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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開 “ 秘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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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的日子，發現筆者的確少
講恩霖中華之運作及其需要，難怪有
些人對恩霖感到陌生。本期正對這需
要，把鮮為人知的“秘密”揭開，對
關心者清楚交代。　　　　　　　　

　�����　恩霖係由區應毓博士
於2004年創立。區博士根據多年在
中國大陸培訓工作經驗，覺得有需要
創立本機構，以便推展福音與文化，
以及社會關懷的事工。　　　　　　

　 筆者認為神賜給開創同工們上頭
的 智 慧 ， 作 出 二 個 美 好 的 決 定 ：
(一) 以「恩霖中華國際協會」(英文
Grace to Chinese Internat ional ) 
命名這新成立的機構。當時若取名為
“恩霖中國...”(Grace to China...)，
事工的推展，會多有不便之處，因
為“中華”這名稱很中和，而“中
國”易誤作政治性。(二) 向加拿大政
府登記時，把本機構的事工範圍廣大
到“包羅萬象”:培訓事工、社會服
務、媒體出版。在這樣有利的名堂
下，本機構幾乎可以合法地推行任何
事工！　　　　　　　　　　　　　

　 �����　 據筆者所悉，恩霖
開創初期，主要展開在大陸的事工，

作法特地低調。後來想改為出版為
主，計劃翻譯Charles Swindle精彩之
整套查經資料，特別聘請李榮亮弟
兄，受薪全職負責。料想不到，英文
著作作者忘記，他之前已把版權交給
別的出版社，這計劃因而作罷論。　

　 2009年中筆者要接手作會長之
際，恩霖董事們議決把本機構之運作
改成類似差傳機構。每位同工，包括
會長，必須自行籌款，以供自己的生
活需要。筆者後來發現，根據機構發
展的形式與需要，把同工分成兩種：
(一) 全時間同工，事先自籌董事會
規定生活薪金之半數，始可上任。
本機構有安排辦公室，每週上班至少
三日，有指定負責事工的崗位。目前
有 兩 位 — — 筆 者 及 陳 榮 基 牧 師 。
(二) 伙伴同工，或稱作合作同工。參
加者可說都已有自己的工作或事奉崗
位，但為了推動某些特別事工加入恩
霖，由恩霖提供協助及簽發可在加拿
大扣稅之收據。如此作，實有事半功
倍的好處。到目前為止，合作同工共
有14位。　　　　　　　　　　　　

（註：所有同工名單已列在本刊第四
頁最下面部分。）　　　　　　　　

　�����　恩霖自成立以來，都
有作所列出三大類事工。例如：(一) 
在多倫多或大陸都舉辦過培訓課程；
(二) 在大陸賑災工作，提供給貧困大
學生助學金，舉辦學生英文營等服務
性事工；(三) 書籍方面，出版了區應
毓博士等編著《教育理念與基督教教
育觀》，馮思聰著《安息日——天人
合一的始與終》等。在媒體方面，也
製作了一些華人牧者的見証實錄，諸
如福音傳遍天下——麥希真牧師；無
名的傳道者——邊雲波弟兄......等。
自筆者負責恩霖開始，有出版恩霖通
訊 (季刊)，方便與關心本機構之弟兄
姐妹溝通。　　　　　　　　　　　

　 除此之外，恩霖也積極扮演一道
“橋”或提供平台角色，以促進不同
聖工的發展。例如，多年來與巴拿馬
之“中南美洲聖經學院”有合作協議
(Joint Venture Ministry)；曾在多倫多
合辦過好幾門特別適合傳道人及神學
生的課程，諸如：“聖經亞蘭文”，
“聖經希伯來文五天通”......等。另
外今年有協助分享大陸“留守兒童”
事工的異象等。　　　　　　　　　

