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宣教年刊  (第 17 期) 

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WtLflkp3QAhVn34MKHaAqDLYQjRwIBw&url=http%3A%2F%2Fraccofcamacop.blogspot.com%2Fp%2Fcamacop-uses-term-fourfold-gospel-to.html&bvm=bv.138169073,d.amc&psig=AFQjCNGPb6nDjiEM9tMxRkbYCz8Sh7I90A&ust=1478831435706562


  

 

 



  

 目 錄  

 
 

 

愛鄰如己/甘志聰牧師           …………………1 

淺談宣教策略的兩股力量/吳家興傳道     ………2 

誰是我的鄰舍？/楊美英傳道       ………………4 

当趁还活着时竭力多作主工/陳達虎長老   ………7 

廣傳福音:本地開始/林恩泉長老      ……………9 

活出大诫命、完成大使命/白丽华執事    ………12 

重生/谷祝娜執事      ……………………………15 

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李桂貞 17             

不以福音为耻/李晗      …………………………20 

宣教之浅谈/刘松娟      …………………………22 

利用网络宣教的体会/潘继海        ……………24 

三位傳扬福音的婦人/关辉明      ………………27 

第十七屆宣教年會講員梁志強牧師介     ………29 

二零一六年宣教事工报告及宣教预算     ………32 

第十七屆宣教年會安排程序表       ……………33 

第十七屆宣教年會主題歌歌詞         …………34 

「愛鄰如己」福音對聯/雙長明     ………封面 1-4 

  

  

 



 1 

愛鄰如己 
甘志聰牧師 

 

    講到宣教，除了必會提到的馬太福音第廿八

章大使命，就會提到使徒行傳第一章的「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原因是在傳福音事工上，耶路撒冷

好比本地或同文化福音、猶太全地好比國內或近

文化福音、撒瑪利亞好比鄰國或異文化福音、而

地極就好比國外或誇文化福音。當我們要宣傳國

外宣教，就說我們做了本地福音事工而忽略國外

福音事工；而當我們要宣傳本地宣教，就說我們

做了國外福音事工而忽略本地福音事工。我相信

一般教會都同時顧及本地和國外的需要，只是我

們因環境、資源、和人手做了多或少而已。 

  首先我們知道其實很難在需要上比較本地和

國外的福音事工，但可以在其他方面作一些觀

察。在時間和金錢上差距很大，本地福音事工需

要時間短和開支小。在生活和環境上差距也大，

本地福音事工帶來話題多和距離近。在準備和跟

進上差距更大，本地福音事工必會安排易和長線

做。我們必須強調任何福音事工，目的是一樣

的：不是傳講福音信息，不是帶人返教會，而是

使人作耶穌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

28:19-20 

  南岸有很多未信的同胞，滿恩堂有很多新來

的嘉賓，團契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們就是我們

在南岸宣教的對象。有的只曾在這裡接觸到基督

教，有的只來兩三次聽聞過主耶穌，有的只聯係

親友們來過滿恩堂，他們就是我們在本地要關心

的人。馬太福音第廿八章的大使命是耶穌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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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而使徒行傳第一章的得能力是聖靈的降臨。

滿恩堂宣教部明年目標和主題都是「愛鄰如

己」，出自大誡命和失羊比喻。馬可福音十二章

29-31節的大誡命「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

列阿，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

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

了。」是今年教會主題「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路加福音十五章 4-6的失羊比喻「你們中間誰有

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

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了，就歡

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

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

我一同歡喜罷。」指出那人找著失了的（得

救），就請朋友鄰舍來（邀請），對他們說已經

找著了（見證），叫他們和他一同歡喜（分

享）。 

 

      淺談宣教策略的兩股力量 
吳家興傳道 

 

    神的選民(兒女)當如何完成神所託付的使

命—與神同工、向世人見證及傳揚神的救恩與榮

耀？從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神使用兩個不同，卻

又是同時進行的模式：一個是向內的吸引力，另

一個是向外的擴展力。神在舊約時代就是要透過

祂的選民—以色列—來祝福地上的萬族，而會幕

的敬拜及耶路撒冷的聖殿，就是要彰顯祂名及祂

的同在；神不僅僅是要祂的百姓在聖所裡敬拜事

奉祂，更是要使祂的聖所成為吸引外邦人認識祂

的所在，就如我們從所羅門的獻殿禱告中清楚看

到的 (參：王上八 41-13；代下六 3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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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我們也真的看到許多的外邦人，因著

聽見神的大名和大能的手，而被吸引「來」到以

色列：舊約中摩押的女子路得，敘利亞的乃縵將

軍，以及新約中五旬節時從天下各國來到耶路撒

冷敬拜神的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徒二

5，9-11)等等。然而，除了這種看似消極被動、

吸引人的方式之外，聖經也記載神用另一種積極

主動地擴展方式，將人領到神面前。也就是神差

遣祂的兒女「去」到全世界傳揚祂的真理/福

音、見證祂的聖名：譬如舊約中被賣到埃及的約

瑟，被擄到外邦的以斯帖、但以理等人，或者是

到尼尼微宣講悔改之道的先知約拿，以及不甚起

眼，卻引導主人乃縵得醫治的被擄以色列小女

子，都是神所差遣的使者。 

    我們的神就是用這兩種不同的方式來祝福天

下萬民，不僅差遣人去到萬國傳揚祂的聖名，同

時也吸引萬民來與祂的百姓一同敬拜事奉祂。這

是我們宣教的神所用的宣教策略。我們現今的教

會也是照此方式與神同工：藉著合神心意、聖潔

的敬拜，彰顯神的能力與同在，成為合一、彼此

相愛的群體，吸引人來到教會，認識神、敬畏

神，與眾信徒一同敬拜榮耀神；同時，教會也積

極地去到人群中，向人傳揚、見證基督耶穌的福

音，領人歸主，使人與我們同得救恩之樂，將教

會帶入人群中。 

    我們既是神的「約民」，就當負起責任來履

行當負的使命，見證、傳揚神的救恩與真理，榮

耀神的名。不論是被動的「吸引」人群來到神面

前，或者是主動的去到人群中「擴展」神的國

度，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而教會在運

用這兩方面的宣教策略時，更需要同時地兼顧，

不可顧此而失彼，或是重視一方，而輕看了另一



4  

方。另外，「吸引」人的宣教策略更不是譁眾取

寵、或者是在真理上妥協，而是按真理而行；要

留意的是：吸引人的是神自己，是神的大名與神

大能的手，不是人或其他事物。「擴展」的宣教

策略也絕對不是帶著攻擊或侵略性的方法和態度

去強迫人信主，而是「心裡尊主基督為聖」，以

「溫柔敬畏的心」傳揚福音、領人歸主。 

    願神賜給教會智慧，善用這兩股力量，在地

上見證、榮耀祂的聖名，完成祂所託付的使命！ 

 

