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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鄭貽富博士

愛基金留守兒童事工

    從聖經中我們學習到，神在
歷世歷代興起不同的人，為祂
作美好的工作。他們並非個個
都「知名人士」，諸如滿有智
慧的摩西或保羅；也未必是世
上有錢，有勢或有地位的人，
例如是大衛或所羅門。我們會
驚訝，連鮮為人注目的撒拉，
喇合，巴拉，耶弗他…都被列
在“信心的偉人”名列之中 (參
來第11章)。接著，要我們「留
心他們為人的結局」(來13:7) 。

    最近，大家獲悉，眾人所敬
愛，神所喜悅的忠僕先後被主
接回天家。例如麥希真牧師於
今年1月26日在香港蒙主寵召；
3月10 日梁得人牧師在紐約安息
主懷。這些人都是值得我追思
的基督工人之良範。在此，筆
者卻要提說，與筆者多年在屬
靈戰場上，並肩作戰的伙伴―
曾湛光牧師。

    與曾牧師前後廿多年的接觸
中， 他給我留下三個深刻的印
象：
1. 辦事有效的曾弟兄
    1997年筆者由美國搬到加拿
大之多倫多，接任北美建道中
心主任一職，在加拿大許多大
城市推廣延伸課程。有一年某
周在卡加里開課，約有廿位學
員參加，曾湛光弟兄 (註:當時
他未按牧) 也在其中。

    有一天，上課要到下午才結
束，筆者不是本地人，對學員
們中午之午餐，便成為一個大
問題。誰知這時曾弟兄毛遂自
薦：“大家放心，午餐簡單一
點，吃三文治 (sandwich)，有幾
個選擇，每人多少錢，幾點鐘
要吃，我事先訂購，我早十五
分鐘去領取就行”。頓時讓我
覺得，這個弟兄很爽快，辦事
很有效率的弟兄！

2. 不必睡覺的曾老板
    曾弟兄不單有渴慕神話語的
追求，也熱心參與神的工作，
甚至考慮漸漸進入全時間事奉
的行列。於是他去神學院報讀
他的碩士學位課程，主修領導
學。而當時他是擁有七間Arbys
餐廳生意的老板。每間之經理
每年有三週之假期，七間共廿
一週，結果都是曾老板自己去 
“頂替” 工作。據悉，那時曾
弟兄開始每年多次帶短宣隊到
巴拿馬及其他國家，每次至少
要一週時間。
    上述各樣事情，一年內樣樣
辦妥。不錯，曾弟兄辦事很迅
速。但，樣樣都需要時間，每
人一天也只有24小時。無論如
何，他必定要減少睡眠或常要
不睡來爭取時間 “趕工”。

3. 胸懷普世的曾牧師
    學成的曾弟兄，決心全時間

事奉，成為曾傳道。他與曾師
母搬到中美洲之巴拿馬。參與
牧養教會，後來又接受按牧。
    神給曾牧師重大的托付：眼
看見巴拿馬青少年事工的重要
性，便開始青少年英文營。曾
牧師對傳福音及栽培基督工人
事工有負擔。筆者邀請曾牧師
在我們聖經學院教課，也幫忙
推廣學院工作。感謝主，他也
慨允學院院董之邀請，擔任“
拓展副院長”之要職。
    曾牧師不單關心中南美洲華
人的屬靈需要，北美華人信徒
需要加強他們宣教熱忱，他樂
意負起每兩三年一次，華人宣
道會全加拿大宣教大會的推廣
與安排。
    當筆者回應美國開荒聯及加
拿大華福會對外蒙古福音事工
的挑戰時，曾牧師也認同 “外
蒙古人”也需要福音。曾牧師
也積極鼓勵更多華人信徒，參
與跨文化和種族的福音工作。
曾牧師不愧是一位胸懷普世的
好同工！

