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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機 
甘志聰牧師 

弗 5:15-21 

15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

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信徒一切生活都由敬畏神開始。敬畏神就是智慧，不

敬畏神就是愚昧；愚昧人不會敬畏神，智慧人就是會敬畏

神的人。屬神的人才會敬畏神，有方向，順服神，不糊

塗；必會愛惜光陰。光陰不是時間，是指適合的時機、關

鍵的時刻、恰到的機會、適當的時候；能把握時機，就是

智慧。愛惜光陰，就是把握時機。究竟這是指甚麼時機？

十九至廿一節指出兩大方面：敬拜和團契。對神要讚美和

感謝，對人要彼此對說和順服；對說甚麼？對說讚美主和

感謝神的話。這就是一齊敬拜和彼此團契。 

  我們也可以這樣讀這段經文：怎樣不像愚昧人？愛惜

光陰；怎樣愛惜光陰？不作糊塗人；怎樣不作糊塗人？明

白主的旨意如何；怎樣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醉酒；怎樣

不醉酒？被聖靈充滿；怎樣被聖靈充滿？彼此對說、讚美

主、感謝神、彼此順服；怎樣彼此對說？用詩章頌詞靈

歌；怎樣讚美主？口唱心和；怎樣感謝神？奉主的名；怎

樣彼此順服？存敬畏基督的心。 

  在這個冷漠無情的世界，世人豈不是尋找和諧的社

會、和睦的家庭嗎？信徒若能把握時機這樣地去過教會生

活，自然會吸引人去要認識您的信仰。您就會有時機去傳

福音，因為對方已經預備好要聽您的見證。要把握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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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知約拿看宣教 
吳家興牧師 

讀過舊約先知書的人一定不會對先知約拿的故事感

到陌生，因為他可是第一位膽大包天、逃避上帝使命的先

知。上帝差遣他前往外邦尼尼微城去宣教，他卻偏偏朝相

反的方向逃往他斯去。他明明知道自己躲避不了神(參詩

一百卅九 7)，卻仍然硬著性子，寧死不屈地違抗聖命，並

且挑戰、質詢上帝、死不認錯，聖經怎麼會容納記載這麼

樣的一位先知呢？ 

約拿可以說是第一位海外的宣教士，即便以尼尼微

城為首都的亞述帝國還沒有威脅到北國以色列，但對約拿

來說，傳福音給敵人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身為上帝的先

知，他知道上帝是慈愛、公正的神，他寧願看到上帝審判

以色列的敵人，也不希望他們悔改，免受刑罰。約拿那

「自以為有理」的不順從上帝實在值得我們信徒的反思：

我們是否常常以一些不成理由的藉口，逃避上帝賦予信徒

宣教的使命？自稱是敬畏上帝、愛上帝的基督徒，卻沒有

具體的表現，不願意看見某些人悔改信主。 

約拿知道上帝「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

怒，有豐盛的慈愛」(四 2)，但他似乎更願意上帝是施行

公義、刑罰惡人的神，以至於不願意向尼尼微人傳福音，

更是為上帝不降罰作惡的人而大為惱怒。上帝在約拿書中

對約拿及我們的教導是：上帝宣教的使命是普世的，祂愛

猶太人，也愛祂所造的別國人民(參羅三 29)；祂雖然要懲

罰作惡的人，但祂滿有憐憫(四 10-11)，更願意給人機會

悔改離開罪惡，免受刑罰(參約壹四 8; 提前二 4; 彼後三

9)。這些都是先知約拿始料未及的。況且，上帝宣教的使

命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便約拿想要逃避，神都有

辦法令他甘心臣服(在魚腹中三日三夜)；即便約拿只是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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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宣告上帝對亞述的刑罰：「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

覆了」(三 4)，尼尼微全城的人盡都悔改了(三 5-9)！宣教

是上帝的心意，也完全是祂自己的工作，我們只是蒙恩與

祂同工。 

約拿之所以違抗聖命、與神賭氣，實在是因為他不

懂上帝的心。宣教的上帝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

而狹隘的民族主義或過度的自我中心只會成為普世宣教的

障礙。在約拿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個相當有趣卻又諷刺

的畫面：大自然與一切生物(風起、風平、大魚)，甚至不

認識神的水手，都聽命、順服於上帝，唯獨神的選民、先

知約拿抗命、不順服神。作為上帝兒女的我們，若是要真

正體貼父神的心，不可不懂天父普世宣教的心意；不要成

為另一位自討苦吃的約拿，逃避上帝普世宣教的使命。讓

我們記得上帝在整卷書的結尾—四章 11 節—婉轉勸導約

拿的話，說：「…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

的有十二萬多人(可指 3 歲以下的嬰孩，或指無知、不認

識上帝的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 

 