　 身為非牟利兼慈善 (charity) 福音
機構，恩霖租用一個單位作辦公室，
也聘請一位兼職之辦公室秘書，由她
負責處理各樣聖工的檔案，扣稅收據
存根，每年向政府作必須之呈報工
作......等。恩霖辦公室及基本事工之
運作費雖然減到最低限度，今年約需
八萬加元，但到今年十月底為止，仍
有$24,000加元之赤字。（詳情請參
本期第四頁）特此呼籲讀者們慷慨獻
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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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在基督裡為我全家的禱告
及在各方面的支持與關懷。　　　　

　離開加拿大已近一年的時間。這一
年來，不論是家庭的安頓，孩子順利
地就學，配搭中國各地的宣教事奉，
以及開始了在台灣成立新的教會。回
首，心中充滿感謝與感動，是因為你
們在後方的禱告與支持，讓我們不覺
得孤單難行，反而常經歷主恩的豐
富，在我們每一個不能與不足的事
上，為我們預備與開路，讓我們真實
地經歷祂是信實，祂是時刻與我們同
在同行，因為祂是差傳與宣教的主。

　除了事奉的恩典，祂也保守我們身
體的健康，雖然中國各地天氣多變，
有時高溫，有時寒冷，甚至空氣品質
經常亮紅燈，及經常奔波及面對長途
旅行，身體的疲累，但每次的出入，
都蒙神保守，健康地完成每次的事奉
行動。　　　　　　　　　　　　　

　在中國的宣教事上，我們參與了更

多培植傳道人及教會領袖的事奉，也

看見神漸漸為我走出宣教的模式，不

再只是福音的前線，而是裝備及訓練

領袖，使福音可以在中國紮根。特別

這些年宗教政策的變化很大，我們希

望能以長期事奉為導向，並以安全穩

妥的路線為我們的訴求，也請大家繼

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帶領我們去到

祂要我們去的地方。2016年，我們

收到幾個省份的邀約，主要是全省範

圍或地區範圍的牧者培訓，具體時間

和課程還在落實當中。　　　　　　

　另一個特別的事奉，原本不在我們

的預期，就是台灣成立新的教會。因

為幾次參與中國宣教，其他在台灣停

留的時間，上帝也感動我們，看到台

灣的需要，因為台灣信主的比例，比

中國更低，雖然他們比中國更早領受

福音，但在自由的環境下，對福音卻
顯得較冷漠與淡薄。幾次的禱告後，
上帝的催逼及奇妙的預備，教會已漸
趨成形，約莫40多人穩定的聚會，
這些弟兄姐妹，也都懷著對中國教會
的負擔，盼望將來有機會成為一個宣
教的團隊到中國宣教，成為我們第二
個後方的支持。　　　　　　　　　

　 一年時間很快，雖然我們面對離
別，但在基督裡的愛，讓我們繼續以
禱告，牽繫著我們在基督裡的關懷。
透過代禱，看見上帝對你們的帶領，
更看見許多弟兄姐妹的靈裡的成長，
都為你們感謝神。請繼續為我們代
禱，同時我們也衷心地為您們禱告，
願您們在基督的愛的根基，信心與愛
心長大，及在上帝面無虧的良心都一
齊增長。　　　　　　　　　　　　

合作同工最近動態及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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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的保守和恩待！我不覺己經
來了咸陽17個月了。自從2014年10
月9日全面接管咸陽兒童之家後，有
38位兒童在10月17日入住。換句話
說，在一個星期之間，員工要全面清
潔及最後配置設備，全院仿如戰場！
總之憑著神的恩典，我們終於安頓下
來了，一位小朋友臨時退出，因祖母
不能沒有孫輩協助而單獨居住，所以
最後決定不來了！另外一位小朋友的
婆婆病危，所以家人堅決要等到辦完
喪事，下學期才讓他來。這樣本學期
最後人數是38位，下學期可能會加
多4至6位。這要等到全面家訪後決
定。　　　　　　　　　　　　　　

