工作，

之後他們到新的地方，若神真的要揀選他們他們仍然可以

成為神的兒女，我們撒種他人澆灌神使他生長，願神繼續

用我們，也祈禱父神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動起來，到各処

去傳福音，也讓這個據點成為實習工場，另外 Plattsburg

的居民中華人信主的人數神也加添，但還沒有能組成團

契，願大家為他們禱告，使那地將來成立團契終而建立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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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歲月 - 最美的服事 

《流淚撒種，歡呼收割》 
楊美英傳道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我們滿口嘻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

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啊，求袮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詩一二六 1-6 ） 

教會明年（2016 年）的宣教主題是“黃金歲月，最美

的事奉”。 

所謂的“黃金歲月”：是指 50歲（提早退休的）到 75

歲（甚至延至 80 歲乃至 90 歲）身體相對健康的退休人

士，他們被稱作人生的“黃金歲月”，英文稱之為 Golden 

Age。日本作家曾野綾子稱為『熟年』。此群人士，大多有

豐富的人生閱歷，擁有相當的教育水平，身心的發展成

熟，環境的適應力強，經濟的能力穩定，不再用謀生養

家，也不用在為兒女操勞，自己的父母大多也已去世，這

段時間是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可以說是他們一生中最自

由的年月，享受已取得成果的黃金歲月。 

現今不再『人到七十古來稀』，活到八、九十歲的人

舉目皆是，人能活到老邁之年，乃是神的恩典，因為人的

生命氣息是神所賜給的。人的『黃金歲月』約佔人生三分

之一的時日，神的兒女們如何將神所賜的『黃金歲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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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神，供祂使用，做『最美的服事』，以榮神益人，而

