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zzzz

六月底， 10 名 9-12 年級的高中生在 6 位成年領袖的帶領下完成了滿有恩典和福音果子的華基 Ouje
短宣之旅。兒童事工雖在假期仍未停止福音外展工作， VBS 也將在八月舉行。英語核心小組繼續為
英語事工的方向在禱告中尋求上帝的異象。國粵語堂在夏樹蒼翠的七八月合堂崇拜，兄弟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同時，兩堂的核心小組也分別有新的事工，粵語堂的“生命之道”和國語堂
的“學生事工”都懇請會眾的同心禱告。願我們都牢記主的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 ： 19-20 ）

長議會－甄榮達
我們在上一期節略版華基家訊中提及我們在考慮為下一代植堂後，一些弟兄姐妹表示希望能夠更多
了解這項計劃的緣由和時間，以便為此禱告。
關於為什麽進行此項計劃，以下是我們總結的幾個原因：
- 大專及專業事工、青年及兒童事工的不斷成長擴大（人數方面及屬靈方面）；
- 年輕人的悄然離去：這些年輕人在華基成長，但卻難於把華基當作未來屬靈的家；
- 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給決策帶來的挑戰；以及
- 下一代也公開表示希望不受華基現有的和潛在的約束，有一個他們可以自己做主並向同輩進
行外展的屬靈的家。
關於時間的考慮，教會一直有意在渥太華植一個新堂來擴充神的國度。當我們為此禱告時，我們明
顯感到為下一代植堂是應該做的事情。正如以上幾點所表明的，植一個新堂已變得較為緊迫。
為下一代植一個新堂與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尋找兩位牧者的工作是相一致的，這兩件事都是教會當
前刻不容緩的需要。我們知道自從 24 年前教會誕生之時起植堂計劃就是最重要的。作為一個教會
我們尤其需要神的帶領。目前，為了解決以下問題我們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
• 我們的教會在這項計劃上應如何跟從聖靈的引導；
• 新植教會的特性；
• 對本教會的影響；
• 相關行動的計劃，等等；以及
• 其它相關的問題。
特別委員會由甄榮達（主席）、王迺華牧師、陳德恩、曾偉業及黃敬曦組成。我們計劃在 11 月份
的秋季會友大會上詳細討論。與此同時，特別委員會和長執會歡迎大家提問。
我們誠摯地邀請所有的人為這一重要的計劃禱告，在此過程中榮耀神。

英語事工－鄺獻道牧師
寫這份匯報的時候，我正在做著神學課的作業。感謝主！使我能暫時抽離牧養事務，而專心進修。
過去的幾個月，英語核心小組的工作，重點是在尋求神的指引，認清事工的方向。同時也為植堂一
事而禱告，而植堂的想法是為了更好的培育下一代，我們為此事作了分享和討論多時，長議會已成
立特別小組，來為此事而作初步的計劃，我們也在等待神對這事的旨意和指引。
核心小組已恢復每月周三在教會舉行的祈禱會，禱告內容注重尋求神對華基的指引，也考慮到為各
種需要和所關注的事項而禱告。請你也來和我們一起祈求，神是良善和忠實的，一定垂聽我們禱
告。
在我離職期間，主日崇拜由客席講員擔任，他們都蒙主器重，極有能力在講壇上填補我的不在。七
月七日，請來李希望夫婦；七月十四日，有配合兒童事工的家庭崇拜日；七月廿八日，請來 Gary
Tse 牧師；七月廿一日，有烏哲短宣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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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職進修之前，我已開始了一系列有趣味的講道；題目是：「從 Seuss 博士而來的道理」。我把
眾所周知的兒童讀物中的故事，同聖經教訓的真理，並列比較。在八月中，這一系列的講題，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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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進行下去。
祝賀簡林卓然和簡兆聰，他們剛生了小寶貝簡慕希，求神繼續祝福他們、教導他們做好父母的職
份。
時間快要進入秋季，英語堂核心小組，正在籌備各項活動。我們準備起用葛培理協會的培靈教材
－－「我的盼望」，希望通過學習，使會眾能夠更關心鄰里和朋友。另外，還要準備主日學課、主
日崇拜、祈禱會和領袖培訓等工作。請你多多為核心小組而禱告。

