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來臨又過去；但我們的神却是昨日、今日、明日都一樣。因祂不改變，祂的恩慈也長
存。而上帝對華基的大愛也可以從今期的簡訊充份表證出來。讓我們在前面的日子，心學
習專心倚靠神!
兒童事工 -- 甄劉秀真
在 2012 新年度兒童事工繼續每星期五晚的 AWANA 兒童團及主日兒童‘相聚’學習課程;
同時間也更新事工目標及安排新的事工計劃,好讓更能建立華基的家庭及兒童事工的同工。
AWANA 兒童團
今年我們特別安排華基 AWANA 賽車之夜’在 2 月 3 日舉行。比賽前數星期我們鼓勵每一
孩 子 都 造 一 輛 小 賽 車 參 賽 。 我 們 邀 請 到 Bridlewood 教 會 AWANA 兒 童 團 負 責 人
DavidHudson 弟兄帶來長長的賽車軌道並幫助我們當晚的賽事。比賽那天家長們丶孩子們
濟濟一堂充滿緊張興奮的氣氛。正如過往一般 AWANA 導師葉植基指導及幫助孩子及家長
們造小賽車,年他並邀請了楊文斌及蔡傅榮弟兄一同幫忙,此今年的小賽車有著 更多形式的設
計。
在三月及四月我們都會組有代表華基的 AWANA 隊分別參加 AWANA 渥太華區地區性的聖
經問答比賽及 AWANA 遊戲賽。
兒童音樂敬拜訓練
這個訓練青少年的新意念終於實行了一連串三部份的訓練。感謝梁嘉文姊妹花上很多時間
籌劃,也謝謝有著一組滿有音樂恩賜的年青人樂意一同參與去幫助訓練。我們有很好的青少
年人數出席訓練。我們禱告求主從這訓練裏興起有心於音樂敬拜的青少年人去服待小孩
子。
兒童事工同工訓練與裝備
在二丶三月間有著不同的機會給予同工們參與訓練或講座。第四屆全渥太華的兒童事工大
會於二月十一日舉行,帶給參加者很多鼓舞及學習。一個‘急救處理’課程會於三月份在教
會舉行。跟著在 3/4 月期間也會安排二課講習班關於‘如何幫助自閉症的孩子’。
提供給父母及家庭
對那些有參加二月十日 ‘最有樂趣家庭之夜’的家庭不單只享受到父母與孩子們同樂的一
晚，並且對當晚節目讚不絕口。對去年家庭戶外溜冰日乃印象難忘之際,今年的家庭溜冰日
會於家庭日假期舉行於總督府的戶外溜冰場。今年也計劃於三月份開始新嘗試安排每月一
次於主日午餐時間有關於基督徒家庭的工作坊, 計劃第 一次的題目是 ‘家庭靈修’。
以上所有的活動詳情可參看二樓的兒童事工壁報版。
我們的期盼及禱告是教會透過這些安排能助長孩子們去認識丶愛丶及服待神。因此希望你
能出席參加以上合適你的活動並提供意見, 更重要的是懇請代禱。
青少年事工 -- 王迺華傳道
在 2011 年的聖誕節裏，接受洗禮的新信徒中，有五位是學生。這一成果，為青少年事工展
開 2012 年的工作上，有了一個振奮人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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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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有十七位學生和五位成年同工，參加了我們舉辦的領袖退修會。參加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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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發掘本身的屬靈恩賜，分享看法，共同探討 2012 年的事工計劃。他們都真真正正的認

識到，自己作為基督的門徒，對教會的事工上，一定要有一份推動的作用。
青少年事工 -- 王迺華傳道

為了使少年活力團、青年團契和大專活水團契的團友們，學習投身主持崇拜。一群關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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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的同工們，邀請了 Cameron Dun 牧師前來，舉辦一次有關崇拜的講座。Dun 牧師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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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ker’s Church 和 City Church 事奉，他也曾發動過一個全市性的，名為「就在這天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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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主」
的崇拜活動。我們不但在那晚上，享受了一個通過音樂的奇妙崇拜。並且還打算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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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舉辦座談會，研討有關如何協助及主持兒童崇拜。
事工而付出的勞苦，是非常值得的。
在讀經方面，青年組繼續學習腓立比書。組員們積極分享自己的經歷，見證神在自己生命
青年 組 還參 加 了不 少 其 他 的活 動 ：他 們 不遺 餘 力 地 ，通 過 參加 由 「世 界 宣 明 會」 （ World
中所作的工，以及在學業上的幫助。我們也還討論到，什麼是主內健康而良好的兩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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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在主日學裏，我們學習箴言書，向神尋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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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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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組更要為
2012 年的退修營作籌謀準備，因組員們都有份參與崇拜組、行政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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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以及小組活動等多項工作。所以同工們亦將配合組員們，提供輔導。使他們在信心上，
得以長進，日趨成熟。正如聖經中所記載，主耶穌作工時，也不停地輔導門徒，身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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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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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代禱，使能發揮作用，令多人歸主。