不枉此生呢？ 

詩篇一二六篇“回歸的樂歌”中，那些被擄的以色列

百姓蒙神奇妙的拯救，回歸到神所選作為自己居所的錫安

時，心中充滿了感恩、歡欣及喜樂，祈盼更大的復興，殷

勤地撒種耕耘，歡樂地帶禾捆回家的情景，描繪出“最美

的服事”--- 流淚撒種，歡呼收割。 

1. 稱謝上帝奇妙的救恩（1-3v）當以色列百姓蒙耶和華

神將他們從被擄地巴比倫帶回錫安--神所揀選作為自

己的居所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恍如做夢，滿口喜

笑，滿舌歡呼。因為神果然為他們行了大事：他們在

被擄之地經歷了七十年痛苦絕望的日子，上帝竟然激

動波斯王允許他們回歸耶路撒冷，重建家園。以色列

百姓快樂與興奮的時候，外邦人看見了也歸榮耀給

神。以色列百姓的回歸向外邦人見證耶和華是唯一的

真神，並知道祂的大能大力。

同樣地，我們未認識耶穌之前，就像被擄的人，陷在

罪中，被罪擄去，活在罪惡的權勢底下，作了罪的奴

僕，後來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作為買贖，將

我們贖回，使我們可以自由返回神的居所--錫安，享

受神永遠的同在。這時，我們也像被擄歸回的以色列

百姓，滿口嘻笑，滿舌歡呼，為著自己能夠成為基督

徒，神國的百姓，神家的兒女而興奮、歡欣、快樂，

好像做夢的人說：『我是何等光景的人，竟然蒙受怎

麼大的恩典呢！』，並且在神的家同心敬拜讚美祂，

向外邦見證祂拯救的奇妙。



12 

2. 領受傳揚救恩的託付（4-6v）當被擄歸回的以色列百姓

越經歷神奇妙的拯救，領受豐碩的恩典時，他們的心越

發感恩，且由衷地發出極大的讚美及回應神的厚恩，舉

起救恩的杯，成為救恩的代禱者及福音的撒種者。 

A. 成為代禱者（4v）「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被擄

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126:4）

當被擄的以色列人回到錫安後，向為他們行大事

的神獻上感恩和讚美的同時，也向神呼求，使被

擄的以色列民不斷地回歸，使更多分散在列邦的

子民歸向神，歸回祖國。如果大家都能歸回的

話，就會像“南地的河水複流”。南地（在猶大

山地的南方）是荒涼曠野之地，雨季一到，乾旱

的溪水便成了滾滾江河，滿溢出來，一瞬間使整

個南地，花草樹木都欣欣向榮。今天教會也需要

這樣欣榮的景象：從罪中歸回得救的人數不斷地

增加，有尚未信主的人經常來到教會，有人願意

接受耶穌做他個人的救主，讓教會充滿了重生得

救的信徒，充滿了有傳福音的負擔、領人歸主的

弟兄姐妹。為要見此，我們這蒙恩得救的人，要

像詩人那樣迫切地求告神，求神使教會裡有更多

的人得到救恩。 

B. 成為撒種者（5-6v）『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

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

回來。』如果我們希望看見教會復興的臨到，我

們不但需要迫切禱告，還需要採取行動：準備種

子，帶種出去，流淚撒種，不辭辛勞。種子不但

是神的道，也是基督徒的好行為。我們清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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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們對別人的關懷、樂於助人以及謙卑的態

度，這些也是種子，也能幫助人歸向主。有時候

我們也需要用眼淚和禱告來澆灌所撒出去的種

子。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喜喜的帶禾捆

回來。這是收成的快樂。

馬禮遜牧師，是首位來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教

士。他小時候是街上流浪的孩子，時逢英國主日

學興起不久，在他故鄉有個弟兄，受感動，熱心

作主日學工作，有一天，他對一位姊妹說：『可

否將你家開作主日學學校，並請你擔任老師，讓

街上的孩子來主日學？』這姊妹原本不想這樣

做；因她覺得太難。但是受到弟兄的熱心感動，

終於答應了。那弟兄是開制衣廠的，凡來參加的

小孩每送一套衣服以作鼓勵。那位姊妹便出去找

尋街上的小孩子，馬禮遜是其中之一；但過了兩

周，羅拔失蹤了，那位姊妹再去找他，他又來

了。但是再過兩周，又是不見了。姊妹說：『算

了吧，不必再去找他，他不會來了。』可是弟兄

對她說：『姊妹啊！我心裡不知為何有個感覺，

每當我看見羅拔，我感到神要用他；可否請你再

去找他，告訴他，我多送套衣服給他。』姊妹只

好又去找他回來，從此他再沒失蹤。後來他成了

首位來華的宣教士。兩位同工為了聖工付上代

價，受了為難，花了時間，費心費力，不惜金

錢；可是到了神的時候，一切都不落空，都要收

成。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最後，以一則小故事及一首詩歌做為互勉。有一個充

滿理想，滿懷抱負的年輕人，有一天在睡夢中，來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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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頗具規模的商店門口，有一個天使站在櫃檯後面，看見

這位青年，就問他說：「年輕人啊！你想買什麼東西？」

這位青年隨口問說：「你們這裏有賣些什麼東西呢？」天

使親切的說：「只要是你想要的，這裏都有！不必付錢，

都可以送給你！」年輕人覺得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於是平常夢寐以求的東西，突然湧上心頭，他說：「我要

世界上永遠和平，不再有戰爭；我要世界上沒有一個窮

人，家家都得溫飽；我要人人都有工作，沒有一個人失

業；我要教會中人人彼此相愛，彼此同心協力興旺福

音…」這時天使打斷了他的話，說：「抱歉！年輕人，請

不要誤會了，你所要的東西，我都能給你，但是，我們這

裏只賣種子，不賣果實。」這位年輕人失望地離開了，但

是突然間他頓悟而驚醒過來。他不再空存理想的做白日夢

了，開始一步一腳印，踏實的充實自己，為自己，也為別

人開創出光輝的人生。弟兄姐妹，上帝國度的免費商店，

什麼都有，也什麼都能送給你，但是這裏只賣種子，不賣

果實。希望的種子是上帝免費增送，但要得著甜美的果

實，就需要用自己的血汗和眼淚，努力去耕耘了。人往往

不會珍惜白白得著的東西，反倒是摻有自己的眼淚和血

汗，這種艱難加料過後的果實，成長特別快，滋味也特別

甘甜。弟兄姐妹，當我們看見世界沒有和平、社會貧窮，

教會沒有愛…，其實這不是別人的責任，因為上帝早已經

把和平、公義、愛心的種子撒落在你我心中。上帝既然已

經把希望的種子撒落在我們的心田，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在我們所到之處播種吧！因為聖經上說：『流淚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捆

回來。』 

 