粵語事工－王吳桂芬
“ 生命之道”查經課程終於在五月尾完滿結束 , 華基 36 位弟兄姊妹不持勞苦參加為期八過星期的
“出埃及記”研讀 , 結束前夕有梁國權老師遠道由香港來主領“剛強壯膽”的陪靈分享會 , 給與我
們很多的勉勵。下一期將於九月二十六日開始查考“利未記” , 信徒對此章自讀時可能一般會感到
沉悶 , 所以更希望你們能一同來參加和聆聽老師的講解 , 相信會令你對此章的興趣大增。
六月初有恩光中心舉辦由鮑維均博士主領的聖經培靈研經會 , 題目是“脫俗的生命” , 有不同教會
弟兄姊妹同來參加 , 讓我們嘗到一頓很豐富的屬靈筵席。
因著四月“未完的故事”福音歌劇中有好幾位朋友信主 , 前主任牧師王國鈞在此之前給我們做了陪
談員的訓練 , 之後又給我們做信主栽陪的訓練 , 共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參加 , 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在
華基決志的幾位朋友和我們跟進的工作。
成人團契在五月份的聚會中 , 有六對夫婦分享他們從“家新恩愛夫婦營”中的領受和學習 , 他們均
一致推薦弟兄姊妹參加下一屆的家新恩愛夫婦營 , 因為它的確能使夫婦關係更上一層樓 ... 六月份
的聚會中我們有燒烤晚餐 , 遊戲和“生命之道”分享。
粵語堂男士小組聚會仍然每兩個月聚會一次 , 活動包括晚餐 , 有分組討論和分享 , 並播放蕭壽華牧
師的錄影課程「男人與上帝」。八月二十四日將會有一個婦女退修會 , 由王林森麟師母主講。
年長者的關顧工作仍有很大的需要 , 很多有身體的軟弱 , 現時有蔡民昌 , 江宏達 , 羅錦添 , 楊趙福
彥 , 馬孫潔娣等協助探訪事工。
七月八月暑期中 , 國粵語崇拜將會合並 , 方便尋找講員 , 也能增加兩會眾彼此的認識。希望神早日
差派祂的僕人來牧養這兩個會眾。

國語事工－国语核心小组
六月二十二日，第三次細胞小組組長會議舉行。周暉弟兄準備資料並作生動的分享。提到有些細胞
小組多年來參加者未變、沒有新成員、活動又停滯不前。參加會議者認為小組功能要復興、動力要
增加、活動內容要關聯屬靈的需要，需要有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來牧養會眾和成員，需要有計劃地讓
組長有退下休息的時間從身得力，並讓其他一些人頂上。另有建議在小組聚會中，有一段時間可以
讓把小組分割為三、四人為一組，有利彼此牧養、關懷和互禱。會議中也在考慮其他的一些方案，
請你為我們禱告、思考，並提出更良好的建議。
五月十八日的主日崇拜中，王師母帶領詩班作音樂佈道，主恩充盈、聖靈運作，許多會眾深受感
動，有五位弟兄姊妹決誌信主，蒙恩得救！六月十四日，加拿大恩福協會在本華基教會舉辦第十九
屇全加海外華人巡迴佈道大會，由張路加牧師主講。我們原本準備了二百人的座位，但周五晚上卻
來了三百多人。神賜福這次聚會，會後，十二位決誌信主的人當中，有三位是來自我們華基教會，
感謝主！再者，有些說國語的會眾，曾參與王國鈞牧師為說粵語的會眾而舉辦的新信徒培訓班，現
在我們也使用這一個班的培訓資料來跟進新信者。
在九月開始，我們要開發的是針對講國語的大學生的學生事工，目前我們正在籌備計劃中，籌備小
組成員有：潘友聯、張茂蒞和李春生等弟兄，這是國語堂今年主要的外展項目之一，請為我們禱
告，求神賜我們智慧、力量和必要的資源來支援這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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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加拿大家新總幹事陸錫璁弟兄，蒞臨華基舉辦講座，題目是：「夫妻關係和三代關
係」，有許多國語堂的年長會眾參與出席。結束時，會眾為烏哲短宣隊禱告，參與此次短宣隊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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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謙，鄔逸臣，韓楚璋和江子揚等，其父母均為國語堂之會友，我們期待著聽到他們回來後的分
享。
長者團契已於上主日完成了一期的主日學班，新班將於九月亦再開始。至於在每周三舉行的長者研
經班，現在是暑期階段，亦告休息，九月復課。但是，在耆老公寓的唱詩團契活動，雖在暑假期
間，仍然繼續舉行，祈為留意。
在撰寫此事工報告之時，即七月十九日與二十日，有三位來自粵語堂的和有十七位來自國語堂的會
眾，參加了由賴若翰牧師擔任講員，為期兩日的「十步釋經法」的講座。求神賜福，開啟各人心
靈，並能使他們靈命得益，有所長進。
國語堂將在八月二日至四日的長周末假期之間，於魁省之 Phillip 湖畔舉辦家庭退修露營。詳情請
與楊春忠弟兄聯絡，電話為 613-424-6909 。八月十日國語堂還有一個本年度的退修會，主題是
「成為別人的祝福」。歡迎各位會眾，請踴躍參加。讓我們利用這一個難得的機會，一起讚美上
主，學習神的話語，彼此互相交通，共享美好時光。有意參加者，請與王姣蘭姊妹 (613-656-3918)
或朱婭芳姊妹 (613-592-1726) 聯絡。請你們來參加，也請你們多多代禱。

