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經文 :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

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所

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

與神。」                            羅馬書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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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宣教 
甘志聰牧師 

   

中世紀前，世界可以說是一個基督教世界。

但當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科學突破、電子科

技、和全球網絡，使世界變成非基督教 (non-

Christian) 世界、棄基督教(un-Christian) 世

界、反基督教 (anti-Christian) 世界、或後基

督教 (post-Christian) 世界，今日的宣教實在

有很多方面的難處。大家都知道並且也經歷到很

難去傳福音，有時甚至根本接觸不到他們；未曾

接觸到，怎能傳道呢。雖然中型或小型教會的資

源和經費都很有限，但是我相信我們仍然可以接

觸慕道朋友。 

一 善用節日和慶典宴 

  可能復活節已經商業化到變成失去了其意

義；聖誕節也都商業化了，但仍會與耶穌的降生

有關，而且這是家庭相聚的好時刻。家庭式的報

佳音，聖誕節前夕教會唱詩聚會，聖誕節音樂劇

或小朋友話劇都是有效的方法去接觸慕道朋友。

還有中國節日如春節，更可以邀請親友家聚或晚

餐，分享您的信仰與生活。又例如您有慶生宴、

娶媳婦、搬新居，邀請了親友，就善用這些機會

談論您信耶穌的生活和感恩的見證。 

二 善用電子資訊和新科技 

電郵也是科技，只不過已經過時了，但仍

有少數人用電子郵件，多數人都用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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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有手機。當接到單張，不一定會

看，也不一定帶回家；但一個微信（尤其是影

片類的信息），大多數都會看一下；即使不立

刻看，信息已在他手機中，以後看也不無可

能。印發單張不一定是浪費資源，但可能失去

效果了。近年不少人來我們教會是只從網上找

到我們，信徒和慕道朋友都有；相信基督教報

紙內的教會廣告就没有這樣有效。還有 

Facebook, Instagram or Twitter，有無宣教

可用之處呢？ 

三 建立信任和歸屬感 

我們通常一想到宣教，就是要他們相信耶

穌，然後想辦法使他們對「我們」的教會有歸

屬感。可能事實卻是相反呢？我相信人們如果

有了歸屬感，起碼有了親切感，就會有助信耶

穌；他們都不信任教會，要信教會說的信耶穌

實在不容易；他們都不相信基督徒，要信您所

信的福音會比較困難。從未曾讀過聖經和未有

過屬靈經歷，到明白福音和相信耶穌，這對大

部份的人來說是一段漫長的路。如果您要得

魚，而它不是尋求食物的，而且根本不喜歡您

所給的美食，您是很難釣到它的。 

「拿但業對他說：『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

的麼。』腓力說：『你來看』」（約 1:46）。

腓力邀請拿但業先來看看、來聽聽，但目標仍

然是信耶穌得生命。後來「拿但業說：『拉

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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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在這裡」hin•nê•nî 看差遣 
吳家興牧師 

「我在這裡」hin•nê•nî (希伯來文 

         ) 在教會裡常被用於回應神呼召的回應，

特別是引用先知書《以賽亞書》六章 8 節中以

賽亞對神呼召時所說：「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其實在舊約聖經中「我在這裡」          

hin•nê•nî 最早出現是在《創世記》廿二章 

1節有關神呼叫亞伯拉罕並要試驗他獻以撒

時：「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

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

裡。』」接著這個詞在同一章的經文中也出現

在亞伯拉罕回應兒子以撒(7節)，及天使(11

節)的招喚。正因為這麼單純的一句         ，亞

伯拉罕通過神的試驗，只因他那毫不猶豫的順

從，他得到了神的賜福。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

撒母耳先後對以利及神呼喚的回應(參撒上三

章) 。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字         在希伯來文

的意思。它是由語助詞      加上一個單數代名

詞所組成。而          這個字在原文有「看哪，

瞧，此時此刻，在這裡」的意思，而在敘述句

上通常加上代名詞來說明「誰」是主詞。因

此，         通常就翻作「我在這裡」。其實這就

有點像我們中國古代的禮制中，臣對君，子對

父，或者是僕人對主人那種下對上招喚的回

應：「(某某)在！」也就是說，當我們回應

         時，就有代表著順從、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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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憑差遣的意思。 