15 

清早起來撒種，撒主慈愛善種， 

正午也勤撒種，到夕陽西下； 

等到莊稼成熟，收割時刻來到， 

我們必要歡樂，收禾捆回家。 

不論晴天陰天，殷勤努力撒種， 

雖遇風霜雨雪，總不要害怕。 

等到收割來臨，勞苦已經完畢， 

我們必要歡樂，收禾捆回家。 

流淚出去撒種，為救主撒道種， 

有時忍受損失，痛苦又增加。 

等到流淚過去，救主柔聲歡迎， 

我們必要歡樂，收禾捆回家。 

《副歌》 

收禾捆回家，收禾捆回家， 

我們必要歡樂，收禾捆回家。 

收禾捆回家，收禾捆回家， 

我們必要歡樂，收禾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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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事奉 

陶偉基長老 

今年宣教年會主題是黃金歲月，更美事奉。可能大家

對黃金歲月有不同看法。因為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佳段

的定議。 

在舊有社會來說黃金就是貴重的金屬，代表財賦，所以人

就用黃金比喻時間， 如”黃金時段”，”假期黃金週”，”電影

黃金檔期”，重要的文句如“金句”，歌曲就有 “金曲”，更有

人會加一些金薄在食物上，以表其矜貴。 

在生命中，有人說大約 30 到 50 歲是人生的黃金拼搏期，

安身立命，保家衛國, 生兒育女都在這個時刻。 

又有人說 55 到 75 歲才是人生黃金期，如果注意保養身

體，除時可活到 80, 90 歲已上。主要說這個時候的人, 大部

份都經歷過了人生最艱苦的佳段。孩子都應該畢業或在工

作中， 所以家庭負擔亦減少了很多，家庭開始出現空巢的

現像。正是一個好的時段去處理個人的時間同計劃， 不再

被孩子的需要而影響。此為黃金時期。 

在屬靈生命上， 就好像當年的方傳道同方師母，在他家最



17 

小的孩子進入社會工作時，他們就開始了黃金歲月之路，

神就引領他們搬遷到南岸開展了滿恩堂植堂的事工，實現

同回應了神對他們的計劃。但是這計劃尚未叫他們停下

來，經三年時間在滿恩堂的服侍，建立同裝備後。 在 2000

年他們應神的呼招開始踏出南岸這個城市，離開自己的安

全區去到一個未知之地傳講神的話語。看見他們開始時的

信心同破斧沈舟的決心，就連房子也賣了。這是我們需要

學習的信心。他們的開始是在巴黎，一個世界有名的花都

城市，美麗的代表。可是在屬靈生命上是極之缺乏的。特

別在華人社區中，牧養的工作是十分之困難同不足。他們

每過幾個月就回來幾週。每次都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歷，

牧會的難處，感恩同喜樂的事。他們佳美的腳蹤走遍了歐

洲南部同北部各大城市，最後在瑞典哥登堡牧會二年之後

回家（加）。結束了他們的歐洲宣教事工。亦完成了神對

他們的托付。這就是他們的 “黃金歲月”, 所謂的 “金齡

宣教”。 

他們無悔的擺上叫弟兄姊妹都得到鼓勵。感謝神！續

方傳道師母之後，我們的林長老及林爸爸，現在的馮永昌

牧師都先後都到過瑞典哥登堡幫助牧會的工作。 

但願他們的親身經歷能感動大家向宣教工場一直走，

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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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神已經給我們應許哪！ 

約 翰 福 音 3:16 

16 「 神 愛 世 人 ， 甚 至 將 他 的 獨 生 子 賜 給 他 

們 ， 叫 一 切 信 他 的 ， 不 至 滅 亡 ， 反 得 永 生 。 
 

並主耶穌都教了我們作以下的回應； 

馬 太 福 音 28:18-20 

18 耶 穌 進 前 來 ， 對 他 們 說 ： 天 上 地 下 所 有 的 

權 柄 都 賜 給 我 了 。 

19 所 以 ， 你 們 要 去 ， 使 萬 民 作 我 的 門 徒 ， 奉 

父 、 子 、 聖 靈 的 名 給 他 們 施 洗 （ 或 作 ： 給 他 

們 施 洗 ， 歸 於 父 、 子 、 聖 靈 的 名 ） 。 

20 凡 我 所 吩 咐 你 們 的 ， 都 教 訓 他 們 遵 守 ， 我 

就 常 與 你 們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那麼你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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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初工人』，是你是我！ 
林恩泉長老 