差傳部－張秉康
讚美主！短宣後，朱加晔和青年團契從魁北克省安全地先後回來渥太華。你們一定已聽說過他們的
短宣分享和經歷！我們感謝主大大使用他們向失落的人傳揚福音。
今年，華基差傳部增添了一個新的宣教士和一個新的學者。王德欣正為校園傳道會服務，她的外展
工作是向渥太華卡爾頓大學的學生傳福音。劉啟向是卑詩省溫哥華維真神學院的神學學生，他正選
讀神學和語言研究碩士。他們的代禱事項和更新將貼在二樓的差傳告示板上和週日崇拜報告表。請
為他們祈禱。
感謝我們支持的宣教士李希望夫婦在 7 月 7 日華基英語崇拜向我們分享他們的校園事工。此外，我
們支持的宣教士陳義琳也將在 10 月底和 11 月初從中國山西來探望我們，分享她在山西永青資詢服
務中心的宣教工作。
目前，華基差傳部正計劃和安排將在 11 月 8-10 日舉行的華基差傳年會。請為我們禱告，如：安排
講員和籌備會議內容 ... 等等。
最後，華基差傳部希望大家有一個良好愉快的夏季。

兒童事工 - 甄劉秀真
今期消息首先是要報告一個喜訊，我們期待已久的 Awana 小寶貝簡慕希，在六月四日出生了！出生
時體重是七磅十四盎司，在截稿時他的體重已達十磅。目前孩子的父母簡林卓然（前 Awana 主持）
和簡兆聰正歡欣地學習為父為母之道。
今年夏天的兒童主日學班，在七月和八月開班。學員是三歲到二年級的孩子們，使用課本的主題
是：「靠主不斷地成長」。
六月十四日晚，國語堂舉辦佈道大會，兒童事工部相應開班照顧到會的孩子們。該晚總共有孩童廿
八個之多，可見有這麼多的家長帶同兒童前來參與聽道。我們歡欣感謝主之餘，更求神的福音種子
能在這些家庭裏生根成長。
夏天是有利戶外活動的。六月廿二日我們舉辦了一次旅行，目的地是 Logos Land 康樂公園。那天
儘管天氣不大好，又清涼又下雨，雖然天公不作美，但孩子們的水上活動，卻玩得興致勃勃，並且
要求有機會再去一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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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我們舉辦了第二次的家庭崇拜日，主題是「為家庭讚美」。有 Shawn Veitch 牧師前來
講道，他用神的話語教導家長和孩子們。聚會中最美的景象就是禱告的時候，每一家人坐在一起，
大人小孩一起手拉著手兒的一同作禱告。另一個美景就是，全教會合一成為主的身體，全心全意地
事奉，給神的名增添榮耀。下一次家庭崇拜日，將會在十月尾舉行，請加以留意準備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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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期讀經班，將在八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開班，由許曉惠為主的同工團隊負責。他們正在作準備
和培訓工作，同工之中有家長和大學的在讀生，倘若你有意參加事奉，請與許曉惠聯絡。她的電郵
地址是： ccco.vbs@gail.com。同時也請你為此活動禱告，求神感動學員的心，特別是那些來自非
信徒家庭背景的小朋友們。今年讀經班的主題是：「成為神國的基石」。希望這一主題，能幫助學
員認識到：神是萬物的創造者，並且能幫助小朋友們在神的正道上堅固剛強。
兒童事工部還為秋天的活動作好準備。今年的九月要恢復主日學班和周五晚上的學經班，倘若你有
意為主效力，請與甄劉秀真聯絡。電郵地址是： salina.yan@ccco.on.ca
倘若你想瞭解更多有關兒童事工的詳情，也可與甄劉秀真聯絡，她是非常樂意的同你分享在兒童事
工上事奉的樂趣。

