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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恩霖回應三個新挑戰
― 有關大家的事 鄭貽富博士

    筆者在恩霖事奉，轉眼滿了十
年。過去十年中，親自見證恩霖
的角色與時並進，隨著需要而做
出必須的調整：從作光碟媒體，
記錄華人名牧簡單生平，舉辦特
別講座或開課，從事賑災…到成
為平台，跟進天國事工之進展。
最近恩霖面對三種新挑戰，筆者
甚感主要我們參與。簡述如下：
     (一)  熟悉聖經及背金句運動
    相信各位都有注意到：每年在
加拿大電視台，均有報導全國性
之“拼英文難字比賽”(Spelling 
Bee)。頓時想起，現在信徒們對
聖經內容熟不熟悉，為加強這方
面的事工，恩霖欲發動「背聖經
金句運動」，先由地區開始，進
一步全城性，甚至能夠發展到全
國性，分等級 (小學，中學，中
文班) 的比賽，讓它成為好像電
視“拼字比賽”的一種運動。

    大家深
知萬事起
頭難，身
為從事天
國事工人
員，看見
異象而不
回應，理
當覺得「
更難」。
希望大家

對恩霖這項新的事工有所共鳴。
在籌備推動這項聖工期間，特請
我們同工羅碧霞傳道作聯絡負責
人。(647-960-9933)

    (二)追求者/事奉者團契
    這幾年看見令人興奮的事―越
來越多信徒屬靈心胸擴大，能超
越教會四面的牆，甚至宗派，同
心為天國的事為念。我們更多看
見不同教會弟兄姐妹，一同參加
某個信仰純正的查經班或團契。
因此不單看見主內肢體很好交通
和互勉，也可以彼此促進靈命的
成長。這是何等美好的現象！教
會的教牧同工沒有顧慮和擔心「
偷羊」或「逃羊」。
    回顧過去，發現神對恩霖格外
眷顧：全時間及伙伴同工中，有
神學院教授，有資深宣教士，有
專業醫務人員，有全時間牧會傳
道人，有專業社工…頓時想起，
何不開始一個“熱心愛主”或“
熱誠神工的成熟基督徒團契”。
參加者可從中學到聖經或神學難
題解答，知道不同的短宣機會，
幫助有急需義工的機構…。
    鑒於以上的挑戰，恩霖正在著
手預備一個月一次的特別團契，
暫定於星期六上午舉行，中午一
起用餐，繼續聯誼。希望今年下
半年開始，屆時會發信給眾教會
或在本通訊「宣佈」，敬請讀者
們留意，並幫助散傳這好消息。
進一步的諮詢，請與邱樹華牧師
聯絡 (647-618-6980)。
    (三)  小型華人教會“贊助團”
    神很祝福多倫多的華人教會：
有好幾間「超級」教會 (Mega 
Church) ，主日聚會人數超過一
千人，也有不少大教會，聚會人

數在五百人以上，多數可能算是
中級，聚會人數在二百至五百人
之間，不少是屬於中下級，聚會
人數在一百至二百人之間 (註：
以上是筆者方便的分級方法)。
筆者也到訪過幾十人，甚至十幾
人之小教會，也許有人把它叫作
“掙扎中”的教會。
    讀者可能會疑問：這種掙扎中
的教會，為何要堅持開辦？難生
存，就關閉不是乾脆一點？但當
你多深入瞭解情況，你會發現，
有的是神給他們特別勇氣與負擔
來開拓這樣的教會。例如：特為
講柬語，
越南話，
印尼話…
這些群體
而開設的
教會。
    筆者思
想：為什
麼在恩霖
同工中有
會講閩南
話，潮州話，印尼語，越南語，
甚至日本話。難道這是偶然的事
嗎？為什麼不組織一個“贊助團
”，除了恩霖本身，動員多倫多
豐富的屬靈“資源”― 不少“
年青力壯”的退休牧師傳道，大
家退而不休，“換輪胎再前驅
”(Re-tired) ，共同為天國多走一
里路。
    我們特請陳榮基牧師作本事工
之聯絡人。(647-406-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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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二月恩霖的祈禱會上，鄭博士提出成立
小型華人教會“贊助團”的構思，我深為認同。
後來想到如果我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提出一