 

 



4 

 

 

 

宣教一家（加）一 
高平 

          2018 年，神特別地加給我們滿恩堂各項參與宣教

的事工機會，因為我們求，神就大大地賜給并超過我們的

所求所想以至滿溢。從歲首到年終，來自不同機構團體的

各樣形式的活動不斷湧現，一波接一波，布道會、詩歌

會、陪靈會、神學課、講座、培訓、退休感恩記念，更有

本堂二十週年堂慶系列活動等等。 

          每一個活動，每一次的聚會，都是我們可被上帝使

用成為他管家的機會，這機會一次又一次地擺到我們面

前，以把我們從世界的時間中拉回來而回應上帝的美意，

那原是對我們好的。 

         但無論是面對信徒還是慕道友，宣教部門的同工都

能感到一種“求人”的張力，感覺把人们邀請到講道台前、

聚會場中，是那樣地艱難。很多的開會準備，大量的傳單

分發，但仿佛不見效果。邀請的很多，願意參加的也不

少，但最后能來的卻甚少。雖然我們安慰自己：事工的重

要性不在於其本身，而在于一位基督徒能否活出他和上帝

的關係的一種方式。但是我們還是不免要檢討到底有什麽

亏欠，是否有其它應該考慮的方式和理念需要改进。禱

告，暝想，再禱告。結合關顧和小組侍奉中的觀察和經

驗，考慮到南岸華人家庭情況的分佈，我們宣教部提出了

“一家一”計劃，這一計劃在徵求了教會牧長的意見后，在

教會也做了幾次介紹（什麽是“一家一”，為什麼“一家

一”，如何“一家一”）和推廣（包括一次單獨在頌恩團契時

間），以便大家能取得共同意象，并慢慢開始具體一步步

的嘗試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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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深信也深愿隨著我們禱告的繼續，時間的推

迻，眾弟兄姐妹，每一位牧長執同工，大家都能慢慢接受

這一計劃，體會到這一活動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認同這是

滿恩堂的 foundation，於己於人都有益處。希望這一計劃

不被簡單地認為只是宣教部門的一項短期事工，而是全教

會的一個長期宣講鼓勵的理念。求主記念，讓我們可以在

這一事務上榮耀上帝。求主記念，讓我們每位滿恩堂的弟

兄姐妹都有“一家一“的負擔和心志，使用好平日的時間，

在各自蒙召的崗位上仰望上帝，在 神的看顧下行事。我

們也知道，“一家一”過程中并不會一帆風順，必有挫折

感。但如果我們不輕言放棄，在此過程中就一定會不斷成

長。最后借用理查德.斯蒂爾的一句話，“把才能借給你的

那位也曾向你説：‘使用這些才能，直到我來！’”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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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小城宣教 

谷祝娜 

滿恩堂宣教部於數年前曾推行過小城宣教的事工，

由弟兄姐妹組成小組到鄰近的城市作探訪的工作，探訪的

對象有餐館和雜貨店等等，當中有的朋友很高興與我們交

談，亦很喜歡收下所贈送的禮物，對那些福音書籍、單張

和《號角》報紙也都很感興趣，有的還立刻打開來觀看和

閱讀，甚是高興；但有些受探訪的朋友就當場拒絕，並要

求我們離開店鋪。被拒絕時，弟兄姐妹們內心都深感失

望。但在分享當中，大家都從保羅所寫的《羅馬書》一章

16 節：「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

一切相信的」得到鼓勵。於是大家又再收拾心情，再接再

厲地再次出行探訪。主的愛激勵我們的心，因此我們得到

力量向前行。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

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

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羅十四 7-8)。 

今年滿恩堂又再次計畫並推動小城宣教這個事工；

南岸地區由許多大小不一的城市所組成，而近年來，許多

華人相繼擁入這個適合居住和容易創立生意的美麗區域，

他們分佈在各個不同的地方，有的開餐廳，有的開雜貨

店、还有点开育幼園、小型旅館等其他大小不同類型的生

意。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為了生計夜以继日地為家人、

為生活而勞碌；這一些朋友就是我們傳福音的對象，神將

福音的使命交託給我們，福音的大門在南岸已被打開，禾

場展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要快快地向這些同胞傳揚福

音，將主耶穌帶進人群，將人群帶進教會，使每一個在黑

暗中生活的靈魂能藉著福音被主耶穌的真光照亮，認識三

一真神，並與永生有份。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

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

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

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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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捫心自問，成為神的兒女、主耶穌的門徒，應

否要努力傳福音，使有耳的可聽，有眼的可看，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地常常竭力多作主工，使自己在傳福音的