無論是舊約時代的亞伯拉罕、雅各(創卅一 

11；四十六 2)、摩西(出三 4)、撒母耳、或者

是以賽亞，他們對神(或者是神的使者)招喚的回

應：「我在這裡         」，都代表著他們對神呼

召的順服。而在他們的順服神上，我們也必須了

解一點：「差遣」是神主動的呼召，加上被招喚

的人對神的認識(經歷)。亞伯拉罕回應神的

         是在經歷神的帶領與供應之後，特別是在

得到應許之子以撒之後；撒母耳回應神的         

是在「認識」耶和華之後 (撒上三 4-10) ；雅

各、摩西、和以賽亞回應神的          都是在看見

異象之後，特別是以賽亞，他在異象中認識了神

是聖潔的。這些神的僕人所作出的回應不是完全

無厘頭的，他們認識到呼召他們的神是一位怎樣

的神，他們願意聽從祂一切的吩咐。而神的揀選

與呼召完全是出於祂的恩典與意旨，人沒有甚麼

可誇的。 

神主動呼召的差遣與神僕人順從的回應是相

互呼應的。神不看我們現今是個怎樣的人，有甚

麼樣的才能，神看的是我們將會怎樣被神使用、

塑造成為怎樣的人(留意：神在《以賽亞書》六

章 8節所說的是：「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而不是「誰能為我們去呢？」)。

而作為神的僕人(兒女)，我們的職責就是在認識

神的基礎上，聽命於祂，願意被主陶造。此外，

我們也必須明白：神看重的是祂所差遣的人過於

祂所差遣的事。我們看到以賽亞蒙召的例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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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於以賽亞的不是人聽不聽他所傳的(賽六 

9-10)，乃是他是否忠心傳神所要他傳的，他的

成功不在於有多少人聽他的話，乃在於他是否忠

心不渝地按神的託付完成使命。 

我們要清楚我們的蒙召，許多時候神呼召我

們去完成的事工是在今世看不到果效的，甚至是

吃力不討好的，又或者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是

否願意順從？我們也要明白，神的揀選與呼召完

全是神的恩典。神並不需要我們的幫助，但祂卻

願意與我們分享祂的榮耀，這是何等的福份能與

神同工。我們是否願意謙卑順服地去領受神的恩

召，享受與祂同工的福分，使榮耀完全歸與神

呢？。若是我們不認識神的恩召，看不見自己的

不配，或不願意更親密的經歷神(被祂更新、塑

造)，我們如何回應神的呼召，說：「我在這裡

         ，請差遣我」呢？神願意邀請我們與祂同

工、「為主作」，但祂更願意我們肯「為祂

活」。願神賜給我們一顆願意的心：願意更深切

地認識祂，願意更親密地愛祂，願意更緊緊地跟

隨祂，願意被祂改變、更新、塑造、和使用，順

服祂的恩召與差遣；願神的旨意行在我們各人身

上如同行在天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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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长明 长老 

感谢神! 本人有幸参加了加拿大华人联合

宣教大会 JMC2017, 8 月 6号下午,与杨云真传

道、李桂贞姊妹等, 听取了华人宣道会联会负

责植堂的副总干事余東海牧師的专题讲座：

『植堂事工的发展与策略』, 受益良多, 增长

见识, 开阔视野, 极受启发。  

华联会负责植堂的副总干事余牧师, 根据

他自己多年在加拿大各地丰富的植堂经验, 认

为植堂就像细胞正常分裂，决不是分裂和破坏

教会，拓展神国事工, 需要不断的分派人出去

植堂，发展新教会, 领更多人归主。他认为, 

凡教会人数由 120人增长到 150 人左右，就应

考虑使用这多出 30个人去建立新堂，去寻回更

多迷失在世上的羊群。 余牧师的经验和做法是, 

凡一地区（镇、市）若有 2,000 人左右华人, 

有 3-4个家庭愿意出来, 就可考虑在该地植

堂。感谢神一直赐福加拿大华人教会, 教会蓬

勃发展壮大。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从 50年前

最初 4间教会, 现已发展到近百家堂会。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后 3: 9），「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

道」（提前 2: 4）。据统计, 蒙特利尔南岸是

加拿大华人人口最为密集地区之一（仅次于温

哥华）, 人口总数近 3万, 仅 Brossard 市就有

近 1万华人（华人占总人口 12.5％）, 若华人

基督徒占其总人口比例仅按 5％计算（中国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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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 10％）, 南岸