　咸陽兒童之家是咸陽一帶13個鄉村
貧苦孤兒的樂園。在60多位申請者
中，第一年我們接受了40位，個別分
配到仁愛、良善、和平、喜樂等四間
院舍當中。　　　　　　　　　　　

　撒但的攻勢凌厲，半數以上院童都
曾生病，而四位舍監中兩位兩個月後
便辭職了。但神仍掌管，過去一年院

童都痊癒而且健康成長。面對人力短
缺的問題，從美國來了好幾位義工填
補了不同職位。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
難題，諸如偷竊、尿床、說謊、憂
鬱、好動等。其實我們也別無解救妙
法，只有每次跪下用膝蓋懇切禱告，
神也垂聽世界各地的代求！除了內部
行政管理的層面，我還要接觸外部和
政府官員，過去一年，從申請慈善機
構的資格，到為院童買內衣褲，我都
有很多的學習，相當費勁，但很有趣
和有益。我也在晚上和週末，在院童
做完功課後，替他們補習英文和教他
們彈鋼琴。　　　　　　　　　　　

　今年5、6月我們做了收容甄選的家
訪，又有60多位申請人，最後我們
接受24位，這樣這學年便共有60人
了。感謝神的保守，今年新入住院童
的健康沒有大問題。我們又請多了兩
位舍監，增加了兩間院舍，就是信實
和恩慈，而在過渡期間，新舊院童都
彼此接納。雖然還是要面對上述種種
困難，但因為已經歷過在極大患難中
神的同在，我們便透過信靠順服，和
院童一起操練成長！　　　　　　　

　 過去一年我接待了超過20隊短宣
隊，最短的幾天，最長的3個月，神
差派他們帶喜樂和愛給院童，也給我
帶來幫忙，榮耀歸於天父！　　　　

　請為我禱告，就是一直以來我都想
輔導各個院童和各位同工，求神施
恩，讓我在2016年可以撥冗進行。
我深信以馬內利的神必親自成就這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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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主任專欄

陳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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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上兩期提到今日華人教會
宣教士應積極檢視、整理及繼承古今
中外六大屬靈及宣教傳統，首先介紹
了靜觀(充滿禱告) 和聖潔(充滿美德) 
兩大傳統。今期繼續介紹第三及第四
個傳統：靈恩(充滿靈力) 及社會公義
(滿有憐憫) 兩大傳統。　　　　　　
III. 靈恩傳統---發掘充滿靈力的生命
　「乃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
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
主。」(弗5:18下-19)　 　 　 　 　 　

A. 輪廓及強項　　　　　　　　　　
聖潔傳統側重基督徒的「所是」的能
力，靈恩傳統則強調「所為」的能
力。聖靈按己意賜下屬靈的恩賜給各
信徒，來領導教會、彰顯神的同在，
及建立群體生活。屬天無私的愛應在
任何屬靈恩賜的運作上佔中心位置。
基督徒既互為肢體，便應在運用靈恩
上，承擔責任、接納限制、尊敬他
人，在多元中維持合一，以建立教會
生活。　　　　　　　　　　　　　
靈恩傳統提醒我們不要試圖將聖靈建
制化，反而要敏感於祂的帶領，挑戰
我們要在靈性上成長和發展，結出聖
靈的果子，在豐盛生命中，滿有恩賜
和能力去見證和事奉。 　　　　　　

B.  聖經中代表之人物　　　　　　
使徒保羅在福音的理性、客觀理解與
聖靈充滿、主觀靈恩之間，達致令人
驚訝的平衡。他承認他說方言比別人
都多，但同時又說若沒有愛則一切枉
然。他既留下嚴謹神學推論的羅馬
書，又寫下細緻運用屬靈恩賜的哥林
多前書。在宣教旅程中，他的宣講和
教導與神蹟性的彰顯並行不悖，相輔
相成。例如在塞浦路斯的靈力對峙、
在腓立比的趕鬼、在以弗所的神蹟奇
事等等，保羅深懂如何運用屬靈的權
柄，也曉得神的作為乃是聖靈的作
為。 　　　　　　　　　　　　　　