    曾湛光牧師已於2020年3 月11
日安息主懷。曾師母於今年3 月
13日在卡加里舉行 “曾牧師安
息主懷一週年之追思會” 。願
神興起更多的 “曾湛光”，一
起為擴展神國度而努力！
(註：本文要點，曾於追思會非
常簡要分享)

懷念靈戰伙伴―曾湛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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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桂豪牧師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堂前主任牧師)

    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四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
參與越南宣教事工。過去27年
在多倫多牧會生涯中我曾五次
去越南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然而從2017年起我們夫婦
委身在越南的宣教事工。從
2017年至2019年我在河內神學
院任教，除了在神學院教學外
，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教

會華人團契並協助越南福音事
工。
    2020年至今我們夫婦因疫情
不能去越南宣教。但仍然關心
及為越南宣教事工代禱。去年
有些將近畢業的神學生因貧窮
而仍欠神學院的學費，他們因
憂慮而與我分享並請我代禱，
因此我與多倫多一些弟兄姊妹
分享這件事。感謝神！這些弟

兄姊妹有感動而捐助，我終於
籌足助學金寄給河內神學院，
幫助二十位貧窮神學生還他們
所欠的學費，讓他們可以安心
完成神學課程而畢業。
    去年在疫情期間我禱告求神
帶領我的事奉之路，於是神另
外為我開了一扇門，於2020年
五月我應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

2020各按其時成美好 羅碧霞傳道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Covid之日多煩憂；
    回望2020神大恩，確見主掌
管萬有；
    各按其時成美好，社區隔離
仍是得人失時；
    Zoom上團契主日學，更多分
享和學習；
    在新常態傳揚主，要將榮耀
全歸主!
    在Covid中的確有很多令人煩
憂的事情，我卻要分享神許多
按時的恩典!

醫治有時 
    二月一個星期二早上，腳突
然痛得不能行，檢驗報告說是
腰退化。那時像大難當前，甚
煩憂!擔心以後要用腳架走路。
吃了消炎藥未好轉，因Covid已
先開始而不能做物理治療。
    神透過資訊教導我用食療方
法：薑蔥蒜是可消炎，我雖不
吃蔥，為了身體，我用薑蔥蒜
炒蛋炒飯；噢! 原來很好味，也
簡單，我便每天都吃，又加上
每天步行運動。感謝主! 使用這
些來醫治，腳不痛了!

栽種有時
    在Covid中開始了Zoom的主日
學，參加門徒訓練的學員也增
多了，有一直跟隨學習的，看
見主恩手作工。更看見教學誠

然相長，門徒訓練要求背金句
的，我一向鼓勵自願去做；亦
有學員建議我用強制。按時強
制，有果效！感謝主! 學員開始
每週背金句。曾因網絡故障電
腦不能入Zoom的主日學，惟有
用電話來作教導，又要指示一
位同學來分享課堂的PPT，相當
複雜困難。
    感謝主! 最後順利完成那天的
課程。當中更學會很多Zoom 的
技巧。因弟兄姊妹熱心學習，
一季要教兩班主日學，善用節
省了的舟車時間，是很好的安
排。
    讚美主，有一位門訓學員接
受水禮，是新造的人!

拆毀有時
    透過同路人癌症關懷小組認
識林婆婆，患癌症已四年，一
直接受化療。2019年探訪給她
傳福音，她接受了主耶穌。教
導婆婆要除掉先人(她外婆)照片
前擺放的食物，要單單敬拜獨
一真神! 她起初不願意，因外婆
是她最愛的人，要求我讓她多
點時間，到明年(即2020年)才拆
除，我答應了! 在2020年疫症期
間，致電提醒婆婆。感謝主! 她
願意完全拆毀偶像。