誰是我的鄰舍？ 
楊美英傳道 

 

    2017 年滿恩堂宣教年會的主題是《愛鄰如

己》。 

   『愛鄰如己』這句名言是引自利未記十九章

十八節；耶穌曾以此句總結律法中，神要求人做

的最重要的兩件事：“你要盡心、盡性、盡力、

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

27）其中之一；這句話在新約聖經其他的出處都

翻譯為“愛人如己”，其實原文的意思是“愛鄰

舍如同愛自己”，後來《和合本修訂版》將“愛

人如己”修正為“愛鄰如己”，就解決了這翻譯

不一致的問題。『愛鄰舍如同自己』，可說是聖

經中律法的總結：「因為在『愛鄰舍如同你自

己』這一句話裡，全律法就都行盡了。」（加五

14，呂振中譯本） 

    那誰是我的鄰舍呢？在舊約聖經中，鄰舍這

個詞是指和自己關系親近的人，尤其是指猶太本

族的人；不是猶太人，就不是猶太人的鄰舍。所

以，在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所說的愛鄰如已，是

比較狹隘的愛，只是愛自己本族的猶太人。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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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福音中，主耶穌重新解釋了“鄰舍”這個詞

的涵義，把愛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耶穌在路加

福音十 30-35講了一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通

過這個故事，耶穌告訴我們，誰是我的鄰舍？ 

1.鄰舍是指有需要被人幫助的人。 

   在這個例子中，有一個人（這個人當然是猶

太人）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沒想到在半路上

遇見強盜，這些強盜搶了他的衣物、還打傷他，

從 34-35節可以看出他受傷甚重，甚至無法走

路。有一個祭司經過，看到他的情形，卻從旁邊

繞過去，沒有幫助他，另外一個利未人也看到

他，也從旁邊繞過去，沒有伸出援手。倒是一個

撒瑪利亞人看見他，就幫助他；先清洗及包紮他

的傷口，再扶他上牲口，然後自己走路送他到旅

店去，並且付錢給店主，讓店主照應他。從我們

一般的角度來看，這個受傷的人是需要被幫助的

人，有三個人從他身邊過去，祭司不以那人為鄰

舍，利未人也不以那人為鄰舍，看到他的需要卻

不幫助他。 

   在這社會上有許多傷心破碎的人，很多人受

疾病纏擾、或被黑暗的邪靈綑綁、甚至家庭破

碎！雖然有時外表環境看起來都很好，但是心裡

面卻是一個破碎的生命，被魔鬼摧殘、搶奪，最

後被打個半死！甚至有些基督徒亦是如此遭遇。

往往當一個人在教會火熱服事時，大家都會很喜

歡他，直到他後來遇到了很大的難處，突然被魔

鬼打倒、剝奪了一切，又被丟在路旁，卻沒有人

理他！若教會連自己弟兄姊妹都不以他們為鄰

舍，去照顧他們，讓他們獨自被丟在路旁面對強

盜的攻擊，就更不要說那些外邦人是何等無助

了！求主憐憫！所以鄰舍是誰？不是真正住隔璧

的人，而是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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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主耶穌所舉的這個例子中，他不是問

律法師說：「那落在強盜手中的是誰的鄰舍？」

他是一個有需要的人，他應該是被愛的對象。他

是誰的鄰舍？答案是撒瑪利亞人。那個律法師想

得永生，因此要去愛一個有需要的人，但耶穌在

十章 36 節說：「你想這三個人、那一個是落在

強盜手中的鄰舍呢？」誰是受傷猶太人的鄰舍？

可見耶穌在這邊表示另一個鄰舍的定義：你願意

成為幫助別人的人嗎？ 

2.鄰舍是指有意願（慈心）幫助別人的人 

    在十章 33節：「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

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我們看到這

個撒瑪利亞人，他是一個有意願的人，他願意成

那位受傷之人的鄰舍。當他經過這裏，看見受傷

的猶太人，失去財物，衣不蔽體，就動了憐憫的

心，上前去幫助他，給他處理了傷口，而且救人

救到底，把他帶到旅店去照應。在那個時代，撒

瑪利亞人與猶太人雖然有共同的祖先，但卻世代

爲仇，不相往來，他們連對方的土地也盡量不通

過，他們相遇就遠遠避開，你走你的陽關道，我

過我的獨木橋。猶太人非常歧視、甚至仇視撒瑪

利亞人，他們認爲撒瑪利亞人與當地人混雜，在

血統上和宗教上都不純正。但是，就是這樣一個

被猶太人看不起的人，卻出手搭救了兩位猶太宗

教人士不願理會的猶太人。這位撒瑪利亞人願意

來幫助受傷的猶太人，他願意成為猶太人的鄰

舍。在 36-37節我們看到耶穌特別問那位律法師

說，誰是那位受傷的猶太人的鄰舍時，那位律法

師連「撒瑪利亞人」都不屑於說，只說，是憐憫

他的。所以我們清楚的看到，這律法師過去不以

撒瑪利亞人為鄰舍。當他說誰是我們鄰舍時，耶

穌彷彿說：如果有一位撒瑪利亞人需要幫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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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嗎？你願意以撒瑪利亞人為你的鄰舍嗎？