【太二十 1】「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進他

的葡萄園作工；」 

【太二十 2】「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

進葡萄園去。」 

【太二十 3】「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

人；」  

【太二十 4】「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

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太二十 5】「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太二十 6】「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裏；就

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

呢？』」 

【太二十 7】「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

『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太二十 8】「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

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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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的工作是從日頭初昇便開始的。在主這個
比喻中，園主雇請工人的時間是「清早」(上午六時)、
「巳初」(上午九時)、「午正」(中午十二時)、「申
初」(下午三時)以及「酉初」(下午五時)，表示園主在
一天中的不同時間，不斷陸續雇工人進來作工。就人
的一生而言，這是指人生的少年、青年、壯年、中年
和晚年時期。這就是說，主歷世歷代都在呼召人去作
祂的工，並且呼召年歲不同的人。 

園主每一次雇人，就打發這些人進葡萄園去。這
表示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作工，去收割莊稼，就是
主差遣他們出去傳天國的福音給萬民聽，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 

聖經說，「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
人」，「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園主在巳
初，午正，申初，及酉初，都看到市上站著許多找不
到工作的人。 

在市場上站著的人並非在街頭巷尾浪費光陰的游
手好閒者，巴勒斯坦的市場也是交換勞力的地方，人
們早晨帶著工具到市上去，等人雇他去工作。有些人
等到下午五點，表示他們是何等迫切需要工作。園主
就把這些人都請進園子作工，這可以說全是出自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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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憐憫，因為該請的人在清早已雇請了，可以不必再
雇請人了。 

今年宣教年會的主題是『金齡宣教』，所以我們
在這裡特別來思想比喻中在『酉初』被僱的工人。 

時候已到酉初，園主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
裏；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裏閒站
呢？』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 

這些人的確找不到工作，沒事可作。所以當他們
回答園主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並不是在為
自己的懶惰辯解或找藉口，而是在向園主求職，要求
一份工作。雖然一天快要過去，可以作工的時間只剩
下一小時了，但園主還是雇請了他們。 

就人的一生而言，『酉初』是指晚年時期。有些
人到晚年才蒙恩得救，也有些人到晚年才回應主的呼
召，出來服事主；雖然曾經閒站了一生(整天)，但還是
得著機會，有份於主的工作，因為在神的葡萄園裡，
年長的也有用武之地。雖然時近日暮，主仍然讓他們
工作，也必賜下與日子相稱的力量。即使不能再長途
跋涉，去到遠方宣教，也可以在本地近鄰傳福音；即
使已經從前線退下來，但仍然可以有後線的事奉；或
許已減少許多外頭的活動，仍然可以有內室的事奉。
即使是在安靜的晚年，生活的事奉已越來越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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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生命的事奉。所以，步入金齡的弟兄姊妹們可
以安心，不用怕為時以晚，不必擔心已經不會再[有人
雇請]，所以也不能再作主工了。再說，不用害怕，不
必擔心，人生下半場仍然可以很燦爛，金齡事奉仍然
可以很美好，因為主耶穌說：『你們也進葡萄園
去。』 

雖然今年宣教年會的主題是『金齡宣教』，主要
是想鼓勵年近退休人士委身並參與宣教，豫備踏上福
音禾場，不再拖延。但主的呼召是向我們每一位發出
的。正如那園主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不斷陸續雇請
工人，主也是不斷呼召不同年齡的人去作祂的工。這
給了我們很大的安慰，因為知道或早或晚，從朝氣蓬
勃的青少年，到身強力壯的中年壯年，一直到暗影籠
罩的晚年，每一個人都是主所愛的；我們都是主所看
重，都是主所要使用的。 

主願意打發神的兒女進葡萄園去。我們也應該趕
快回應主，好好把握進入主葡萄園工作的機會。聖經
說：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
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到了晚
上」指已過了工作的時間。所以主說：[趁著白日，我
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
工了。](約 9：4)主提醒我們要趁著白日，就是要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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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工作時間，趁著我們可以工作之時，必須著手作
工。「到了晚上」，我們就要停下手上的工作了。 