保守有時
    因疫情婆婆要暫停化療，癌

指數驟升，醫生說沒有新藥可
轉換。婆婆怕生命不長，要求
接受水禮。看見神施恩，聖靈
引領婆婆有信心、愛主的心，
要歸入教會。感恩七月在幾位
小組員見證下，為婆婆施行水
禮! 之後醫院繼續給婆婆化療，
求主保守她的祈盼，可與兒孫
相聚，且可在教會作見證。

尋找有時
    社區隔離雖然不能探訪，仍
能以Zoom 和電話傳福音。主是
信實聽禱告的，切切呼求福音
的果子，主就開路，親自尋找
迷羊。
    有朋友來電，因患疾病，感
覺孤單無人關心，便給她安慰
鼓勵的話，也將主耶穌介紹給
她；主是最好的良友，隨時的
幫助，更是我們的救主邀請她
接受主成為救主，也是生命的
主宰。經多次鼓勵，她相信了
主! 也有新朋友因疫症中感覺孤
單，來參加團契，向她傳福音
相信了主! 
    在2020年因疫症不能出外宣
教，看見主的恩手不斷作工，
不斷尋找，將迷失的領回神的
家。
    喜蒙基督領前路，各按其時
成美好。
榮耀全屬主!!

我在疫境中的事奉

(SEND International of Canada)邀
請參與教導「烏克蘭教牧神學
培訓課程」，但因疫情我不能
去烏克蘭作神學培訓，故在網
上用Zoom視頻教學。
    感謝神！讓我在疫情中有機
會參與海外宣教事工，安坐家
中可以跨過地域國界，教導神

學，裝備神國人才。所謂教學
相長，自己也和學生們同蒙造
就，達到一石二鳥的果效而感
恩。
    在疫情中除了教學外，我偶
而有機會為各處不同的教會、
機構與團契在網上講道及教導
聖經，這全是神的厚恩。    
     回顧過去一年，由於爆發疫

情，我可以透過雲端視訊教導
，全新遠距培訓，實在是神的
奇妙恩典。我祈求神憐憫與施
恩，神慨然讓我在過去曾有三
年參與越南宣教事工，培育神
國人才，我期望神讓我明年能
重返越南參與當地宣教事工，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完成
主託付的使命。

（下接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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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頁）

    感謝神的帶領！神給我們夫
婦於四年前退休後有更多機會
參與越南宣教事工。過去27年
在多倫多牧會生涯中我曾五次
去越南探訪眾教會及作神學培
訓。然而從2017年起我們夫婦
委身在越南的宣教事工。從
2017年至2019年我在河內神學
院任教，除了在神學院教學外
，我們夫婦也協助當地國際教

會華人團契並協助越南福音事
工。
    2020年至今我們夫婦因疫情
不能去越南宣教。但仍然關心
及為越南宣教事工代禱。去年
有些將近畢業的神學生因貧窮
而仍欠神學院的學費，他們因
憂慮而與我分享並請我代禱，
因此我與多倫多一些弟兄姊妹
分享這件事。感謝神！這些弟

兄姊妹有感動而捐助，我終於
籌足助學金寄給河內神學院，
幫助二十位貧窮神學生還他們
所欠的學費，讓他們可以安心
完成神學課程而畢業。
    去年在疫情期間我禱告求神
帶領我的事奉之路，於是神另
外為我開了一扇門，於2020年
五月我應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

沒有被遺忘的   瓜地馬拉 鄭博海牧師

    由於受疫情影響，在過去二
月中從巴拿馬與瓜地馬拉回來
後再沒有機會作協助教會工作
了。
    今次與大家分享中美洲的是
Guatemala。中文有兩種官方的
翻譯：一是瓜地馬拉，二是危
地馬拉。翻譯上直接了當地介
紹這個國家。她是一個農產品
的國家。因為有火山緣故，土
地肥沃，是一個天然種植的好
地方。祇要你把種子放在地上
就有收成。海灘的沙粒全是黑
色，眼看不見水下的東西。她
同時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大部
份瓜民住在首都瓜地馬拉市。
    瓜地馬拉是屬於第三世界。
刑案發生率高的原因是人口中
的百分之七十尚未脫貧。瓜國
可算是偷渡客北上去美國的必
經主要通道。另一方面還是受
到廿世紀解放神學之影響。
    瓜地馬拉華人教會是唯一的
華人教會，她自1993年開始。
我們一家四口於1995年八月來
到瓜地馬拉事奉。除了崇拜、
聖經研習班、祈禱會和兒童主