你願意成為撒瑪利亞人的鄰舍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愛鄰舍如同自己的律法

上，那個律法師說：『誰是我的鄰舍？』耶穌反

問他一句：『你要做誰的鄰舍？』今天主耶穌也

要問一句：今年，誰是你的鄰舍？誰需要你幫助

的？你願意做誰的幫助？我們需要透過禱告，關

心他們，愛他們，在他們所提出的需要上幫助他

們，與鄰舍（可以是家人、鄰居、親戚、朋友、

同學、同事、甚至很淺關係的人）建立美好的關

係，讓對方感受到你願意真心做他的鄰舍。同

時，也要向我們不認識的、需要幫助的人，伸出

憐憫的手，讓對方感受到你就是他的鄰舍。  

 

当趁还活着时竭力多作主工 
陈達虎長老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身边的亲人，弟兄姊妹

和朋友得病离开我们。我们为兄姊妹离世而心有

不舍，万般无奈，但还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知

道，我们是神的创造,“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

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記

1:21）！我们属神的人是有指望的，我们离世是

结束客旅的生活，奔向那神为我们预备的更美好

的家乡。环顾周遭的亲朋好友，他们有的对死亡

恐惧无助，有的借一句美好的“愿他灵魂进入天

堂”而自我安慰。但他们实在不知道，主耶稣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他，沒有人能到

父那裡去。我们对未信神的亲朋好友的离世，或

许心里对他们灵魂的归属焦急，或许奥悔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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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没早点将福音传给他们，或许因此我们暗下

决心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无论何种心境，神

将我们按在他们中间，是要我们将福音，就是主

耶稣为世人降生，受死和复活的大好消息传讲给

世人，好叫他们信神，同我们一同得福音的好

處，身心灵都归向神。  

    2017 年满恩堂的宣教主题是“爱邻如

己”。神在我们的邻里安排了我们的许多同胞，

我们有责任将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是神给我们

每一个神儿女的大使命。让我们真有这一使命

感，不要等别人去传，不要等我以后有时间再去

传，不要等有机会再传给他，不要等我。。。，

要知道我们世人的生命是神给的，賞賜和收取都

是耶和華。我们等就会失去机会，失去得救的灵

魂，失去神给我们的賞賜。当趁我们还活着时竭

力多作主工。 

    主耶稣曾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

候，还有四个月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

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约四 35)。

主告诉我们收割的紧迫性。已经熟了，不能再等

了。再等四个月，成熟的籽粒就掉了，失落了。

让我们能体会神的心意，做一个殷勤的人，等候

在神面前，求问神，“神，你要我作甚么？”让

我们付诸行动，在邻里为神作盐作光。“趁着白

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

没有人能作工了”(约九 4)。主耶稣这句话，可

作为我们人生的格言：(一)必须作工：做人不是

为着个人自私的目的而活，是为那差我来者的使

命而活；(二)趁着白日：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神赐

的，我们不能因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命多加一

天，让我们享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今天，作那差我

来者的工；(三)黑夜将到：人生有「白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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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赐的日子，有生命。「黑夜将到」，表示人生

时日不多，机会易逝，消失了不复再得。警醒我

们要趁有生命竭力多作主工。黑夜到来，我们那

怕想也没有机会作主工了。  

    我们或许觉得自己不配，软弱，能力不够，

没口才，没文化，没胆量去传福音，或許觉得我

好像都沒有感受到有上帝的恩賜及能力在我生命

中，不想傳福音，也不想去关心別人，也不想投

入教會的工作，也沒有負擔替別人禱告；因為好

像神都沒有將做這些事的恩賜給我。然而，聖經

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神將各式各樣不同的恩

賜賜給我們。只是我們有可能沒有去發現我們的

恩賜，結果我們的恩賜就被隱藏埋沒了。我們也

有可能知道我們有恩賜，只是不願將它發揮在主

的事工上。因而亏欠了神的荣耀。让我们不要轻

看神给自己的恩赐，要做一个願善用神恩賜的基

督徒，与弟兄姊妹彼此同工，求神加添能力，广

传福音，当趁还活着时竭力多作主工，尽力做好

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  

 

廣傳福音:本地開始 
林恩泉長老 

  

    宣道會每年都有宣教年會是好的；「宣教年

會」提醒我們主的大使命，幫助我們看到莊稼已

經熟了，要收的莊稼多，也鼓勵我們回應主的呼

召，願意被主差遣，去傳福音。 

 

    教會看重宣教，也要教導信徒廣傳福音。教

會要給予造就，栽培，將撒種的人裝備完善，可

以給主用。當工人裝備完善，就可以出去。但是

我們該去那裡，又該向何人傳福音呢？在馬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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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16:15，主說，「你們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所以「普天下」是我們傳福音的範

圍，「萬民」是我們傳福音的對像。 

 

    我們傳福音的範圍或工場是普天下，包括世

界上的任何地方和每一個角落。相信世上沒有任

何其他工作有這麼大的工場。 

 

    但是「普天下」不等於「遠方」。當然，主

若差遣我們到遠方國外去，我們也應當前往。但

我們卻不一定是要到別的國家去，才可以傳福

音。我們各人的家庭和工作場所都是在「普天

下」的範圍之內。 

 

    其實，傳福音最好是由近至遠。主昔日的差

遣也是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然後再到撒瑪利

亞，最後才去到地極。因此，傳福音要以我們的

家庭和我們的鄰舍做起點。 

 

    鄭果牧師很看重本地佈道，他相信傳福音應

該從本地開始。因為如果在本地不會傳福音，又

怎能到遠方去宣教。沈保羅牧師的看法也是一

樣，他的囑咐是，「本地傳福音，外地作宣

教」。在本地傳福音是基督徒到外地宣教最好和

必須的裝備。 

 

    蓋恩夫人曾寫出以下這段話：她向春天的天

使探問：「告訴我種子當撒的遠近，撒落在家門

口的邊沿，抑或佈種在遙遠的平原」？天使回答

說：「快快樂樂撒在最近的地方，讓妳的家裡充

滿美麗的芬芳；先把腳前的種撒好，再去耕耘更

大的田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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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地福音是

我們往普天下去的第一步。參與本地福音事工對

有心志宣教者是必須的，因為這不但是撒種的訓

練和裝備，也是宣教者心志的印證。 

 

    再者，萬民是我們傳福音的對像。「萬民」

乃指世上所有的人，不分種族、膚色、國籍、語

言和文化。「萬民」也指在我們傳福音的對象之

中，是沒有階級分別的。君王與平民，富豪與窮

人，貴族與村夫，主人與僕人，都包括在浩瀚的

福音範圍之內。 

 