青年事工－王迺華牧師
《詩篇》 103 ： 17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我們最近的教會敬拜（ 7 月 14 日）使我想到我們確實是教會家庭中的一員，親眼目睹一代弟兄姊
妹們不斷地影響下一代，這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圖畫。每年，弟兄姊妹們為我們的青年犧牲了他們假
期的時間、每天晚上的時間，奉上財政支持、禱告和禁食。別忘了這些年輕人很快就會成為家庭和
教會的領袖。
這些年對於青少年及兒童事工在培養成熟的基督的門徒方面至關重要，我們為他們能成為有信心的
見證者、敬虔的父母和仆人而禱告，這當然不會在一夜之間或是通過一個事件發生，而是要靠弟兄
姐妹們持續不斷地給予教導和樹立榜樣。請為青少年及兒童事工禱告，為我們的教會尋求神的智慧
和帶領禱告。
五月份，我們的青年攜手為咖啡屋外展活動進行籌備，每年他們為此都付出艱辛的努力，但他們認
為結果是值得的。他們相互合作，為裝飾、食物、節目單、遊戲、見證、音樂、話劇、錄像、接
待、邀請函等等做準備。在整個過程中，他們認識到弟兄姊妹們可能在他們熱衷的事情上意見不
一，但他們也從中學會了原諒與接受原諒。六月一日， 100 多名學生參加了我們的咖啡屋活動。我
們準備了 90 把椅子，許多人坐在邊凳上或者站在教堂的後邊！最令人鼓舞的是這些年輕人熱情的
邀請他們的非教會朋友來參加他們主辦的傳揚福音的活動。通過見證，話劇以及媒體這樣一些形式
感染渴望真實的這一代人，福音得到大力傳播。過去的幾年中，我們有青年團契的前成員淩頌華、
甄文遜、許曉惠透過聖經和見證來傳揚福音。今年我們有青年團契的 Kiera 分享。感謝主我們的學
生仍在努力的吸引他們學校裏的朋友，他們正在成為天國的子民，不僅把朋友帶到教會，也把教會
帶向各地。
我們青年團契的許多人也參加了到烏哲―蔔谷木短宣的數周籌備工作。今年，我們的十位年輕人與
6 位成年人一道為 24 位克裏青年提供服事。就營員和輔導員的比例而言，今年是最困難的一年，但
是神的拯救是信實而大有能力的。在此文寫作之時，這些年輕人每人都交了一篇個人分享，有些人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還會講述神在這個過程中是如何造就他們的。贊美主，借著禁食、禱告、財政
支持和大家不斷地對這次短宣給予支持。謝謝！
在這一學年漸進尾聲的時候，通過耶穌生平和新約縱覽，我們繼續聖經學習系列。我們也通過國際
關心中國慈善協會的一位代表了解了中國孤兒院的事工。許多年輕人為了服事兒童都在為即將來臨
的暑期聖經學校做準備。我們也盼望著門徒訓練周的到來（ 8 月 19-23 日，上午 9:30-12:00 ），
這是特別安排的聖經學習和靈命長進的一周。我們學習聖經，提一些有難度和需要反思的問題，結
合實際的服事機會來學習和應用以前所學的，今年的主題是根據戴維•普拉特的新書《跟隨我》指
定的，我們鼓勵 9-12 年級的學生每天都來，我們的青年團契和少年活力團秋季退修會暫定於 9 月
13-15 日或 20-22 日進行，地點和細節有待最後確定。去年，與葛培理協會合作，我們看到一萬多
年輕人來聽福音的傳講，今年葛培理協會授權我們以該協會的名義在本地自行舉辦這一活動，請為
收獲事工能擴展至包括兒童和家庭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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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總是可以在 cccoyouth.com 看到每周最新消息，如有問題或想了解如何參與和禱告，請聯系我
們。也請為我們的教會禱告，為我們能夠積極地投身於關懷並裝備婚姻，家庭和我們的下一代而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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