日學外，青年團契也成立了。
    數月後，青年團契祇餘下三
位團友職員參加。有一次在團
契職員職員會上討論“為何團
契不前”。開會的時候大家道
出很多負面的理由。突然有一
位團友說，這團契是為我們而
設，為何我們不一起出一分力
量。得到北美短期宣教的協助
培訓下，上帝的祝福臨到青年
團契。團契也漸漸成長。
    一次禱告會未開始前，一位
正在念大學的團友珍惜時間，
手裡拿著書本坐在一角讀書。
團友們開始陪伴我們參加教會
全城大探訪。
    有一位姐妹携帶兩位兒甥參
加兒童主日學。我們兒童主日
學的老師是由一位很有愛心的
瓜籍姐妹負責。每次授課完後
，師生擁抱後才離開。兩位小
朋友也愛上了這兒童主日學。
教會也漸漸從開荒轉為造就性
事工，三年後我們被派到另一
個國家開始新的事工。
    Vanessa曾在西岸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與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就讀。期間參與
大學國際團契事工。畢業後返
回瓜地馬拉工作。運用她的專
業來幫助鄉村的農民在市場上
獲得公平的交易。
    自2019年七月起，她與三位
弟兄姐妹以GEU (Grupo Evan-
gelico Estudiantil)名義下，開創
了一家對象為瓜地馬拉大學的
Casa Abierta福音咖啡廳。姐妹
為全職工作者。
    除了管理生意外，也負責帶
領查經班。由於疫情關係，大
學關門，而福音咖啡廳也被迫
停止經營，時至今天還要付百
分之廿五的租金。現今祇有個
別接觸以往的學生。
    自瓜國封城後，從五月至十
二月她與一群年青的專業人事
幫助那些因疫情而不能銷售農
作品的村民。有待疫情過後便
返回Casa Abierta事奉。Vanessa
就是早年被帶到兒童主日學的
其中一位兒甥女。感謝神，祂
的呼召早就預備了。請在禱告
中紀念Vanessa的事奉心志。
    現在瓜地馬拉教會由講西語
的薩爾瓦多籍牧者帶領。我們
未來兩年將繼續協助瓜地馬拉
教會華人事工上發展。主要是
：主日證道、成人團契、聖經
研習班與探訪。另外也有醫療
方面的工作：量血壓、針灸和
推拿。若你對瓜地馬拉事工有
負擔，歡迎與我們查詢，參與
我們的事工，一起同行吧。

(SEND International of Canada)邀
請參與教導「烏克蘭教牧神學
培訓課程」，但因疫情我不能
去烏克蘭作神學培訓，故在網
上用Zoom視頻教學。
    感謝神！讓我在疫情中有機
會參與海外宣教事工，安坐家
中可以跨過地域國界，教導神

學，裝備神國人才。所謂教學
相長，自己也和學生們同蒙造
就，達到一石二鳥的果效而感
恩。
    在疫情中除了教學外，我偶
而有機會為各處不同的教會、
機構與團契在網上講道及教導
聖經，這全是神的厚恩。    
     回顧過去一年，由於爆發疫

情，我可以透過雲端視訊教導
，全新遠距培訓，實在是神的
奇妙恩典。我祈求神憐憫與施
恩，神慨然讓我在過去曾有三
年參與越南宣教事工，培育神
國人才，我期望神讓我明年能
重返越南參與當地宣教事工，
使神的國度與教會擴展，完成
主託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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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滿華真理必叫爾得自由(二)