    佈道家 Billy Sunday 有一次被邀請到一個

他從未去過的城市佈道。他第一件事情就寫信給

市長，向他要一份那城市裡有需要聽福音的人的

名單，他好預先為他們禱告。結果市長就將城市

的電話簿寄給他。意思是說，整個城市都需要聽

福音。 

    神願意萬人得救，主耶穌捨身流血也是作萬

人的贖價（提前 2：4-6）。願意萬人都得救，

並為所有人提供得救之道的這位神，已經向我們

頒發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聽。」福音信息需要我們去廣傳。詩歌也說，

『人們需要主，只有我們能傳揚永生的道路。…

當獻身傳福音，給需要主的人。」 

 

    感謝神讓我們在祂救贖的計劃上，在宣教的

使命上有分。求主感動我們，讓我們體貼神愛萬

人的心。願意我們為萬人得救在神面前迫切禱

告。願意我們在近鄰，也在遠方，將福音傳給同

胞，也傳給萬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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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大诫命、完成大使命 
 白丽华執事  

 

    在基督徒向未信主的朋友传福音的时侯，我

们常常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如：“基督徒与非基督

徒有什么区別？”“你們的上帝有什么使命交给

你们去完成？”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回

答呢？  

    简单的回答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

与非基督徒的差別在于活出[敬神爱人]的信仰生

命；上帝赐予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为主见证,传扬

福音].  

    圣经【马太福音 22:36-39】36 夫子，律法

上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呢？ 37 耶稣对他

说：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38 这

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 其次也相

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  

    在这段经文中 耶穌回答的这两条诫命分別

是出自旧约的申命记六章和利未记十九章。在申

命记第六章 4-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

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其实这段经文是十诫中，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记

2:3 )的注释。一个人如果真的用全部的心志、

情感、和理智来爱上帝，这个人必定会是个全然

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话语，会荣耀上帝名的人。

耶穌进一步注释律法的另一个精神，就是爱鄰人

如同自己，这个爱人如己的出处是在利未记第十

九章 18 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敬神爱人]是信仰

态度的核心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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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

4:19）]。上帝不仅先爱我们，而且对我们的爱

是无与伦比的.他创造世界,创造万物,让人生养

众多,管理万物来创造福，享受一切资源。回顾

旧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地、甚

至是国家的建立等等......，处处都有上主信实

的看顾。到了新约时期，上帝也为了人类，差遣

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过承担

辱骂、鞭打与十字架的极刑，这样长阔高深的

爱，都是因为他深爱我们，因此也给了我们充足

的动机来回应上帝的爱。  

    我们应该透过爱人的行动来表达出对上帝的

爱，同時也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中记载有一位律法师问耶

稣那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回答他：你要尽

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

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

22:37-40)。在路加福音书中,记载这位法律教师

继续提出问题问耶稣,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鄰舍?] 

然后耶稣透过[好撒馬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

並且耶稣要他照他自己所回答的去做就可以了

（路加福音 10:25-37）.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的记载中,更进一步地将原本停留在什么是最大

的诫命的[讨论]及[诫条]，转成为[遵守]和[实

践]。 

    约翰一书的作者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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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的，也当爱弟

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

4:20-21）. 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教导︰[爱就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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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律法]（罗马书 13:10），[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提摩太前书 1:5）。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更

指出[爱]是基督信仰中最大的一个，是我们信仰

的本质与精髓所在；没有爱，最高的知识、最大

的恩賜、最佳的行动都算不得什么！这是在告诉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真义就是「爱」。  

   今年我们满恩堂宣教年会的主题就是（爱鄰

如己），这是我们教会爱神爱人的一个具体行

动。  

   （马太福音 28:19-20）节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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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译：给他们施洗，归于父、

子、圣灵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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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稣颁布给门徒的大使命.每一个基督徒,每

一个宣教士,每一所教会都应该跟随这个使命，

令万民得救，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也出去得

人，施洗并带人信主。  

    在主的大诫命与大使命中，我们应该努力去

完成五项目标：  

1.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上帝。 

2. 爱人如己。  

3. 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就是要出去传福音。 

4. 带人来到教会，直到他受洗归属于教会。  

5. 教导圣经的真理，使他们能走在上帝的旨意

中。  

 

   我們需要活出大诫命才能完成大使命。  

   愿每位基督徒都能成为[活出信仰、为主见证]

的基督门徒，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活出敬畏

上帝、爱人如己的生命，用诚心祈祷信靠上主，

来为主见证、广传福音，进而带领人来认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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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並且培育造就所带来的人，成为主的门徒。

愿圣灵带领、保守，激励众弟兄姊妹的传福音的

热情，携手同心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重生 
谷祝娜執事 

 

    約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節告訴我們一個故

事 :「一位法利賽人 , 是猶太人的官 , 是猶太

公會的議員 , 也是猶太人宗教的領袖 , 更是大

有學問的人 , 名叫尼哥底母 ; 他夜裏來見耶

穌 , 他稱耶穌為拉比 ( “拉比” 是猶太人對

他們的宗教教師常用的稱呼 ) , 他說他知道耶

穌是由神那裏來作師傅的 ; 因為耶穌所行的神

蹟 , 若沒有神同在 , 無人能行 。 而耶穌回答

他的話是 : “ 人若不重生 , 就不能見神的

國 。”  尼哥底母非常奇怪主耶穌對他所說這

句話 , 他不明白 , 所以他立刻問說: ” 人已

經老了 , 如何能重生呢 ?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

麼 ? ” 接着主耶穌就向尼哥底母解說何謂 

“ 重生 “ 並向他傳天國的褔音 。 

 

    為甚麼尼哥底母會來見耶穌 ? 為甚麼在夜

裏來 , 不在白天 ? 他自己是有學問有地位的

人 , 為甚麼稱呼耶穌為拉比 ? 所有這些間題我

想耶穌都已預知 , 但耶穌卻不理會 , 而是單刀

直入地向他解說天國的真理 , 重生的意義 , 

「重生」的 “ 重 ”字在原文有 “ 從上面

來 ” 的意思 。 耶穌向尼哥底母解說天國的

事 , 要把褔音傳給他 , 要他能明白要擁有一個

全新的生命 , 必須認識神 , 明白神的話語 , 

從頭學起 , 從新做起 , 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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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神掌管一切 , 知道神能改變一切 , 是一切