C. 宣教歷史中的代表　　　　　　　
亞西西的方濟各(或法蘭西斯) (1181
-1226 )是靈恩傳統中的軸心人物。

他聽到基督呼召他去重建祂的教會，
便空乏其身出去，成立了托缽修會，
生平充滿很多神蹟、醫治、奇事、異
象等，晚年在窩那山領受了「基督的
聖痕」，也因此全然轉化為被釘基督
的樣式，這不是指肉身的殉道，而是
指在靈魂裏燃燒著的愛。方濟各認為
真正的快樂，是當人能以己身認同基
督的受苦、被虐待和被拒絕。　 　 　

D. 對宣教士的提醒　　　　　　　　
1. 屬靈更新的運動---在普世宣教工
場上，第三波運動帶來權能醫治、權
能佈道、崇拜更新等積極復興。尤其
在亞非拉等地風起雲湧，佈道植堂進
展迅速，影響甚大。　　　　　　　
2. 運用靈恩的平衡---在福音派的圈子
裡，靈恩派有爭議性。很多西差會及
華人差會，為保持合一，均表明立場
及制定方針，對屬下的宣教士在公開
場合說方言和辦聚會有所限制。　 　

IV. 社會公義傳統---發掘滿有憐憫的
　　生命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
河滔滔！」(摩5:24)　 　 　 　 　 　 　

A. 輪廓及強項　　　　　　　　　　
社會公義傳統，就是一份為眾人的公
義和憐憫而獻身的生命。透過它，神
在我們裡面培育出一份自發愛鄰的憐
恤，及在世界層面建立公平和正義。
神呼召我們進入社會公義的生命，是
全 方 位 的 ， 包 括 了 個 人 、 社 群 和 建
制。　　　　　　　　　　　　　　
社會公義傳統恆切地呼喚我們支持社
會的正確秩序，這使我們的信仰不致
流為空談。並且防止個人道德和社會
道德兩者分割。社會公義為基督信仰
愛的言語帶來切入面和勁力，為愛鄰
舍的緣故，去正視及改正那已滲透建
制及政策中的結構性暴虐。　　　　

B.  聖經中代表之人物　 　 　 　 　 　
阿摩司的事蹟乃是社會公義傳統、滿
有憐憫的生命，向人發出至高挑戰的
具體刻畫。他是被擄前期先知中的第

一人，堅定不移地聲稱，在與神同行
的生命中，只有獻祭、禮儀、贖罪和
其他外在宗教活動是不足夠的。他堅
持社會公義，就是在社會層面上的公
義，是討神喜悅的生命所不可或缺
的。　　　　　　　　　　　　　　

C. 近代歷史中的人物　　　　　　　
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 ) 是英
國的慈善家及廢奴主義者，曾任國會
下議院議員達45年。他在1785年重
生得救，成為聖公會福音派信徒，其
後結交了一班反對奴隸貿易運動的成
員，他曾經蒙召要出來做牧師，但在
這些廢奴人士的勸說下，威氏承擔使
命，成為英國廢奴運動的主要領袖，
領導國會內的廢奴行動，對抗大英帝
國 的 奴 隸 貿 易 ， 親 自 見 證1 8 0 7年
《廢除奴隸貿易法案》的通過。晚年
仍孜孜不倦為完全徹底廢奴而奔走，
終於在1833年國會通過《廢除奴隸
制度法案》的三天後辭世。　　　　

D. 對宣教士的提醒　　　　　　　　
1. 聖潔傳統與社會公義---聖潔傳統
的核心要點是愛，這愛和現實生活的
交匯點就是社會公義。故此清末民初
的西教士均參與禁煙、反纏足、反納
妾，反蓄婢、辦禁煙館、女嬰院、女
子學校等，都是優美傳統。　　　　
2. 福音傳統與社會公義---華人教會
繼承敬虔主義和清教徒運動的優良屬
靈觀影響，但同時也產生一個負面的
聖俗二分的觀念，從社會大撤退，將
社會及人群任由魔鬼為所欲為，實在
可悲可歎。亟應亡羊補牢，取得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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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489-1979  
grace2chinese@gmail.com