（待續於下期）

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要舉目望山，我的幫助從
何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
而來。

    非常不幸，人類常常自相殘
殺，從種種操控、恐嚇手段，
而至駭人的酷刑──不少酷刑
還頂著「國家」的堂皇冠冕，
合法地逼迫同類。1948年12月
10日，聯合國在法國巴黎夏樂
宮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維
護人類基本權利，廢除酷刑，
確保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
由」。
    然而，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
已經不再是伊甸園，即使有法
律明文規定保障人權，由於罪
的原故，人生仍然充滿了種種
的苦難和危險，天災、人禍、
疾病、隨時可能降臨到我們身
上。
    「恐懼」是好的，有如我們
家中的「煙霧警報器」，讓我
們知道危險逼近，趕快採取行
動，趨吉避凶。長年累月的「
恐懼」，卻對我們有百害而無
一利，會嚴重損害我們的判斷
力和行動力，甚至身體健康。
一個人長期過度恐懼，很有可
能就成了醫學所診斷的精神疾
病了。
    我們如何保持健康的「恐懼
」，而不至一天到晚提心吊膽

，一有風吹草動，就嚇個半死
，惶惶不可終日呢﹖
   《聖經》有解藥。詩人如是
說﹕
    耶和華是我的光，我的拯救
，我還怕誰呢﹖
    耶華是我的堡壘，我還怕
誰呢﹖〈詩篇〉27:1
  〈希伯來書〉作者顯然對這句
詩心領神會，所以，他說﹕「
我們可以放膽地說，主是我的
幫助，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
怎麼樣﹖」
    這正正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所仗倚的不是自己身
强力壯，武功蓋世，天下第一
劍，乃是出於確信上帝是全知
全能的，祂有恩典、有憐憫、
有公義，只要我們盡了自己的
本分，按著上帝的旨意待人接
物過日子，上帝一定會保守看
顧，有危險，他必拯救，即便
遭受損傷，祂也能夠將壞事變
好事。
    在最後晚餐上，耶穌承諾給
予我們「免於恐懼的自由」。
他說﹕「你們在世上會有苦難
，但是，你們不要怕，因為我
已經勝過這世界。」
    他又說﹕「我把平安留給你
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
賜給你們的平安不像世人的平

安。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
要害怕。」
    那麼，我們如何踐信於行，
活出「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話說彼得和約翰傳講耶穌死而
復活之事，一眾官長和宗教領
袖甚惱怒，深感自己的地位受
到挑戰，他們警告兩人閉嘴，
又恐嚇一番，才放他們走。兩
人回去，見到其他信徒，他們
一起向上帝祈禱，先向上帝陳
述這件事﹕「主啊，祢看他們
這樣威逼、恐嚇我們，」繼而
求上帝給自己有免於恐懼的自
由，繼續做當做的事﹕「求祢
幫助祢的奴僕坦然無懼地傳祢
的道。」
    良師在前，當遇到讓我們感
到驚駭的人和事時，我們可以
效法他們，循下述「祈禱三步
曲」﹕
    1. 在上帝面前安靜，深．呼
．吸，察覺自己的情緒(參考﹕
詩46:10a，出4:13)﹔
    2. 向上帝作簡短扼要陳述該
事，傾訴自己的情緒/感受(參考
﹕詩42:5a)﹔
    3. 祈求上帝賜給我們勇氣(放
膽剛强)、智慧(慎思明辨discern-
ment)、和資源(人和物)去處理
該事，而其終極的結果是使上
帝的名得榮耀。
    如果我們體驗到有强烈的焦
慮、或憂鬱、或恐懼，持續二
周或以上，影響到日常生活作
息，當考慮尋求專業協助。上
帝差來的天使，有時不過是如
你如我的凡夫俗子，一如祂也
透過醫生來醫治我們的身體疾
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