救恩的源頭 , 是一位生命的主 , 是一位慈愛和

偉大的拯救者  , 衪愛顧屬衪的兒女 , 衪創造

天地萬物和掌管一切 , 衪能使人心靈得被淨靜 , 

生命得以改變 , 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 有永生的

盼望 , 有從上而來的平安與喜樂  , 不再為屬

世的事去勞苦愁煩 , 尊心仰望、盼望永生 , 定

睛神國的事 , 常常喜樂、凡事謝恩、不住禱

告。 

 

    傳褔音是主耶穌托負我們的大使命 , 衪以

身作則地引領和教導我們應該怎樣做 ; 以尼哥

底母為例子 , 他為何去見耶穌 , 在經文中我們

可以看到 , 他說耶穌所行的神蹟 ,若沒有神同

在 , 無人能行 ; 由此可知 , 他一定聽過和見

過主耶穌的所講所行 , 他要了解要進求這個答

案 , 所以他去見耶穌 , 因他有一個渴慕的心 , 

响往能知道得更多、明白得更多 。 

 

     今天 , 我們亦應學習主耶穌的樣式和榜

樣 , 明白我們的使命 , 要傳揚褔音 , 使更多

的人明白褔音的好處 , 使能重生得救 。我們亦

要愛人如己 , 要使人明瞭愛是忍耐、關懷、犧

牲、保護和原諒的動力來源 , 在主耶穌的身上

就完完全全的鄣顯出來 , 讓我們可以感受和看

見。 

 

     願主耶穌的恩惠和慈愛永遠與我們同在 ! 

願福音能傳入每一個等待救贖的生命裡 , 願所

有有生命氣息的都大大開口同聲感謝讚美我們的

主、我們的神。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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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李桂貞 

 

    感謝神！ 讓我在有生之年能夠認識神，成

為基督徒。讓我能讀神的話語，實在是我的福

份，好的無比。因為神的話語是智慧的開端，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是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我很欣赏以斯帖記中的一句話：以斯帖記 

4:14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

機會嗎？”亞哈隨魯王請王后瓦實提頭戴王后的

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欣賞她的美貌，瓦實

提沒有抓住這個彰顯她美麗的機會，反而因不肯

遵守王命被廢王位。然而以斯帖因爲容貌俊美被

召進宮，在王面前得寵，立爲王后，使她有機會

在後來借助王后的位分替猶太人向王求情，因爲

她把握住了機會，猶太民族才不至於被滅絕。以

斯帖與瓦實提兩人的行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一

個是放棄機會；一個是抓住機會。 

    現今的我們是否象以斯帖那樣抓住了機會

呢？我們得了基督徒的位分，是屬神的兒女，我

們要抓住機會服事神，要廣傳福音，做基督的見

證，靠著聖靈的力量完成神託付給我們的使命。 

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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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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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８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必得著能力；並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在我們家及其周圍，我們的工作崗位上，我

們的城市，我們的省份和國家，以及神派遣我們

所到的其他國家的任何地方（直到地極）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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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使命。我們該怎樣做才能得著靠著聖靈的力

量？又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傳福音呢？ 

 

一、抓住機會 裝備自己 

    哥林多前書 10:12“所以，那自以為站得住

的，應該當心，免得跌倒”。一個剛受洗或信主

很久的，自己都還沒有真正認識神，沒有努力追

求神，哪有可能傳福音？一個自己都站不穩的人

又如何有能力幫助別人站起來。我們受洗成為基

督徒後，不等於我們就完成了基督徒所有的工

作。也不等於我們的靈命就已經成熟，不等於我

們什麼都懂，也不等於我們就能很好的傳講福

音。我們必須首先靠神的話語建造、裝備好自

己，使自己在靈裏能有根有基。使自己首先能站

得穩。彼得前書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

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

長，以至得救”。 那純淨的靈奶就是聖經，我

們要多讀聖經，多思考、明白神的話語。聖靈才

會不斷引導我們，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剛開始我

們在屬靈的生命上幼稚，對於屬靈的事，領會能

力不夠強，然而聖經的話就像奶一樣，能餵養我

們，使我們在屬靈的生命上得以漸漸長大。自己

的屬靈生命長大了，可以自己吃乾糧了，就能幫

助別人共同成長，就能更好的傳講天國的福音。

耶利米書 15:16“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

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

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讓我們都能夠在

教會抓住各樣的學習聖經的機會，使自己的靈命

茁壯成長。這樣才能為更好的傳福音打下基礎。 

 

二、抓住機會活出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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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4:15“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

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約 13:3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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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讓別人從

我們身上能夠看出我們是基督徒。加拉太

2: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裡面；如今在肉身中

活著的我，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的；他愛我，為

我捨己”。我們如今得了基督徒的位分，不等於

坐享其成就拿到了永久進天國的門票。我們讀聖

經，不只是嘴上親近神，心卻遠離神。我們必須

積極採取行動，按照神的話語殷勤去做，要專心

不斷將神的旨意活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角落，

治死老我，努力朝著標桿直跑。神教導我們要彼

此相愛，這相愛不只是表現在教會裡。我們很多

的時候只是在教會裏活出基督的愛，而且表現得

相當出色。可是在教會以外，在平常的學習、工

作和生活中卻忘記自己是什麼位分了，常常做一

些與世人沒什麼兩樣的事來，甚至還不如世人所

做的，這樣又如何能讓人看出我們是基督徒的位

分呢，一個活在憂愁、恐懼裡的人又怎能幫助另

外一個正活在同樣處境裡的人呢？又怎能很好的

傳講天國的福音呢。我們要時刻警醒，必須實踐

神的話語，常常禱告神，求神的憐憫、帶領和幫

助。靠著聖靈的感動讓我們真正活出討神喜悅的

基督徒的位分。不至於讓外人笑話基督徒，影響

我們傳福音的效果。所以，不抓住每個機會活出

神的樣式，我們就很容易失去這位分，成了掛名

的基督徒，這樣不但使人跌倒而且有損於神的形

象，並虧欠了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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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住機會奉獻自己 