些題目給大家作為參考，這樣大家容易有一個方
向著手。以下是一些講座題目﹕

1)石破天驚
    2014年6月，「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佔
領了摩蘇爾城(Mosul)。在7月，摩蘇爾城
外傳來的爆炸聲震撼了全球，一座有六百
多年歷史的清真寺應聲倒地，煙飛灰滅。
「伊斯蘭國」又將所有基督徒逐出摩蘇爾
城。正當基督徒遭受滅音，石頭卻呼喊起
來，穿越三千年的歷史迴廊響亮傳來……

2)上帝的慈愛與公義
    透過對約拿書和那鴻書的閱讀，增進了
我們對上帝的慈愛與公義的認識，進而强
化我們對上帝的信心，並落實在日常生活
當中。

3)你心如我心，搭建愛的橋樑
    人戀愛的時候會使盡渾身解數，做一些
平時不會做的事來討對方的歡心。可是，
往往一旦結了婚，就將這愛的舞蹈忘得一
干二凈，以至許多人認為婚姻是愛情的墳
墓。
    今天，讓我們來學習如何讓愛情不進入
墳墓，卻能情意綿綿，天長地久無盡期。

4)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
    最近刊載在美國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
十年內，美國年輕人患嚴重精神疾病，諸
如﹕憂鬱症，焦慮症等，顯著上昇。後現
代社會快速變化，前景有更多不明朗的因
素，擁擠的空間而疏離的人係關係，在在
成為精神疾病的誘因。
    讓我們來學習何為心理健康，以及認識
和預防精神疾病。

余滿華﹕天道大學 / 神學院神學碩士。
        多年任職精神科社工。
語言能力﹕國語、粵語

《千里烽火萬里情》--- 余滿華著
陳秀雲和張偉國的生命傳奇故事
兩個平凡的小人物，不平凡的經歷
有血有淚，有情有義
他們相互扶持，相濡以沬
走過戰亂、創傷後壓力症
貧窮、工傷，種種困頓與挫折
在人生死蔭幽谷的彎曲蜿蜒處
她與他遇見了耶穌 
譜寫下一闕愛情新歌

（編者按: 本機構支持“天父花園聖經教會"於6月28日
至30日，邀請金京來博士教導希伯來文及主領培靈會。
請教牧同工、神學生，及信徒們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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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達黎加上課及事奉簡報
   感謝神使我再次有機會到哥斯
達黎加事奉。在這個美麗及天氣
舒適的地方事奉是一個恩典，雖
然來過幾次，但每次到來都是新
鮮的，哥斯達黎加對我及學院是
有深厚的感情及很多的回憶：
   除巴拿馬本地的學生之外，中
南美洲的國家到本院讀神學的學
生，哥斯達黎加最多，共有十多
位，但被神先接去的也是哥斯加
最多，因此到他們當中事奉有一
個很特別的感觸：
   張春蘭同學，因為意外受傷需
要停學，雖然還繼續留在哥國生
活，只可以藉禱告事奉，最後被
神接去。
   林景裕牧師帶太太到巴拿馬讀
書，也在期間生了一個女兒，畢
業後有美好的事奉，被多位牧者
然定之後，按立成為牧師，但過
了不多久，因癌症的原因被主接
去。留下林呂可溫師母及兩個女
兒，今次見到兩個女兒，大女兒
又很快就要入大學。
   張維廉及張楬惠桑同學在學院
其間到巴拿馬箇朗基督教華人教
會實習，有美好的事奉，留下好
印象給箇朗教會的長執及弟兄姊
妹，畢業後回到哥斯達黎加華人
浸信會事奉，教會的代表曾聯絡
學院提出要按立張傳道為牧師的
事，但因張傳道考慮到若按立之
後，立刻要帶太太到台灣醫病，
覺得不合適就決定暫不被按立。
張傳道2014年最後的電郵是說計
劃在2015反學院在深造，但後來
因事故未能來，最後2016中收到
的消息張傳道己經被主接去。 
   這些先被主接去的校友，雖然
已經不在，但他們在世的事奉，
提醒我們有一日也會好像他們要
見主面，那時世上所作的事，有
多少是可以獻給我們的主？有多
少是神所悅納的呢？只希望今日
的信徒可以好好把握機會壯備自