『晚上』也豫表主再來之時，就是我們向主交脹
之日；主隨時會再回來，聖經說：[因為還有一點點時
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來十 37)我們得以在
主再臨之前，有機會為主作工是恩典，也是福氣；所
以必須殷勤。現在是趁著白日多作主工的時候，當主
再來的時候，祂要照各人的服事，給與獎賞。 

雖然『金齡宣教』是特別在向年齡步入『酉初』
之人發出宣教的呼召，但不是要我們等到金齡才委身
宣教，也不是說那個時候參與宣教就更好。進主葡萄
園工作越早越好，總要將最好的獻給主。無論我們是
在人生的那一個時期，或青少，或中壯，都不要耽
延。況且，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在世的光陰是否
已將近最後一刻，我們不知道自己究竟還有多少時
間，沒有人知道甚麼時候是人生的『酉初』。我們也
不知道，今天是否主對我們最後的呼召，所以要趁早
回應，盡早被主打發，進到主的葡萄園工作，珍惜光
陰，勿錯良機。 

宣教使命，人人有份！『酉初工人』，是你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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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2009 年 JMC * 

關輝明弟兄 

2009 年年中來到安省 ST.CATHERINE 市參加四年一

度的全加華人宣道會聯合宣教大會(JMC).這是我首次出席

教會的大形宣教聚會,所以臨行前之一段時間,心情特別興奮

及有不少的期望.希望這次能夠對宣道會組織有更深入認識.

並能讓自己了解傳掦福言工作與及宣教士所面對的困難.我

也抱著一個謙卑及追求的心態來到會堂,就像小孩童,對一切

事物的好奇及查究.我想唯有這樣神纔會使我有最大的得著. 

最後主席宣告 2009 年度“一切為主,主為一切”宣教

大會閉幕.這結束語隨即為宣道會寫下了一篇美好的宣教歷

史.過去五天的生活給予我一份滿足感.因為在各方面都有所

得著及充實;這包括了對宣教工作的認知.宣教士分享了他們

的勞苦經歷,但唯有靠著神,他們就無懼地繼續傳揚福音工作. 

這五天,均有機會與其他宣道會的弟兄姊妹接觸,交流及

彼此學習,這對我靈命的成長幫助了不少.另一份意想不到的

收獲是那些美麗的大會詩歌旋律;它們隨著我踏上回程的路.

並不停地在耳旁環繞了不知多少個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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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内容及聯想 

大會講員(1)“以同一世界”作開幕講題.他指出我們現

在生活需要有世界觀.因為全球人類都是聯繫著.當時並沒有

對這個說法作深入的思考.可是回來之後有一天忽然勾想起

美國哈佛大學天文學者 HARLOWSHAPLEY 在 1967 年發

表的一篇名為 BEYONDTHEOBSERVATORY 之論文:當中

指出空氣中含有一種名為 ARGON(氬氣)的 INERTGAS(惰

性氣體);它們由遠古至現今都是被我們人類,由小孩至老年

人,不斷地呼吸著.這種氣體在我們身體内並沒有被分解及吸

收.所以它們原整地進出入我們的呼吸系統.換言之,我們呼

吸的氬氣同樣曾進出入過數千年前生活之摩西,大衛,所羅門,

主耶穌,最後的晚餐上的十二位門徒,孔子,甘地,邱吉爾,現今

之奧巴馬,及各弟兄姊妹的身體.從遠古至現在與及未來,我

們人類就是被這種不變的惰性氣體(氬氣)聯繫著.退而廣之,

同樣那不變的真理也把古今中外的基督徒維繫.從以上的聯

想,讓自己意會了講員之同一世界的深層意義.所以基督跟隨

者應不住地把主的福音與其他人仕分享及傳揚;因為我們是

聯繫著的. 

講員們指出宣教士必需清楚明白在宣教工作中所给予

幫助的正是對方所因切需要.否則倒是帶給對方諸多麻煩.結

果是吃力不討好.使傳講福音工作更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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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講員分別引用路加福音第五章四至十節,及第十三

章廿三至廿七節主的話語.我們要應該窂記時常有信靠及馴

服的心. 處世要慎言及不作無謂的發問.我們的生活是要去

經歷及體會.福音中包括了生命是恩典, 無論是富貴, 貧窮, 

健康, 疾病, 白天及黑夜也在其中. 