    哥林多前書 12:8，9 ，10，11“這人蒙聖

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

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

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

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這一切

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感謝神，神賜給我們每個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賜，

我們在事奉上人人有份，人人平等。沒有誰強過

誰，也沒有誰弱過於誰，因為神給我們每個人的

恩賜是不一樣的。有的做牧師，有的做傳道，有

的做長老，有的愛關顧，有的愛出聲禱告，有的

喜歡在心裡禱告，有的善言語，有的精通廚藝，

有的能勸誡，有的愛開導，有的是老師，有的是

彈琴，有的是唱歌…總之，我們要抓住每個機會

善用神所賜給我們每個人的恩賜，服務于他人，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也通過神所賜的恩賜向外人

傳扬出去，無論是在工作、生活和學習當中都可

以施展並藉著這些恩賜傳福音，使更多的灵魂得

救。也叫人看出我們是屬神的兒女，是名副其實

的真正基督徒的位分。如此做必討神的喜悅，要

想更好的傳講天國的福音，必須先提高自己，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活出神的愛，將自己獻給神，

才能使更多的人歸向神！ 

 

 

不以福音为耻 
李晗 

 

2016年，是我首次作教会宣教部的同工，我没

有任何经验，但这几处经文对我传福音有很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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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与大家分享：【路 24：45-48】于是耶稣开

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

活；并且人要奉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

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传道必须奉主的名：只高举基督，不可高举

任何属灵伟人或宗派团体的名。传悔改与赦罪的

道：悔改是赦罪的条件，赦罪是悔改的结果。从

身边、近处传起，先从自己家人、亲友、同学传

起。 

    作为一个神的见证人，必须活出神的话，来

显出神的生命。离开神的话的见证，就偏离神的

心意；缺乏神生命的见证，就没有见证的内容。 

   【罗 1：14】「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传福音(包括对未信主者带领他们蒙恩，及对已

信主者使他们更多认识主)，乃是我们应尽的本

分；如同还债一样，是不可不作的。 

    【罗 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

是希利尼人。」 

     撒但常叫我们在传福音时觉得羞耻；尤其

刚刚开头学传福音时，更是觉得难以为情。但我

们若真认识福音荣耀的内容，并且亲身蒙受过福

音的好处，就会和保罗一样的说，『我不以福音

为耻』。 

    传福音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是福音本身有能

力、能救人，这样才会有胆量去传福音。在我的

亲人和朋友中，我是第一个信主的，我传福音的

担子非常重，我不断装备自己，今年，我开始行

动了，我不以福音为耻，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

工，去年圣诞节开放家庭，邀请亲人们来家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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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佳音的活动，在今年两次的大型布道会上，邀

请到了 12位亲朋好友来参加，其中 2 人决志信

主。感谢神！求神继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作传

福音的精兵。 

   【提后 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

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

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你爱你的亲朋好友和身边的人吗，你愿意他们因

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吗？让我们一起努力传扬耶

稣基督的福音吧！ 

 

              宣教之浅谈 
刘松娟 

 

   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是 2015年 10月 10号

在蒙特利尔南岸满恩堂受洗，成为神的女儿，同

时一直在满恩堂参加聚会活动，这里成了我在地

上的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信主一年的经历感

觉丰丰盛盛，这种丰盛感不是来自于属世的经济

物质，而是完全来自于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因

为主曾说过：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

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路 14：:27） 主

的话确实带有能力，这一年体验了从未有过的 

平安，感谢主。 

     在满恩堂聚会的这一年多以来，感受到太

多来自于神的爱，也感受到属神的人是多么不一

样。感谢神为我们预备的教会， 在聚会期间我

参与了宣教事工。感受从纠结，迷茫，到充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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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最初接触宣教，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

么，什么是宣教，为什么宣教，怎么宣教，对于

这些一头雾水和迷茫。后来从自己慢慢的接触了

解中，我知道宣教就是传扬神的福音，这是神给

我们每一位信徒的使命甚至是大使命。主耶稣对

他们说：要收的庄家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

要祈求收割的主催促工人参与他的收割工作（路

10:2）宣教是为主做工作，是每个信徒的责任和 

义务。需要信徒有一颗激情和火热的心。 

   我是个内敛的人，有点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宣教呢，但是主耶稣说：在

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

10:27） 所以我的第一个宣教对象就是我的父

母。起初通过电话，微信等社交软件和父母传福

音，遭到了白眼，一个说我不要太迷信了，一个

说这种人精神有问题。也不让我发有关圣经的东

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阻碍，有段时间不敢在

主动讲福音。 后来和父母团聚了一段时间，我

自认为我做的不够好，但那段时间父母觉得我好

像变了许多。等我再回到加拿大，我再给他们发

福音信息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他们

甚至会说，阿们，感谢主之类的，虽然他们还不

懂，但我知道神定在里面做美妙的工作，虽然我

们相距很远，但是网络使我们拉近距离，有时候

我会转发有感动的经文，为他们祷告，所以现在

父母一点都不反对还很支持，主说：不敌挡我们

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 9:40） 虽然父母还未

信主，但我相信神有祂的时间，在最好的时间做 

最奇妙的工作。 

    从向父母传福音这方面，确实锻炼了我的毅

力，我想神是通过这件事来历练我吧，不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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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不以自己的信仰为耻，不因别人的话怀

疑自己的信仰，反而会更加坚定对神的敬仰。 

在我信主以来，我个人感觉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可

以通过平时聚会以及网络形式在属灵里成长建

造。对于慕道友来说感觉布道会是个很好的方

式。我最喜欢的就是福音布道会，布道会是个非

常好的收割庄家的形式。愿神祝福，能有更多的 

布道会组织。 

   对于我们信徒来说，要塑造自己成为主的精

兵，那我们就必须在属灵里建造我们自己，平时

多参加主日学以及教会组织的各项查经活动，只

有我们对神的话了解的多，才有能力去和别人传

播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和我们人类有什么关 

系，若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向别人传福音呢。 

   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

的盐，我们不光在理论道义上明白神的话，更应

该在生活中活出主要我们活得样子。我想一个人

的样子就是最好的传福音例子。我们要常常追求

神的话语，成为光，成为盐，那我们自然会吸引

一些慕道友的好奇或者羡慕，这样才是最好的见 

证。 

   信主一年，感恩再感恩，以上是我简单的理

解和感受。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有不好的地 

方还请见谅！愿上帝赐福大家！ 

      