己，忠心事奉主。
   今次課程是新約概論，時間不
足夠，但希望所教授的可幫助學
生將來自己研究聖經，今次共有
二十四位教牧，長執及弟兄姊妹
上課，他們專心及好學的精神，
使作講師的很得鼓勵，他們的接
待及尊重，使作老師的更想多到
他們當中，求神堅立所做的工。
   今次開心的也是我到哥國的另
一個目的，就是探訪在哥國的校
友，同他們有深談，了解他們的
事奉，當中有兩位是2018年12月
畢業的，就是吳樹文傳道及洪濱
同學，他們雖然在學院剛上了多
年的課程，但這給信徒的課程，
他們還是一堂都沒有決席。今次
教會安排我到吳樹文傳道住宿，
得到夫婦的厚待，深入的了解他
們的生活及事奉，也見到神賜福
這個家庭，也為太太及兒女對傳
道的支持感謝神。 
   洪濱同學事奉有進步，得知每
日同在中國的兩個兒女通話關心
感恩，大女今次正是在準備考律
師牌，寫文章時已經正式考上，
感謝神，求神使洪濱早日將生意
賣出，也使太太陳荊早日到巴拿
馬讀神學，將來夫婦同心事奉。
   今次雖然沒有機會見到胡鵬九

牧師，他在台灣檢查身體，但有
機會同胡師母及他們以前的同工
楊弟兄夫婦一起共享晚膳，除了
有色香味齊全的豐富晚膳，更重
要的是在當中有坦誠的相交，願
神親自成就師母對神的願望，為
她開路。
   薛亮明牧師畢業之後就回到自
己的教會謙卑事奉，神使他的事
奉帶來教會有一間令人羡慕的教
堂，星期日在他們當中講道的時
候也見到教會人數增長。上課的
時候見到肢體的質素，為學院有
這樣的學生覺得驕傲。見到神使
用學院的學生，心得安慰！
   到哥國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找
學生，有機會約見當地的傳道林
光輝傳道及師母張夏妹傳道，我
們都感受要收的莊稼多，但作工
的人少，他們一直希望教會有人
出來全時間事主，但因種種原因
未能踏出這一步，求神在我們當
中興起祂要使用的人，也有機會
與支持學院的尹承先弟兄夫婦享
用晚飯，一 起分享神國的事，
希望神的工作可以興旺，他們熱
心事主，現在也是在事奉上尋求
神的心意，計劃將來如何更有效
的參予事奉，求神帶領及繼續使
用他們。

吳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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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短宣
    主要是到泰北
的晨光中學教英
文及舉辦英文營
會。
    活動包括英文
課程、教英語發
音、唱歌、玩遊
戲、手工等等。
    時間：6月 24
或 25日起程先到
香港，26日到泰
國。
    令會由7月1日
到12日。大概7
月15日回程到加
拿大。
    費用：約為加
幣 $2500。
    晨光中學是一
對香港宣教士夫
婦花了三十多年
的時間所創立。
藉着教育年青的
一代 ，在一個以
佛教為主流的國
家中分享耶穌的
愛。
    有意參加英文
營會者，請接洽
恩霖辦事處: 
9054891979  或可
致電: 6478804850
何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