講員們毫無保留地道出教會内的一小群人時常持有挑

剔, 猜疑, 懷恨及毫無包容的心.並時常妄稱主的名, 影響各

支體及教會的發展. 講員強調神的家是要和諧團結的. 

在前方的宣教士時刻需要後方的全力支持.教會內每位

弟兄姊妹都是直接及間接參與宣教工作; 因為透過奉獻, 代

禱及問好等行動就把我們聯繫起來. 

專題講座更能讓出席者對課題有深入的探討及理解.主

持的牧者從聖經角度對題目作深層分柝.讓出席人仕有所得

著. 

出席大會的弟兄姊妹來自世界六大洲,當中包括很小的

與及八十多歲的,與及以往不同宗教背景的基督徒.大會組織

均對他們照顧周詳.其他未有妥善安排之處, 各弟兄姊妹均

樂意包容.所以可稱是一個圓滿的宣教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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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此大會雖是以宣教為主題,但當中所學習到的更有是生

活中所應持著包容及信靠神的態度.明白到生命是主宰在神

的手中.靠著主是可以超越這生,而得到永生. 

宣教,傳揚福音工作是邁長的.禾場大,收割人少,個人力

量實在有限.更甚的是這類工作時常沒有即時的收效,結果可

能是微少.但不要因著這些原故而要推卸及停下這個傳福音

責任及行動.回想講員所提及的世界觀.難道不知道每時每刻,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江,河及大海之邊,有著不同人仕願意跟

隨主而受浸?他們其中可能有一兩位是曾經跟你或我談論過

神的話語. 

1).講員包括 Dr. Don Posterski, 麥希真牧師(首席), 梁

家麟博士 , Rev. Arie M.Verduyn 及  Pastor Wagdi 

Iskander. 

*原文刊登於 2009 年 11 月 9 日宣教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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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爸爸宣教去
(怎能如此! 往事銘記) 

方叔慶傳道 

北歐三國，挪威，瑞典，芬蘭，地廣人稀。 華人聚居

大埠雖為數不多，亦有頗長的歷史。 福音的渴求，傳道者

的欠缺比比皆是，2005年在瑞典哥登堡事奉的時候，深感

他們的困難，他們時刻渴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幫助他們。 我

們滿恩堂的馮永昌長老夫婦  (今日已是牧師，在倫敦事

奉)。 林恩泉長老都先後曾去事奉一段日子。 

回想當日回滿地可時，他們極望我們能夠有人去協助

他們，大家逼切的求告神，在我心中聖靈讓一個人名在我

腦海中閃過 ---- 林恩泉長老。 小信的我立即衝口而出的自

言自語說「絕不可能」。 因為我們都清楚知道，他必須全時

間的照顧他那89歲高齡的老爸 ---- 林伯伯。 雖然事實如

此，但林恩泉長老的名字在意念中總是揮之不去，聖靈的

趨逼，只好順服，電告林恩泉長老，等候他的拒絕，但他

卻回答我說「讓我禱告後再答覆你」真令我慚愧! 但我心中

總覺得他不好意思即時拒絕，相信過兩天他就會回覆拒

絕。 當他在電話中吿訴我說「他和爸爸經禱告後，心中有

平安與喜樂，願意一同前往宣教」。 我呆在當下久久不能

言。 既驚訝又不敢相信。 真有「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

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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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而來的就是答覆瑞典哥登堡教會說林長老答應前

來協助，但他必須帶同89歲高齡的爸爸同來。 這可把他們

難倒了，他們極其歡迎林長老的協助，可是高齡的爸爸卻

讓他們掛慮醫療保險，交通出入等等問題。 喜幸 林長老告

訴他們一切醫療交通費用等等完全自己負責，唯一要求就

是在他房間裏多加一張床而已。

神的恩典滿滿的賜給倚靠祂的人。 就是這樣林恩泉長

老「帶着爸爸宣教去」 ----  遠渡大洋，前赴遠方宣教。 神

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林長老帶着爸爸出席所有的聚

會，探訪，查經，祈禱會他總是一言不發(因為林爸爸慣說

閩南語)慈祥微笑的坐在那裏，那令人感動之情實在難忘。 

能説閩南語的弟兄姊妹更加如獲至寶貝(遠超過林長老)，我

立刻想到那耶穌叫他們從死裏復活的拉撒路，他只坐在那

裏不用説話，但耶穌的大能就從他身上見證出來。 同樣基

督的愛亦從林爸爸身上延展到身邊週圍的人。

後記

(一) 在瑞典宣教期中，大家總掛念林爸爸的健康狀

況，結果是林爸爸從頭到尾平安健康，年青的林長老反而

卻要見醫生(神掌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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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來我有機會回到瑞典哥登堡探望教會，所有的