利用网络宣教的体会 
潘继海 

 

    近年来，通过网络传播福音成为一个重要的

途径，尤其是在对一些心中有渴慕的初信的网友

来说，通过网络平台获取有关福音的知识是他们

走入教会进行信仰之路的第一步，本人在微信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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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转发一些福音文章的过程中，深感网络宣教

对于慕道友的重要作用，下面谈谈体会。 

   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希伯来书 13:5）我本人在近十年前开始接触

福音的时候，最早是发现一个读书期间认识的朋

友，毕业分开有 3、4年没有联系了，也处于不

同的两个城市（我在上海，她在杭州），但因为

彼此加对方在 MSN好友里，每次上电脑可以在

MSN里看到对方的最新动态。有一天上网，忽然

在她的动态里看到了“主耶稣”的字样，我感到

非常好奇，因为据我对她的了解，她以前不是基

督徒，所以好奇心驱使我通过网络向她问询有关

信仰的问题，结果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谈论起

基督信仰，以及她自己的信主历程。这是我最早

接触福音的开始。她信仰火热，传福音的热情非

常高，并且为了方便福音传播和聚会，甚至把她

在大学里的教职都辞掉了。感受到耶稣在她生命

里带给她的变化，我受到很大的触动，并且当时

正处于追寻一种终极真理而不得的苦闷期，我开

始有意识地去找寻并阅读圣经解读已经一些福音

方面的文章。在这样一段时间后，感谢主！主在

一个夜晚把我引向一个教会的聚会中并在圣歌声

中让圣灵感动我，让我流泪不止，失声痛哭。感

谢主的恩典！从那以后，迷途的羊羔回家了。 

   信主后，我那个杭州的姊妹介绍我去了他们

聚会的那个家庭教会在上海的分会。渐渐地有了

时间比较规律的敬拜和团契，也认识了一些主内

的朋友，并在那家教会受洗归主。但因我当时不

明确神对我今后生活道路的计划，并不清楚自己

将会在哪家教会委身。我游离于几家家庭教会与

国际教会之间，在并没有在某家教会固定受到牧

养。大部分时候，对我信仰之路影响大的仍是网



26  

络，不是教会。由于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也养成

了除了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上网学习消遣

的习惯。当时发现一些中国大陆的一些思想比较

活跃的网站论坛上，总能看到一些基督徒原创或

者转发的宣教文章，包括当时在国际上比较有影

响的牧者的文章。由于论坛的开放性和即时性，

持不同观点的网友在文章下的跟帖讨论往往堪比

一场属灵与世界观点的针锋相对，这让处于初信

阶段的我思想摆动很大，信心时高时低，但是主

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前书 12:9）所以

在那个时期，由于接触很多宣教文章，我感觉自

己属灵方面的理解能力增长很快。并且神奇的

是，每次当我出现疑惑，信仰方面的信心不足时

候，我总会及时地看到一篇对我所疑虑的问题有

针对性的文章，把我从刚刚出现的摇摆中拉回坚

定的信仰之路上来。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感

谢主！主知道我有时候比较软弱，又爱钻牛角尖

的特点，在我初信之时为我量身定做了一种针对

我个人特点的宣教方法，既让我得到丰富的牧

养，又避免了受到成功神学等流行于一些国内城

市教会异端思想的各种负面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中国来到了加拿大，

也终于找到一家神的教会固定地进行团契和敬拜

活动。不过我仍保留着每天在网络阅读信仰文章

并关注网络宣教的习惯。接触并使用的只要网络

工具，也从论坛、QQ，与时俱进成微信朋友圈和

微信公众号。把一些信仰纯正的宣教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的文章转发到朋友圈里后，初期可能看不

到宣教效果，但当坚持这么做之后，由于微信朋

友圈的熟人圈子的特点，渐渐地可以看到一些远

隔重洋的多年朋友们的变化。有人开始转发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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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到他自己的朋友圈里，有人开始发布他们

去教会聚会点进行团契和敬拜的信息，也有人通

过微信告诉我打算决志信主了。感谢主！虽然宣

教的成效还很初级，但在人不能，在主无所不

能。只要是合神心意的，在主的大能下，我们卑

微的工作就会被提升。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剩

下的工作交给主。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

羊。（启示录 7:10）网络宣教，它可以突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并适应当代人的生活阅读习

惯，既有广泛性的特点，又有针对性，聚沙成

堆，把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面前。它是主在网络

时代打开的一扇福音的大门，让渴慕福音的人出

黑暗入光明。 

 

 

          三位傳扬福音的婦人 
 关辉明  

 

    星期日天還未亮，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的

母親馬利亞和撒羅米來到放置基督耶穌身體的洞

穴． 她們帶著香膏準備去塗耶穌的身體。  

    她們發覺封著穴口的大石被移開，此刻讓我

們想像馬利亞等婦人當時的反應，她們面對的情

況舆早前她們預料的根本不一様，自然的反應是

驚恐但又好奇究竟洞穴內發生了甚麼事！  

    馬利亞等婦人進入了墳墓嚇然看見一位身穿

白袍的少年人坐在右邊，雖然少年人的身份在聖

經內沒有提及，但不難意會是神的使者正在告訴

馬利亜等人，以往你們所跟隨的夫子耶穌經已復

活了。 少年人告訴婦人去把握這件復活事件告

知耶穌的門徒及彼得，同時間馬利亜等人擔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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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己的安全，莫非有人對她們不利，或對主耶

