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各牧者報導有關的教會事工，這新年第一期的《華基簡訊》也介紹新
一屆的長議、執事會成員給大家認識。讓我們用上時間去為各牧者、長執
會成員及很多忠心為主在華基這教會大家庭擺上的弟兄姊妹祈禱，好叫主
的更新、再造在 2012 年能讓我們清楚看見。

國語事工 -- 余華傳道
在即將過去的 2011 年，我們的國語事工充滿了上主的慈愛和恩典，實在無
法一一訴說，現只列出其中的幾項彼此分享及共勉。
福音外展事工：整個 2011 年，國語事工都是將主的“大使命”置於所有事
工的首位，具體事工包括上半年的啟發課程的跟進聚會(事工)和下半年的第
二次啟發課程等。可喜的是，先後共計有約 40 多位慕道友參加了上半年和
下半年的福音外展活動，其中還包括幾位決誌信主的新朋友。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我們的北區細胞小組幾乎全力投入了全年的福音展事工，甚至在
上述兩個活動的間隔期間都沒有停止過。願主記念他們忠心的擺上和愛心
的付出。
主內彼此建立：2011 年我們組織了一系列的活動，目的是讓我們的弟兄姐
妹在主內得以彼此建立。這些活動包括：夏季的一次露營活動，上半年和
下半年各一次的集體分享贊美禱告會，以及今年平安夜的聖誕聚餐和晚會
等活動(共有超過 180 位各個年齡層次的新老朋友、弟兄姐妹參加)。從去年
的冬季到今年的冬季，都有不少的家庭或弟兄姐妹看到會眾在主日崇拜之
後就餐的需要，就主動輪流奉獻，每周為大家免費提供簡單的、確是熱氣
騰騰的午餐。願主祝福這些弟兄姐妹及其家庭。
新人歸入基督：今年有兩批弟兄姐妹先後加入“華基”大家庭。復活節期
間，李學勝、徐琴芳和王雯等(3 位)接受洗禮，王良琛、翁疇君伉儷和湯建
偉、丁寧伉儷、及其長子湯一洲(Eric)等(5 位)轉會加入“華基”。8 月 13 日
又有 4 位年長者受洗歸主，她們是：王淑芝、王淑珠、田素琴和黃玲寶
等。其中，7 位受洗的弟兄姐妹都在“華基”清楚地經歷了主的恩典和接受
了主的救恩，兩個轉會的家庭也都在參加本會約一年之後找到了屬靈的大
家庭。
今年的聖誕佳節剛剛過去、2012 新年亦已開始，我們國語核心小組祈願
“華基”大家庭的每一個肢體新年蒙恩、並在新的一年裏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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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期間教會將出版两期華基簡訊 --- 五、六月及七、八月合併版。請大家翻看，為天父在教
粵語事工 -- 王國鈞牧師
會所成就的大小事項感恩，並將整體的需要帶到祂的施恩寶座前，切切代求。

去年秋季的啟發課程已於
12 月中完滿結束.感謝神帶領未信主的朋友參加這個課
青少年事工 -- 王迺華傳道
程,出席人數有時少至十多位,但每次都有未信主的朋友參加.後期,出席人數反而增
在最近的退修會中，有二十一位就讀高中的同學，參與題為「知我心聲」的各項活動。其中有崇
加到每周廿多人,大家也因熟識而更願意參與討論.感謝神!有兩位朋友在課程期間
拜、靈修、遊戲、小組討論和策劃等。其中有四位組員接受了基督為救主，並決志更深刻的認識
決志信主,其中一位更在去年聖誕節時受洗歸主.多謝弟兄姊妹的代禱和參與其中
耶穌。而其他的組員也在活動中，與我主耶穌有更多的親近。導師同工們在活動中也作了許多意
不同的事奉,特別是膳食部的同工和 AWANA 兒童團契的同工.雖然你們也許沒有
義豐富的分享，並為全體組員們作懇切的禱告。看到有這麼多的成果，也深切地覺得，為青少年
直接傳福音,但正因你們忠心的事奉,啟發課才能順利進行,讓我們一同分享收割的
事工而付出的勞苦，是非常值得的。
喜樂!我們正籌備跟進聚會,讓未信和初信的朋友能繼續探討信仰; 跟進聚會將於 1
青年
還參 加 了不 少 其 他 的活
：他 們敬請代禱!
不遺 餘 力 地 ，通 過 參加 由 「世 界 宣 明 會」 （ World
月 20組日起逢星期五晚上
7:30動舉行,
Vision）主辦的「饑饉三十」（30 Hour Famine），為該組織籌得接近六千元的善款，用作於第三
世界提供清潔的食水。在為「食物銀行」收集食物的行動中，收集得到的食品，結果把一個車尾
今年,粵語核心小組成員仍然有:馬孫潔娣,王吳桂芬,許炳輝,鍾達智,梁永恩和王牧
箱裝得滿滿。還有，組員們幫助清除馬路上的廢物、製作日本紙摺送給長者、為社區耙掃落葉、
師(鄭則亮弟兄因近日身體不適而暫時請假);為培育新一代的領袖,我們正積極尋
為社區禱告等等。這些活動，內容豐富，既有崇拜和團契，又充滿有活動的樂趣。