就应有 1,500 个以上华人基督徒, 每个教会按

150人规模计算, 南岸应新建堂 8- 10个, 至

少 4-5个应不为过。  

2017 年 9月之前, 南岸仅有一家华人教会

满恩堂（现有会友 150 余人）, 是在 19 年前, 

由蒙特利尔众教会尤其母堂宣道会满地可堂及

恩典堂等教会牧者和弟兄姐妹和家庭, 同心同

行, 出钱出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建堂时参与

的人数达 60多人。显而易见, 在这众多华人居

住南岸, 还有大量同胞尚未听闻主耶稣救恩消

息, 我们福音宣教事工差距还不小, 发展潜力

非常巨大, 求神怜悯与保守, 愿我们同心合意, 

有同一心志、眼光与异象, 以基督的心为心, 

不仅仅是着眼某个教会发展, 应从神的国度来

看在南岸植堂, 推动宣教传福音事工发展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伟大使徒保罗从未只是传福音，训练门

徒，而不同时建立教会。植堂是宣道会的一贯

优良传统和做法。在南岸建立一个国语新堂是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宣道会鼎力支持, 不少

弟兄姐妹有这个异象与负担, 为满足众多居住

在南岸华人, 尚未听闻福音的迫切需要而筹建

的, 是神兴起的事工。   

大使命有三项重要工作：传福音，植堂，

差传。这次联宣大会讲员, 华人福音普传会

『国际总主任』及『资深宣教导师』林安国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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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以及宣道会香港区联会执委会主席、明光社

主席萧寿华博士、牧师及许多前线宣教士们分享

时多次强调, 每个信徒应有神国度教会, 普世宣

教的观念, 教会不是属于某个人的，都是神的教

会，不要仅局限于某人所在的教会。造好的

“船”不要只停泊在安全舒适港湾, 应开到水深

之处, 才能得人如得鱼。不管在哪个教会事奉, 

差传宣教, 植堂事工都是在为主宣教传福音，抢

救更多失丧的灵魂。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无

论在哪间教会服事，都是在服事神，服事人。   

若 不 是 耶 和 华 建 造 房 屋 ， 建 造 

的 人 就 枉 然 劳 力 ； 若 不 是 耶 和 华 

看 守 城 池 ， 看 守 的 人 就 枉 然 警 

醒 。（诗 127:1）求神为我们开道路，坚固我

们的信心，愿神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

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愿神的金灯塔在南岸越来越

多，照亮南岸所有华人的心，让人从黑暗走向光

明。从生活的捆绑走向生命的自由, 并有永生的

盼望。愿神兴旺福音、火热人心、直到地极。   

在南岸建立一个或今后建立更多华人新教

会，若遵行神旨意, 求主带领, 方能成就; 这不

仅不会造成教会分裂, 而且有利促进各教会的牧

养、传福音等各项事工发展。此外, 弟兄姊妹将

有更多选择自由, 可以在新堂发挥神所赐的百般

恩赐, 灵命进深, 使命更新, 尽心尽意尽力服事

主, 服事人, 传扬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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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

书 4:6）主啊, 请开启我们的眼晴, 看见你的国

度。求你感动弟兄姊妹为神国度的事工开展, 奉

献自己来新堂服事，扶持新堂建设，继续为新堂

的建设迫切祷告，兴起更多的神国工人参与事

奉，同心合意共建神的教会，这是主所喜悦的。

相信神也必纪念弟兄姊妹为新堂的建设爱心付出

与摆上。 

感谢神垂听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祈求, 按他

的旨意、大能与时间, 成就了那奇事, 做了这妙

工。2017年 9月 17日, 南岸华人晨光长老会新

堂开始崇拜, 10月 8 日, 南岸华人宣道会主恩

堂也正式举行了开堂庆典。这是我们广大基督徒

的一件大事, 也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南岸三万华人

同胞的大喜事。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

其中应当高兴欢喜。（诗篇 118:24）愿主大大

赐福并使用南岸主恩堂及晨光长老会，愿满有怜

悯与慈爱的神，亲自引领和保守南岸华人宣道会

满恩堂, 主恩堂与晨光长老会, 将得救的人多多

地加添给自己的教会，使这些教会成为荣耀主名

的金灯台，荣神益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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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宣教事工摘要 
 