稣的身體作些壞事？  

    這裏特別點名彼得，可能與他三次不認主有

關吧！  

    馬利亜，馬利亞及撒羅米是第一批得知基督

耶穌復活完成救恩的人，她們一直是基督耶穌的

跟隨者；  

    深信，深愛主耶穌．可是現在婦人的信心受

到考驗了！ 驚恐的心情移动了馬利亜婦人的信

心，她們走出墳墓，驚奇及害怕，什麼都沒有告

訴任何人。（馬可福音 16:1 -8）  

   神、已經在很早之前已告訴馬利亜等婦人的

祖先，彌賽亞將有一天來到此世上拯救相信祂的

人。  

   在曠野的牧羊人是第一批見證了主耶穌降生

的事。 

   他們相信彌塞亞，之後立刻把此福音告之所

遇見的人。 牧羊人們的信心猶如他們親身目

睹，堅定不移去負起傳揚福音的工作。  

   回頭看看馬利亜等婦人，神安排了她們親身

看見經歴主耶穌復活，完成救贖的過程，可是她

們沒有立刻把這個福音訊息傳出去， 是否她們

的信心不堅定呢？ 對，是因為她們害怕，那麼

不是有神同在就不懼怕嗎？。這可能又是信心的

問題吧！  

   抹大拉的馬利亜傳揚福音的工作開始於主耶

穌向她顯現之後，使她的信心再次堅定。  

   我們傳福音的工作不時受到各様的考驗，但

神是不停與我們同在，堅定我們的信心，向前走

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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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強牧師簡介：  

 
 

出生與成長於香港，1972 年來加拿大，1975 年

歸信主基督，畢業於麥基爾大學電機工程糸，於

1988 年蒙神呼召作傳道，1992 年初畢業於安大

略省神學院 (即今天道神學院)，隨仼職滿地可

華人浸信會會作傳道，1997 年受差往聖羅蘭區

植堂建立滿地可城西華人浸信會，牧會至今。 

 

    二零一六年宣教事工报告及宣教预算 

 
    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牧师，传道和长老的指

导与帮助，感谢宣教部全体同工及教会弟兄姊妹

的共同努力，总结今年的宣教事工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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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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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支持是$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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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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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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4. 短期宣教和长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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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杨云真传道和敦平师母带队及其他弟

兄姊妹参加的短宣队每月去 Plattsburgh 组织一

次华人的福音聚会和带领一次查经小组。  

    今年我们也大力开展了魁北克城的宣教事

工，3月 19日, 我们参加了魁北克市福音联合

事工会议,与蒙城其他四间教会联合起来共同承

担魁北克城的宣教事工。按照计划我们满恩堂的

短宣队（杨美英传道，白丽华姊妹，谷祝娜姊

妹，关辉明弟兄）定期去魁北克城帮助那里的华

人同胞。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去探访和关顾华人

朋友，下午去带领那里的崇拜或查经小组。另外

我们还帮助宣传和组织了 5 月 28日在魁北克城

举办的 【 第 22届 2016 年全加海外中国人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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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会】 题目是: 【世界怎么了？】。为了配

合魁北克城的布道会, 5 月 21日杨美英传道分

别在教会及魁北克城举办了两场布道会陪谈员的

陪训。  

    由于 Plattsburgh 宣教事工与魁北克宣教事

工已经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固定 模式，所以

我们把这两项宣教事工列为长期宣教。今年的短

期宣教的基金是$2000，长期宣教基金是：

Plattsburgh - $1500； 魁北克宣教事工 - 

$1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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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举办的 “迎春迎新

聚会”及中秋节举办的“恩福满满庆中秋”活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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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

们还帮助宣传和鼓励教会弟兄姊妹参加并邀请慕

道友参加 10月 15日在蒙特利尔举办的刘同苏牧

师的两场大型布道会【冰封下的春消息】和【亲

手触摸过的道】。宣教部同工（除了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的以外）全体人员参加了布道会的同工事

奉。另外我们也鼓励其他弟兄姊妹参加了布道会

的同工事奉，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样的大型布道

会，能够从中学习并获得生命的成长。明年我们

准备侧重本地福音的事工，计划在南岸也组织一

场大型的布道会。今年本地福音的基金$3000。  

6. 宣教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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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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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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宣教年会的主题是【爱鄰如己】  

今年宣教年会的基金是$1500. 

 

宣 教 预 算  

宣教預算 2015 2016 2017 

國外宣教    

環球基金 6,000 6,000 4,500 

國內宣教    

聖羅倫士區會 3,000 4,000 2,000 

華聯會 1,000 1,000 500 

神學訓練 3,000 2,000 2,000 

短期宣教 1,500 2,000 0 

本地福音 2,000 3,000 2,000 

圣经及福音资

料 
  （800） 

號角月報   （200） 

佈道會 0 0 （1000） 

長期宣教    

Plattsburg 事

工 
 1,500 1,300 

Quebec City 

事工 
0 1,000 0 

聯宣大會 0 0 2,000 

宣教年會 1,500 1,500 700 

臨時用款 1,000 1,000 1,000 

宣教總預算 19,000 23,00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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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AC Mission Conference 2016 11.12-13 

滿恩堂第十七屆宣教年會安排 

 

主題：愛鄰如己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講員：梁志強牧師（滿地可城西浸信會） 

聯絡講員：甘牧師（講員資料） 

宣教年會手冊：雙長明執事 

宣傳：白麗華執事 

 

十一月十二日週六分享座談會 

報名：白麗華執事 

翻譯：谷祝娜 

講員介紹：吳家興傳道 

10:00 詩歌（楊美英傳道） 

10:15 信息：本地福音事工（梁志強牧師、師母

等） 

11:15 問與答（吳家興傳道） 

12:00 午餐（外賣；自由奉獻） 

1:00 福音事工座談會（陳達虎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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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詩歌：
 

 

 

http://www.google.ca/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en6rI0JXQAhVh64MKHZtHA8cQjRwIBw&url=http%3A%2F%2Fwww.22ab.com%2Fhtml%2Fafdfef%2F&psig=AFQjCNEJh98JmdGTpapVZwJIPoQx3aLQhw&ust=147857289315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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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主後 1998 年 10 月 11 日創立） 
598 Bellevue North，Greenfield Park，QC，J4V1C8 

電話：（514）833-1818   傳真：（450）678-6891 

網址：www.southshorecac.org 

甘志聰牧師(514)833-1818   楊雲真傳道(450)672-6552 

吳家興傳道(514)358-0822   楊美英傳道（450)462-0495 

顧問：陳志誠牧師 

編輯與封面設計：雙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