找適合的弟兄姊妹參與核心小組的事奉.
至於咖啡屋的外展活動，組員們也積極地開始各項的準備工作：例如場地的佈置、小活劇的排
演、音樂演奏的預習、食品的準備、遊戲的設計等等。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各組員在這個外展
活動中，已盡最大努力去邀請非基督徒的朋友前來參與，今年亦當如此。請會眾們為這一個外展
英語事工
-- 鄺獻道牧師
活動代禱，使能發揮作用，令多人歸主。
方面，今年我們鼓勵組員每日自我靈修。在學習題目為「經歷神」的課程中，有十位組員已承諾
每天要閱讀課本及有關經文，以及完成其中之作業；因此，部份組員從學習中得著良多。而其他
首先，大家新年好！2011 年似乎是飛馳般地一閃而過，很難相信 2012 年已經來
組員，則選用另外的靈修材料來學習。所有組員在屬靈道路上都認真前進，努力與主同行。在主
臨了！我相信，你和你的家人在聖誕節期都有機會休息、放鬆、反思了一下過去
日學裏，我們繼續學習舊約，我們鼓勵組員，若沒有自己每日讀經靈修的課程，則可以選用英語
一年所看見的上帝祝福，也對 2012 年大有期待吧。我知道這一年並非人人稱心
堂的讀經材料。

如意，但即使是在遇到困難、挑戰、試煉時，我仍然希望並祈禱大家看到了上帝
之手在你的生活裡做工。
在三月裏的一個晚上的團契聚會中，我們邀請初中及高中同學們的家長們，與子女一起前來參與
活動遊戲，一同禱告，彼此激勵。每當看到家長與子女們歡樂於一堂的時候，特別受到鼓舞，而
家長們亦非常讚賞這類的活動。
在 2011 年行將結束時，英語事工的同工們覺得有許多東西值得感恩。禮拜日禱

告會每次都有 10 至 12 人固定參加，為教會、為我們的領袖們、為各項事工、為
在初中學生的聚會中，有一次舉辦了一個極其誠懇，有關「兩性關係」的討論會。聚會中我們從
上帝放在我們心中的任何其他負擔獻上禱告。我們在接下來的一個時期（1
月至
聖經裏，尋找有關正確的、健康的、兩性關係的指引和教誨。這一個題目在教會意識中是非常重
3 月）將會繼續舉行這樣的禱告會。大專就業組會繼續為大學及專科學生們帶來
要，而且是不可迴避的。因為如果我們不提供神的標準，世界裏的邪惡勢力，必然利用他們歪曲
的理論和標準，來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上帝的祝福。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將因著他們愛上帝、因
著他們互愛、因著他們以基督的名義服事而得以加深。
少年活力團週年所有的活動，宣告圓滿結束，團員為了慶祝，舉行茶會聚會，一起享用泡泡茶。

展望
2012 年，我們將對下面幾個領域多加關注。首先，我們願繼續增進、開展
我還走訪並且參與青年組員在他們學校舉辦的團契活動：如
Phillip 和 Julia 在 Lisgar Collegiate 的
生命小組的事工或其他小組的事工。我們為有蔡傅榮協助英語核心小組認識討論
團契，以及
Eric, Luke, Maria 和 Jack 在 Colonel By School 的團契，於其中和他們的團友更有良好
的交通。
一些重要問題而感恩，我們也希望生命小組事工全面幫助英語事工的發展，發揮
重要作用。其次，我們要繼續搞好我們的禮拜天崇拜事工。英語核心小組的簡兆
感謝會眾們對青少年事工的支持和奉獻，特別一群熱心的弟兄姊妹們的參與，使 202 室的擴充裝
聰已經在這方面開路，我們為此獻上感恩。
修得以完成，作為多用途的活動場所，除了提升青少年團契有良好活動環境，更可接納更多慕道
朋友，成為教會表現熱切歡迎他們的地方。