少年活力團已完成了，為期一周的「跋涉」課程。由於在學習中積極回答問題，為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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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們準備了泡泡茶表揚他們。除此之外，團員們在主日學和其他學習中，也有極好的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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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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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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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我應邀到葛培里協會的領導委員會中，為在
2012 年中所舉辦的一項重大活動而服
堂的讀經材料。

務。這項活動名為「振盪的洪流」，旨在把福音傳給成千上萬的兒童、青少年以及大學生
們，使他們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為他們生命的救主。活動中，我們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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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要參加數次全市性的門徒訓練，直至本周始行結束。請為此項事工多多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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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組的同工們，十分努力地培育組員們，使他們行事為人，處處以神為中心，讓神增
添榮耀。請為我們禱告，使他們能被建立，在他們成長後，作為華基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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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事工消息，在以下網址不時更新登錄，請抽空閱覽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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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youth-fellowship.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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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事工 -- 余華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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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之間，2012 年的頭一個月份已經過去了。感覺上，各項事工幾乎沒有因為跨年而暫
停過。因為從
1 月份的第一個禮拜五即 6 日晚上開始，每周五的福音跟進聚會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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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以及
Eric, Luke, Maria 和 Jack 在 Colonel 1By月School
的團契，於其中和他們的團友更有良好
了；而主日學也已經在今年的第二個主日即
8 日起啟動了。以下是幾項國語事工的分
的交通。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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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跟進：繼去年下半年的啟發課程之後，今年
1 月初至 4 月末，我們仍將有每周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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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福音跟進聚會，而且仍將與兒童團活動同步進行。這次福音跟進聚會的內容為觀看和討
朋友，成為教會表現熱切歡迎他們的地方。
論範學德傳道主講的《我為什麼願意成為基督徒》系列福音影片，共計 12 次。由於該系
列的內容主要就是針對中國大陸背景的慕道朋友，因此，從過去幾次的分享來看，效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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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此外，我們要特別感謝參與此次福音跟進事工的兩個團隊，包括潘友聯、張茂蒞、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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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誌龍和各位組長等組成的在“現場”服事的團隊、以及吳興昱、靳正大等組成的在“廚
更極其樂意與家長、朋友們分享。
房”服事的團隊。正是因著這麼多弟兄姐妹辛勤的、甚至是默默無聞的付出，使得這項事
工得以順利開展，更使得更多的慕道朋友得以聽到福音。願主記念他們愛心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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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午餐：從去年 12 月份的第一個主日起、至今年的 3 月 18 日止，每次國語崇
拜結束之後都有熱騰騰的午餐供應給弟兄姐妹。尤其是在 1 月 22 日農歷除夕，
弟兄姐妹在聚餐的同時，一起喜氣洋洋地共度傳統佳節。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還不
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感謝神, 因為，共計約有 15 個來自國語事工的家庭及國語長
者團契，他們出錢出力感恩奉獻，一起參與了這項午餐的服事，為弟兄姐妹在寒
冬季節送上了一份愛心與溫暖，也為弟兄姐妹提供了彼此相識和相互溝通的機
會——這實在是非常難得和寶貴的團契機會。由於參與奉獻和預備午餐的人數眾
多，在此無法一一致謝，惟求主祝福他們的付出。
講臺信息：響應教會長議會關於推動“門徒訓練”的倡議，從新年伊始，國語主
日崇拜的講臺信息已經系列地傳講主耶穌“登山寶訓”(即馬太福音 5-7 章)的內
容。透過今年整個上半年的講臺信息，甚至包括外來交換講員的講道信息，我們
將集中學習主耶穌當年親自訓練和教訓祂的第一批門徒的內容。我們盼望藉著這
一系列的主日講臺信息，促使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一起(重新)認識作主門徒的意
義和代價，從而堅定眾人跟隨主的決心，並且幫助大家照著主的教導心意更新而
變化。
除了上述這些分享的事項之外，今年上半年我們也將為幾位慕道的弟兄姐妹開設
洗禮(門徒訓練)班，並且將有一次國語領袖退修會。請“華基”大家庭的每一位成
員繼續在禱告之中記念各項國語事工。在此我們先深表謝意。
粵語事工 -- 王國鈞牧師
由於場地和人手安排問題, 啟發課程跟進聚會一直未能展開; 現決定於二月十七日
起, 逢星期五晚上七時半在 118 地下舉行. 我們將會播放蘇穎睿牧師主講的傳道書
錄影光碟, 繼續探討人生與信仰. 歡迎對信仰有興趣和初信的朋友參加, 請代禱!