Fax:      905-489-1984   

Web:     gracetochinese.org

����

(一)

(二)

(三)

(四)

(五)

本機構將於2016年與中南美洲聖經
學院聯合舉辦“現代希伯來文會話
班”為期五日（共30小時）在多倫多
舉行，詳情容後再告。　　　　　　

感謝主，今年創辦董事區應毓博士應
邀成為本會顧問；徐朱慧齡博士應邀
成為董事；李志雲弟兄加入成為合作
同工。　　　　　　　　　　　　　

邱樹華牧師在加拿大牧會，多年來對
越南事工有負擔，今年決定加入本會
成為合作同工。今後可以和何一帆傳
道發展在越南的事工。　　　　　　

本會運作經費出現大筆赤字，敬請支
持。獻捐50加元或以上者可獲扣稅收
據。支票抬頭請寫payable to GTC。

感謝主，帶領黎曾愛華到恩霖負責辦
公室秘書約有三年之久。今年五月初
蒙神開路，應邀到自己母會全時間事

奉，辭掉恩霖秘書工作，但仍保留合
作同工的崗位。　　　　　　　　　

在神奇妙的安排下，即刻聘得郭羅寶
瓊接替，使恩霖的工作能如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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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ion for Year 2015 (up to Oct. 31, 2015)

GTC Donation received - General Fund 8,626.00$
$
$
$

$

$

$

$

$

$

$

$

6.685.04
17,271.00

1,500.00

34,082.04

Administration Fees from Associated Members
English Camp

Administration Fees from ABS-C&SA

Actual Expenses as of October 31, 2015

Total

Budget Actual

I  同工薪津

II  運作及事工費

2015年到10月31日支出

a) 會長、全職及合作同工們自籌薪津
b) 秘書半職薪津

a) 辦公室租金、水電、電話、網站費

c) 本國及國外培訓事工 (including English Camp)

b) 文具、傢俱和影印維修

d) 文字工作：通訊印刷及郵費

赤字

Not Included
22,800.00

Not Included
15,359.18

1,198.81

16,181.25

58,315.56

24,233.52

21,050.69

4,525.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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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需要幫忙的福音工場

　福音傳到越南華人中是上世紀20年
代，到70年代已經有8間教會，1975
年以後，因環境的改變，很多教牧同
工的離開，工作只能維持，到2005
年因有了新的牧者教會又重新發展。
現有9間教會。　　　　　　　　　　

　胡志明市大約有80萬華人人口，生
活在10公里圓周的地區裡，密度很
高，青少年特別多，大多是生活困難
的勞動階層。要教會外展去接觸他們
必須要借助海外華人教會的幫忙。筆
者在越南生長/獻身/侍奉至1988年才
移居加拿大。2005年起每年用一個
用的時間回去幫助探訪教會。　　　

　這裡還算是一個開荒的福音工場，
要收的莊稼多但作工的人少，向青少

年傳福音的機會很多，教會的會址又
在非常理想的地方，可以幫忙的人手
也有，只是很缺乏計劃/資源/組織/領
導/適合的門徒培訓。　 　 　 　 　 　

　現在不同程度的英文學習營，免費
的中文班是很受歡迎的外展工作，
80萬的華人是我們的目標，有很多
從來都沒有進入過教會的門，也從來
都沒有聽過福音，不過要接觸他們必
須要有福音預工。　　　　　　　　

　多謝你關心這個很有需要的工場。
要聯絡我們可以用電郵：　　　　　
A n d r e w y a u 3 0 6 @ h o t m a i l . c o m
（筆者現居多倫多，是東約宣道會的
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