弟兄姊妹總是先問林爸爸的安好然後才到林長老,可想而知

林爸爸的見証實在讓他們無法忘記(願榮耀歸於神) 

(三) 他們都記得林爸爸臨別時告訴他們，若神願意，

他98歲時必定再來，但神卻在他95歲時把他接回天家。 

(四) 今年十月感恩節，舊地重遊，有機會來到林爸爸

的墓前，依稀看到他高齡宣教的往事，想起自己當日的小

信，實在汗顏，促使我寫下這些往事，與大家共勉。 

傳福音，報喜信，腳踪何等佳美。 

不論去遠處或近處，你還能找出更好的藉口拒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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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第十六屆宣教年會

---- (年刊簡介) 

主題：「黃金歲月:更美的事奉」 

講員：區翠連傳道

宣教年會講員簡介： 

1987年移民加拿大滿地可，再次返教會。 

1988年決志信主，受洗加入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2005年於香港宣道會聯合培靈會中蒙神呼召，獻身作全時

間事奉。 

2006年於香港建道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 

2011年於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畢業 

2012年於香港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修讀臨床牧關訓練 

2012至 2015年於香港宣道會宣恩堂牧職事奉，專責長者事

工，並推動及培訓金齡信徒裝備事奉。過去十年，曾

在不同範疇參與長者事工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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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六)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 

聚會形式：專題講座 

主題：「金齡事工與宣教」 

1. 世界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影響 
2. 社會對人口老齡化的關注 
3. 一般人普遍對年老的看法 
4. 教會老齡化的情況 
5. 教會對老齡化的關注 
6. 聖經如何看年長者？ 
7. 教會如何回應老齡化? 
8. 金齡事工 
9. 金齡宣教 
10. 金齡人士宣教事奉的優勢？ 
11. 金齡人士宣教事奉的機遇？  
12. 金齡宣教的雲彩見證  
13. 「福音未及的群體」的需要 
 

日期：2015年 11 月 1日(日)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聚會形式：主日崇拜 

主題：「黃金歲月:再上征途」 

經文：約書亞記 14章 6-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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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宣教事工摘要 

1. 国外宣教: 主要是环球宣教基金

加拿大宣道总会设立环球基金来支持全国近三百位

分布在六十多个国家的宣教士，其中华人宣教士约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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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满恩堂对环球基金的支持是$6000. 

2. 国内宣教：

A.聖罗伦士区会 

本区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宣道会，有多间堂会还不能

自立，仍要区会在经济及人力上支持。我们教会今年支

持聖罗伦士区会的经费是$3000. 

B.华联会：全称是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 

华联会的特色是强调互助与合作，一同支持国内外

华人宣道会的发展。今年我们支持的金额是$1000. 

3. 神学训练:

自从第二届宣教年会，我们己经设立了神学训练基

金，鼓励本堂会友接受造就和装备。今年我们的神学基

金是$3000. 

4. 短期宣教：

感谢神的带领，过去宣教部曾安排和组织短宣包括

巴拿马，荷兰亚母斯特丹，瑞典哥登堡，多伦多颐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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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曾数次接待过由多伦多来的短宣队在本堂和我们

一起传福音.近年来我们在美国 Plattsburgh向同胞们

传福音的事工也开展得很好, 今年有三位弟兄姊妹信主

并在我们教堂受浸, 我們看到仍有需要，亦已开始做些

栽培的工作，盼望当地有华人信徒起來承担福音事工. 

除了美国 Plattsburgh的宣教事工之外,今年我们

又开展了魁北克城的宣教事工及中国的宣教事工，我们

还组织了本教会的弟兄姊妹进行了一次爱心奉献,帮助

中国海南东方的一群弟兄姊妹建立他们自己的教会.我

们今年的短期宣教基金是$1500. 