1. 國外宣教：環球宣教基金 

加拿大宣教總會設立環球基金來支持全國將

近三百位分佈在六十多個國家的宣教士，其中華

人宣教士約佔十分之一，每月需要超過一百萬

元，由加拿大各宣道會合力支持。明年我們滿恩

堂對環球基金的預算支持仍維持今年的$4,500。 

2. 國內宣教： 

a. 聖羅倫斯區會 

本區有許多不同族裔的宣道會，尚有多間堂

會未能自立，需要區會在經濟及人力上的支持。

明年我們教會支持聖羅倫斯區會的預算仍為

$2,000。 

b. 華聯會 

華聯會是加拿大華人宣道聯會的簡稱，其主

要宗旨除了在加拿大積極培植新堂外，也尋求與

其他國家/地區的華人宣道聯會和教會合作，在

世界華人聚居的地方，有策略性地植堂，建立門

徒以回應主的大使命。明年我們仍然維持$500

的預算支持。 

3. 神學訓練： 

教會自從第二屆宣教年會就已設立神學訓練

基金，鼓勵並幫助本堂會友接受神學造就和裝

備。鑒於需要，明年我們將增編預算為$3,500。 

4. 神學訓練： 

感謝神，教會於過往曾安排和組織多次的短

宣，包括巴拿馬、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瑞典的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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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堡、和多倫多等地也曾接待過由多倫多教

會來的短宣隊，一起傳福音。明年教會將安排青

少年參與恩典堂組織的短宣隊前往中南美洲的

Martinique。教會將編列$2,000 的預算支持。 

5. 本地福音： 

本地的福音工作一直是教會宣教事工的重點

之一。教會鼓勵弟兄姐妹向家人及朋友分享信

仰，向人傳福音；宣教部也將配合教會其他部門

不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福音性聚會，或組織佈道

會，使人得聽福音、與我們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此外，教會也將利用不同的管道，包括文宣及支

持本地的福音機構，有效地將基督的福音傳揚出

去，帶領人加入教會。明年本地福音事工的預算

為$2,700。 

 

6. 長期宣教： 

目前教會有計畫且固定的長期宣教主要是支

援 Plattsburgh 的華人福音事工。鼓勵有心參與

的弟兄姐妹與本堂的楊雲真傳道聯繫，共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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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宣教的行列。明年教會支持長期宣教的預算為

$1,000。 

7. 宣教推動：宣教年會 

宣教年會是教會為推動弟兄姐妹參與宣教事

工而設的，目的是讓每個信徒對宣教有更多的認

識，並能積極地參與和支持教會的各樣宣教活

動。期盼弟兄姐妹在靈命上得著進深，進而更新

宣教使命。明年宣教年會的預算為$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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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宣教預算 
 

 2017 2018 

國外宣教 

環球基金 

4,500 

4,500 

4,500 

4,500 

國內宣教 

聖羅倫士區會 

華聯會 

2,500 

2,000 

500 

2,500 

2,000 

500 

神學訓練 2,000 3,500 

短期宣教 

Martinique 
 

2,000 

2,000 

本地福音 2,000 2,700 

佈道會 1,000 1,500 

購買聖經及福音

資源 
800 500 

號角月報 200 200 

支持福音機構  500 

長期宣教 1,300 1,000 

Plattsburg 1,300 1,000 

宣教年會 700 800 

聯合宣教大會

JMC 
2,000  

臨時用款 1,000 1,000 

總預算 16,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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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宣教年會講員簡介 
 

黃萬臻牧師於 1976 年蒙主呼召作傳道。自

1980 年起，他在加拿大先後牧養三間教會。

2002 年，宣道會差派他和師母到荷蘭宣教，並

且在阿姆斯特丹植堂、建立第一間華人宣道會。

2008 年因無法獲得所需的簽證，黃牧師及師母

返回了加拿大繼續事奉工作。之後的三年，黃牧

師在多倫多市中心開辦了一間英語教會。2015

年，宣道會再次差派他和師母到委內瑞拉作宣教

事工。今年 10月，他們返回多倫多述職六個月

之後便將退休。黃牧師及師母將繼續協助那些被

主呼召作傳道事工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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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8-11 節： 

「8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9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過你們的意念。10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

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

有種，使要吃的有糧。11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

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

我發他去成就[發他去成就：或譯所命定]的事

上必然亨通。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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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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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太福音 9:37 

 

 
  
 

 

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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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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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8：19-20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約翰福音 12:24 

 

「但聖靈降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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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