在此，我想向蔡黃思豪致以誠摯謝忱，因她在崇拜事工方面服事，擔當了崇拜領
青年團契有二十八位團友參加了「別無他名」的活動。在活動中，他們經歷與主耶穌的同在，以
詩工作。經過了很多很多年的熱情忠心服事之後，思豪將從崇拜事工上面退下，
及主所顯示給予我們的無盡的愛。他們感到那活動是多麼的有意義，事後團友們不但感受非常，
轉而關注其他事工。思豪，我在這裡僅代表英語核心小組、崇拜事工、與你一道
更極其樂意與家長、朋友們分享。
共事過的眾多崇拜領詩人員、音樂事工人員、音響室成員，感謝你的服事、你的
愛、你的獻身精神、還有你烹調的飯食！！！謝謝你，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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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英語事工沒有舉辦啟發課程，但是我們期待著 2012 年有機會舉
辦。有些計劃仍在制定當中，希望不久後通報大家；但英語核心小組願花
費一點時間開發外展事工，特別會注意年輕家庭，因為我們願看到上帝引
導更多的年輕家庭將華基作為他們的教會之家。
英語核心小組還計劃在 2012 年 5 月組織一次英語事工退脩會。我們正在最
後敲定地址及其他事項，1 月份會有消息通報大家。從現在起，請將 2012
年 5 月 25-27 日記下，作為退脩週末。
在進入這新的一年的時候，願上帝繼續向你們顯現。

青少年事工 -- 王迺華傳道
讚美主！感動會眾們熱烈慷慨捐輸給聖路加教區的聖誕禮品。AWANA 少
年活力團和青年團的團友們，用禮品袋或花紙把禮物一一的包裝好。分別
有旅行杯、襪子、手套、牙刷、香口糖、糖果等一百多份，連同聖誕賀
咭，在 2011 年的 12 月 28 日，由青年團的團友們，親自把禮物送到聖路加
堂的午餐會分派。那兒的朋友們收到禮品後，非常開心高興，而參與活動
的團友們在主愛中，也大有得益。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青年團的團友們分別到位於 JerichoRoad 的社區、渥太
華收容所、流浪者之家以及其他地方多次服務，從中學習關懷他人，並且
為自己的豐足向神感恩。
我在過往的幾年中，有幸在葛培理佈道協會協助事奉，參與策劃名為「活
水磐石 2012」（Rock The River 2012）的活動。這是一個巨型外展的佈道
工作，針對兒童、青少年和大學生們，讓他們有機會聽聞耶穌，從而接受
主基督。在活動中，華基的初中和高中組的團友們，要利用周末參與全市
性的門徒訓練，請會眾們在這個月中為這件事工而多加禱告。
華基的青年們將繼續實行新的倡議：在團契聚會中，自行計劃程序、準備
內容節目，擔任講員、分享見證。我們更願望他們在輔導下，共同實踐保
羅達腓立比人書中所教導的道理：主耶穌基督也經常地與門徒們一起作
工，給與門徒們樹立一個極好的榜樣。求主不斷地鼓舞青少年們的熱情，
使他們在同年齡層的圈子中，傳揚福音，並且在他們身上看到主的作為。
令他們成長後，領導下一輩，延續使徒的繼承。另有十五位青年團友，應
允要在 2012 年 3 月的退修會中，負起帶領的作用：他們要在各項活動中，
譬如崇拜、推廣、登記、小組討論以及康樂比賽等等，無論準備或進行，
均盡力協助，以作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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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的青年團友們，將繼續學習 AWANA 晉升一級的「跋涉」課程。
而少年活力團亦有新的進展：在 Oscar、Sylvia、Jon、Manson、Jean 以及
王師母的領導同工的團隊中，加入了 Anders，成為新增的一員。而活力
團的團員們，在每週學習的課程中，積極的電郵回應，答覆問題，很有
深度，成長迅速。我亦每因他們奇異成熟的表現，而獲得不尋常的鼓
舞。
幾周之前，在主日學中，深受聖靈感動，學員們彼此傾心分享，決心要
在週日中互相代禱。主帶領他們牢牢的建立相關的聯繫：互相信任，彼
此分擔。看到他們承諾每天無論多忙，也要堅持讀經禱告，心情實在振
奮非常。
願神繼續堅固這年輕一代愛主的熱忱，更鼓勵年長的，樹作楷模，建立
他們！

長議會-- 王國鈞牧師
2012 年長議會和執事會各部負責人如下:
長議會
主席/粵語核心小組: 王國鈞牧師
副主席: 張銘
文書: 葉立堅
牧養長老: 羅錦添
英語核心小組/社區服侍核心小組: 鄺獻道牧師
國語核心小組: 余華傳道
兒童及青少年核心小組: 王迺華傳道
執事會
主席: 張銘
財政: 周輝, 王萬杰
樓業部: 李本儀
會友部: 馬榮滋
通訊部: 王萬杰
人事部: 馬黃玥燕(由長執會委任作人事委員會主席)
長執會將於 1 月 14 日舉行退修會, 在神面前禱告等候和探討教會未來的
方向, 請為我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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