道路上有佳美的腳蹤，成為傳送福音喜信的人？ 

生命非常短暫，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的壽數，但正因

為時間不能操握在自己的手中，且飛快地在指間溜過，我

們能服事主耶穌的時間有限，我們就要趕快把握光陰，使

人人都能聽見真理的道，接受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成

為屬神的兒女，與我們同有永生的盼望。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

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二 9)。 

聖經新約四福音書和每一卷書信都教導我們，要無論

得時不得時都應該遵主教導和命令，使自己作一個主內無

愧的工人；我們是神的兒女，要彼此相愛，更應將這份愛

與他人分享。是的，當傳福音遭受到冷言冷語和白眼時，

是會很難受和容易放棄，但必須要謹記，我們不是孤軍作

戰，我們不單有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更加有主耶穌同在同

行，以及眾天軍、天使一同作戰，一起同甘共苦去事奉

神、去作主工。更加鼓勵和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為福

音事工禱告，祈求主耶穌的引導；為等待能聽見福音的人

禱告，好使他們能趕快得救；為教會禱告，在所屬的地區

內成為明亮的燈台，使羊群能進入；為自己禱告，求主耶

穌加力，使自己能成為主的合用器皿。 

我的內心懷著深深的盼望，有著興奮的心情和參雜

著患得患失的感覺，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同心合意去為南

岸小城宣教的事工禱告祈求，一起同工去探訪，與受探訪

的人建立友愛的關係，從而將福音傳給每一個需要的靈

魂！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們的神；阿們！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

華，當來向祂歌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

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

場的羊。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她，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

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一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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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部 2018 年事工報告 
沈玨羽 

 感謝神， 2018 對我來說，是全新的一年，當高平長

老找我談話的時候，我在心裡就默默的對神說：「感謝您

揀選了我， 基督徒的本份是傳福音，讓我不要一直的懶

惰下去， 要有點壓力的去做您的僕人」。 約翰福音

12:24，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 讓我們在傳福音的路上按照神

的旨意做蒙神喜悅的服侍。 羅馬書 10:15，如經上所

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2018 年事工簡報：  

※ 2月 17 日，春節佈道會： 主題【這一生最美的祝

福】 

※ 4月 7 & 21 日，吳牧師給大家做了福音佈道和談道的

培訓。 

※ 4月 13 日，慶祝滿地可中信中心 15 周年，宣道會恩

典堂舉辦了國語專題分享：【帶著恩賜服侍社區】；講

員：陳明斌牧師 

※ 4月 14 日，滿地可華人宣道會舉辦【遠景近鄰––承

傳使命，走入人群】之培靈會， 講員: 陳明斌牧師  

※ 5月 5 日，恩福主辦 【2018 年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

道會】在滿地可華人宣道會舉行，主題：【神立天定地的

話語】講員：李心明牧師  

※ 5月 10 日，【歸回天上的家園】培靈會在恩雨堂舉

辦，培靈主題：【分別為聖，與主同行】講員：洪予健牧

師  

※ 5月 11 日， 在恩典堂，培靈主題：【與主相連，同

被建造』講員：洪予健牧師  

※ 5月 12 日，在恩雨堂，佈道主題：【人生由何而

來？ 】講員：洪予健牧師  

※ 5月 13 日，在主恩堂，佈道主題：【人生當歸何

處？ 】講員：洪予健牧師  

※ 5月 19 日，在恩典堂，米雪夫婦分享【翻轉婚姻的咒

詛】（男、女分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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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 日，在恩雨堂，中華福音神學院加拿大學區主

辦，主題【教會的關顧和輔導事工】講員：麥耀光博士  

※ 5月 27 日，在滿恩堂，舉辦主題【 從聖經中學習完

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講座。 講員：麥耀光博士  

※ 7月 15 日，在滿恩堂，舉辦佈道會【人生三要】。 

講員：馬英傑牧師  

※ 9月 21 日，在滿恩堂 7:30 PM【至於我和我的家】佈

道會，普通話，粵語翻譯。 講員：李靖波牧師  

※ 9月 22 日，在滿恩堂 舉辦【不再一樣】佈道會，普

通話，並有一家一菜的中秋聚餐,。講員：李靖波牧師  

※ 9月 23 日，在滿恩堂 有【」五一「成聖路】福音主

日，普通話，粵語翻譯，講員：李靖波牧師  

※ 10月 23 日-11 月 3 日，在滿地可華人宣道會，開設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 11月 3 日，在滿恩堂 ，舉辦 2018 年度宣教年會 ，