由于美国 Plattsburgh的宣教事工与魁北克城的宣

教事工已趋于稳定,我们从明年开始,将把她们从短期宣

教中划分出来,变成长期宣教.  

5. 长期宣教:  

长期宣教事工包括如下: 

(1)美国 Plattsburgh的宣教事工.明年的預算为$1,500 

(2)Quebec City 的宣教事工. 明年的預算为$1,000 

6. 本地福音： 

本地福音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为了更好地对外

介绍我们的教会，宣教部印制了彩色福音单张及教会名

片,通过不同渠道把它们发放出去。为了把更多的慕道

友领进教会，我们组织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父亲节

及中秋节的聚餐与庆祝活动. 另外，我们定期向华人聚

集的地方分发号角报纸，向我们的同胞传递福音信息。

今年本地福音的基金是$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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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教推动：主要是宣教年会

宣教年会是教会为推动宣教事工而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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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宣教年会的基

金是$1500. 

宣教预算 

=========================================== 

2015 2016 

国外宣教 (环球宣教基金) $6000 $6000 

国内宣教 

   聖罗伦士区会 $3000 $4000 

   华联会 $1000 $1000 

神学训练 $3000 $2000 

短期宣教(包括中国宣教) $1500 $2000 

长期宣教 

    Plattsburg宣教事工 $1500 

    Quebec    宣教事工 $1000 

本地福音 $3000 

    夏令营 $2000 

    其它本地福音 $3000 

宣教年会 $1500 $1500 

临时用款 $1000 $1000 

$22,000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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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己為活祭, 为主传福音 

白麗華執事  

“ 主 啊 , 我 愿 奉 献 我 自 己 , 主 啊 , 我 愿 永 远 服 事 您 。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何境遇, 我愿一生顺服您旨意。愿为

主舍生命, 愿为主作精兵, 愿为主传福音, 愿为主传福音。” 

每当我听到这首诗歌, 心里就非常有感动, 因为这首

诗歌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声。 

感谢主耶稣，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使我们得以重

生。他的爱长阔高深。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 6 章 1-11 节告

诉我们, 耶稣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是何等值得我们爱祂：祂

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因此我们这些相信耶

稣的人得以拥有新生命（4节, 也不再受罪恶及死亡的恐惧

所辖制（6、9 节）, 有一天我们的肉身也要复活, 与祂一

同享有永生（8节）。 

献己为活祭是因蒙主拯救大恩，心中感恩的一个实

际行动.基督徒的人生应是一個彻底改变的人生。其中

一个很明显的表現，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献己为活祭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

事。它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信仰的实践，活生生的见

证。求主帮助我們，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献上自

己，求主悅纳我們所献上的。 

传扬福音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伟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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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向门徒颁布的。

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神的心意是：不愿

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耶稣吩咐说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门徒【disciple、

a follower、an adherent】有三种含意：第一：disciple

＝信徒、追随者，這样的人要尽力向师傅学习。 

第二：follower＝跟隨者，跟隨者就是跟著师傅，师傅去

哪里，他就跟隨到哪里。第三：adherent＝追隨者、拥护

者、黏著的、附著的，这一种是亦步亦趋的跟隨。如何使

人成为主的門徒，我們有责任不仅帶領人信耶稣，我們也

要训练他們成为一个跟隨基督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这里世界末日的意

思，不只是只有末日的毀灭行動，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

第二次再來。基督再來之日已经非常迫近了，我们基督徒

要更加倍努力地傳扬福音。 

大使命不只限于牧师、传道人等少数群体，它乃是主

向我们全体基督徒颁布的命令。两千年来，福音的大使命

从未停止过，其实，我们都是大使命的受益者，同时也有

义务来参与大使命。 

当我们去传福音，拯救灵魂时，是在遵守主的命令，

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基督徒是天国的大使，有责任去执行天国的使命! 耶稣基

督给我们使命，同时他也赐给我们完成使命的信心和能

力。 

希望大家都能从心底发出 “主啊, 我愿奉献我自己” 

的心志，愿上帝陶造和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成为上帝喜悦的器皿，把神的福音传遍大江南北，

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人如己…」(太 22:35-40，可

12:28-33，路 10: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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