鑑於粵語堂的平均年齡不斷上升, 而目前部份領導的弟兄姊妹亦接近退休年齡; 粵
語核心小組在未來幾年的事工重點將會放在門徒訓練和領袖栽培方面. 我們期望
初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能在靈修, 查經和傳福音方面得到栽培; 自己成為跟隨主的門
徒, 也能使別人作主的門徒. 我們又期望為成熟的信徒提供造就機會, 透過不同的
方式, 如師徒式栽培, 講習班和在職訓練, 為粵語事工預備新一代的領袖.
為配合上述的需要, 我們正探討重組華基早晨和小組; 以「大團小組」為模式, 以信
徒造就為導向. 一方面讓弟兄姊妹在團契中接受多方面的栽培和訓練, 另一方面,
在小組中實踐和操練所學習的內容. 例如: 我們在團契的節目中安排特別講員, 講
授如何帶領查經; 而小組聚會中就可以讓弟兄姊妹把所學習的實踐出來. 另一方面,
團契可提供更多機會, 讓弟兄姊妹學習不同的事奉, 如: 領詩, 主席, 團契職員等. 對
訓練新一代領袖至為重要. 現在仍在初商階段, 由於改變的影響重大, 必須從長計
議, 請為核心小組在這事上能明白的旨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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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事工 -- 鄺獻道牧師
英語核心小組 2012 年的事工，重點如下：
首先，我們會進行一個有系統性的門徒培訓計劃。當然我們還有其他許多的項
目：譬如生命小組、主日崇拜、主日學、團契和祈禱會等等。儘管這些活動，也
有門徒培訓的內容，但我們這裏所說的培訓，是側重一個基督教會所應當採用
的，最基本的培訓方法和策略。就是要把各項活動聯成一體，讓會眾對神的信
心、愛心和事奉上的熱忱都要有成長。
其次，要積極廣傳福音。多年來我們不斷尋求外展的方向，努力明白神的旨意。
現在我們考慮的方向，可能是：CBC’s（本土出生的華人子女）、大學校園、周
圍的社區，包括環繞教會的地區和會眾自住的社區。我們還在考慮用什麼方式來
向外擴展？我們心內的負擔越來越重，也許這時神快要顯明祂的旨意了！
在上一個月，核心小組就事工的兩個組別成份：生命小組和主日崇拜，展開討
論。在上一期的匯報中也提到的：蔡傅榮主持了關於生命小組的討論；簡兆聰主
持了關於主日崇拜的討論，而兩個討論會也都取得一定成果。今後的幾個月，我
們會不斷地進行下去，並會依時匯報進展情況。
去年秋季啟發課程的學習班，由江宏達弟兄及江劉麗珍姊妹跟進帶領，經已舉行
多次的聖經研討和學習。鑒於有幾位學員居住於帝后街 100 號，我們正尋找機
會，考慮是否有可能在那兒舉辦一個啟發課程，假如你有興趣或參與，請與江弟
兄或鄺牧者聯絡。
大專團契活水團的事工，充滿神的祝福。由林卓衡、江慧恩和 甄惠球的帶領，事
工策略稍有變化，增強在分組活動這一方面。同工隊伍不斷禱告，希望這一改
變，能產生良好的效果。我們還覺得核心小組與活水團契之間，信心的交流和主
內關係的改善仍有改進的空間。但在這過去的一個月裏，這種關係已有很大的改
進。
過去的許多年，何繼堯弟兄一直在核心小組事奉。現在因為工作關係，不能兼
顧，決心退出核心小組。他熱切愛主，關懷會眾，對神的事工熱誠關注。我們對
他的愛心和奉獻，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和致意，願主賜福與他！
由於何弟兄的退出，核心小組亟需人手補充。請為核心小組懇切禱告，求主預備
願意響應神的呼召，以恩賜來事奉的熱心人。假如你想知道更多的詳情，請與鄺
牧師聯絡。
長議會 -- 王國鈞牧師
教會將於今年三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在本會禮堂為余華及王迺華兩位牧者舉
行按立典禮; 屆時敦請謝逸牧師及 Paul Racine 牧師訓勉, 陳建安牧師及阮大衛牧
師領按牧禱告. 會後敬備茶點, 請預留時間參加.
長執會於一月份在王吳桂芬長老的府上舉行了聯合退修會, 當天早上以敬拜禱告為
焦點; 牧者和領袖們都感到在屬靈追求上需要更多彼此建立, 因此, 決定把牧者, 長
老, 執事們分成屬靈伙伴小組, 每月聚會, 互相支持代禱. 下午則各部分享了目前的
情況和預期的挑戰; 我們不約而同感到訓練門徒和領袖的迫切需要, 現牧者們正探
討如何更有系統地作這方面的訓練. 請為教會的牧者長執禱告, 願他們有美好的靈
性, 叫事奉能蒙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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