主題【把握時機】，講員：劉德貴牧師  

2018 年對外奉獻及支助包括：環球基金、聖羅倫斯

區會、華聯會、Plattsburgh 宣教、南岸小城宣教、《號

角》、神學訓練等。  

今年的佈道會和陪靈會等各種活動一個接一個， 讓

我們看到了神的美意，他是想要復興這片土地，興旺這地

先要從復興每個門徒開始，讓我們每個滿恩堂的弟兄姐妹

等能放下小我，離開自己的舒適區，讓神來使用和陶造, 

做神合用的器皿, 讓我們屬靈的生命都能得到神給我們的

餵養，讓我們的生命在神的真道裡紮根、成長，直到果實

累累！ 榮耀見證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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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宣教預算 

 

 2018 2019 

國外宣教 
環球基金 

4,500 
4,500 

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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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3,500 

短期宣教 
Martinique 

2,000 
2,000 

 

本地福音 2,700 3,700 
佈道會 1,500 2,000 

購買聖經及福音資源 500 500 

號角月報 200 200 

支持福音機構 500 1,000 

長期宣教 1,000 2,300 
Plattsburg 1,000 1,300 

南岸小城宣教  1,000 

宣教年會 800 1,000 

臨時用款 1,000 1,000 

總預算 18,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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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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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高為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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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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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明年尚無任何短期宣教的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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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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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入此宣教的行列。明年

教會支持長期宣教的預算為$1,300。明年教會將組織並開

展南岸的小城宣教事工，由林國富傳道及谷祝娜姐妹負責

籌劃。教會將編列$1,000 的預算支。長期宣教預算合計

為$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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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8. 臨時用款： 

此款項為不備之需，或其他補助之使用。明年宣教年會的

預算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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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宣教年會講員簡介 
 

劉得貴牧師是一位國際工人，出任加拿大宣道總會的

環球跨文化事工主任，他也參與《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

程、福臨萬家和加拿大國際學生事工等事奉。從 2003 年

至 2014 年，劉牧師和劉師母被差派去絲綢之路的一個創

啓地區，植堂和建立教會。他們曾經是宣教工場的主任，

見證了數千位華人散聚民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劉牧師原是一位土木工程師，在 1997 年奉獻全職服

侍神。他持有道學碩士和哲學博士等學位。 

神賜一女一子和六位孫兒給劉牧師和劉師母。他們的

宣教熱忱是藉著動員教會來參與開荒宣教，將福音傳給世

界各地最少聽聞福音的群體和散聚民來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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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年會特別專題講座聚會 

2018 年 11 月 3 日晚上 7:30 

歡迎/禱告                                                      主席 

唱詩  【一粒麥子】                            會眾 

【我願為祢去】 

【今生跟隨主耶穌】 

讀經 《馬太福音》廿八章 18-20 節              會眾 

講員介紹                                                        甘牧師 

講題                     【作主門徒】                  劉得貴牧師 

報告                                                吳牧師 

彼此問安 

 

 

主席：陶偉基         

  翻譯：羅笳鳴 

領詩：沈玨羽       

司琴：樊朱瑩儀 

招待：卜甜情/陶董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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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一 

 

【一粒麥子】 

一粒麥子 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不論過了多少時候 它仍舊是它自己 

它若願意 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 

就必結出許多子粒 經歷生命的奇蹟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讓自己像種子落在地裡 

失喪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 

在我身上成就祢旨意 

「呼召如此崇高 種子何等渺小 

定睛標竿直跑 必見神的榮耀」(4X)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讓自己像種子落在地裡 

失喪生命必反得生命 

主 我願意 主 我願意 

放下自以為應得的權利 

在我身上成就祢旨意 

一粒麥子 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 

不論過了多少時候 

它仍舊是它自己 

它若願意 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 

就必結出許多子粒 

經歷生命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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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二 

 

【我願為你去】 

用聖靈與火為我施洗，讓我充滿天上的能力， 

讓聖火燒盡邪情和私慾，因為我願意為你去， 

成為我的異象，榮耀救主，讓萬國的榮華盡都失色， 

賜我勇敢的心一無畏懼，因為我願為你去， 

釘痕手引我前行，我只願合你心意， 

看萬事為損失，受苦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神聖的愛，融化我，神聖的火，熬煉我， 

神聖的使命，佔有我，神聖的靈，引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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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三 

 

【今生跟隨主耶穌】 

當我認識祢，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給了祢； 

當我信仰祢，那一刻起，我就是祢的兒女。 

當我徘徊在，痛苦的邊緣，是祢伸出祢的手； 

當幸福來敲門的時候，我知道那是祢的恩典。 

祢的恩典充滿世界每個角落， 

讓人平安，讓人有喜樂； 

今生跟隨主耶穌，祢是我的主， 

祢用寶血洗淨了我們。 

生命中如果沒有祢的指引， 

世間繁華將沖淡我心。今生跟隨主耶穌，祢是我的主， 

願背十字架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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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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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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28: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