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議會 -- 羅錦添
在我們教會當了將近 19 年牧者, 鄺獻道牧師在四月底提出請辭, 長議會遺憾地
接受了, 今年 7 月 27 日主日崇拜將是他在教會的最後聚會。但是, 我們高興地
得悉神已為他打開了一扇門，在薩斯卡通市一浸信教會事奉。我們祈求主繼續
在新環境中大力地使用他和他一家，也讓他們在幾個月內的搬家過程中得到力
量和平安。
因鄺牧者的的離去，長議會成立了由陳德恩弟兄領導的過渡委員會, 提供維持,
發展和有效改造英文堂的持續性。該委員會將吸納現有的英文核心小組，及加
入新的成員，以助其開展事奉。
教會將舉行兩個家事議事會, 討論在春季會友大會上提交的兩個有關植堂報告,
一議事會將以英語在六月一日主日崇拜後舉行, 另一議事會則以粵/國語在六月
十五日舉行。議事會的目的是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植堂計劃有關問題。因為我
們相信，假若現在就是植堂的時機, 神會使會眾也有同感, 從而肯定祂的旨意。
因此，我們懇請弟兄姊妹多明瞭植堂計劃,多繼續禱告, 尋求神的旨意。我們將
會在適當時間召開會友大會對植堂計劃作出決定。
長議會通過王迺華牧師在未來幾個月內, 進行結合教育休假和特殊任務的議
案。教育休假為期 8 週, 好讓王迺華牧師能更好的裝備和靈性更新。特殊任務
為期 4 週, 讓王迺華牧師專注植堂計劃。此教育/任務行動將於七月上旬開始，
它可能分成幾部分，以適應他繼續參與他一直積極參與的事奉。讓我們在禱告
上支持王迺華牧師。
青少年事工 -- 王迺華牧師
和暖的春風吹來，一片生機。更有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孽，使我們獲得不朽的新生，這一切的一切，令人欣喜而感恩。
在青少年事工上，主的大能不斷地改變慕道者的生命。在過去的兩個月裏，神
更有額外的恩典，2014 年 3 月 14 到 16 日，華基有 41 位青年組員以及 10 位同
工，參加一個有 56 位青年成員和 13 位同工的更新退修會。在高中組方面，主
題是「降服」：內容有物質世界的引誘、過犯和自我。活動就側重通過禱告與
神交通、通過讀經來更認識主。至於青年組方面，就作深入的討論：確認主耶
穌在自己的生命中作工、認清自己的罪孽、立志改變自己生活，他們並列出禱
告的細節。與會期間，見到一些組員流淚立志，使我們深受感動。期中一些組
員，更表示要向受傷痛的朋友們傳福音；一些就表示要在各個人際關係方面，
作出改善；更有些就願意在團契組員中，加深其間之關係的培養。很多的成員
在活動中，認真的讀經、細心的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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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而王世嘉的分享，就將在華基的分享版上刊登出來。這些由衷的分
享，使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四月是記念耶穌基督的受難和復活，我們華基青年組和少年組，一共 39
位成員，參加渥太華全市性的「別無他名」的活動。整整的一天，有崇
拜、有工作坊和演講。參加者根據自己特殊的興趣和需要，選擇工作坊
的參與，從中汲取重要的信息，準備在朋友交往中，活出主的愛。接著
下去的週五，參加者在活動室內，把那些朋友名字，寫在有顏色的咭片
上拼圖，為每位朋友禱告，求神拯救他們。
在少年組裏，我們展開就兩性關係發展的對話。內容的重點就是在正式
與異性交往之前，要先培養自身的質素，並以聖靈所結的果子為準則。
希望學員通過模仿主耶穌，先改善自己，使自己更像主，然後才開始建
立婚姻關係，進而為人父母。求主幫助他們！
在上一次的匯報中所提及的學習內容，仍然在繼續著。青年組仍以逐章
的進度，來閱讀羅馬書，學習其中基本原理。在聖潔、良心、終身榮耀
神和信徒屬世的責任方面，作詳盡的討論。在屬靈的建造方面，教材上
有一系列的內容，每週有家課要做，我們鼓勵學員每天讀一段的經文，
加以反省，自我提問並做練習題。約有 15 位學員，堅持每天靈修。部
份學員並以為期七周的時間，學完所有的課程內容。
尚有兩個的組的組員，在讀但以理書，他們在精彩的章節中，學習怎樣
不隨波逐流，使自己立場堅定，出類拔萃，並承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面臨種種的引誘。
五月中，少年組教材的主題是「奇異恩典」。他們在學習中，認識到神
是無條件的赦免我們的罪，但我們自己也要努力潔淨，遠離過犯。要更
清楚神的恩典，並不是繼續犯罪的理由，從而明白神的恩典是如何影響
人生的目標。
青年組在五月中，開始研讀彼得前書。使學員懂得：世界自始至今，就
有苦難；而每一個人的家中，也有疾病、死亡、經濟困難和心理壓力；
從而明白應該怎樣在這墮落的世界上生活。在彼得前書中，也述及對受
迫害的教會，神作出許多如何的應許：神應許與我們同在，在苦難中安
慰我們，用苦難磨來練我們，使我們靈命得以成長，榮耀我神。
在主日學班，我們研讀雅各書。書中提到當時的教徒，樂於聽道，難於
行道。事實上，各個時代的教會，都有這種現象。作者指出，信徒們除
了聽道，更要行道。當今教會，真正所需的信仰，是要成就神的義，使
萬民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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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一段時間，我們的咖啡屋外展，又積極的準備了。成員們在晚上發
電郵、邀請朋友、購買禮品、裝飾佈置、預備食物，用心的為主作工。一
些成員更準備在活動中作見證、在音樂、劇目和主持方面事奉。求神在慕
道者的心內作工，從而使我們見到神的大能。
在過往的幾星期，我們也開始一年一度，烏哲短宣準備的工作。這次收到
異常多的申請，但是名額有限，不能滿足所有的申請者，但我們會盡量接
納此次克里之行。請你們在此活動的禁食禱告中，懇求聖靈在這些青年人
的生命上，作出美好的聖工。
一如以往，青少年事工的詳情，可在 cccoyouth.com 的網址查閱，如有問題
也請與我們聯絡。請為華基禱告，為那些我們能關顧到的人們禱告，為他
們的婚姻、家庭和兒女們禱告。
兒童事工 --- 甄劉秀真
教會近期有著一鼓動力加增了有關下一代需要的討論。其中一項就是四月
初理事會主領了一個教會領導前境的討論會, 邀請了在教會不同部門作領導
的及一些關心教會前境的弟兄姊妹參加並有著直接對話。對青少年丶兒童
事工來説，這是正面向前的一步因為當天所討論的三個主題之一便是提到
現時的兒童出席率所產生一連串波浪式的影響從青少年丶大學丶就業丶以
至於成人會眾。我們期望這次的直接對話能帶出實際行動正視兒童事工的
需要。在一直未有牧者的直接牧養丶在理事會亦未有正式席位給予兒童事
工的代表, 因而今年所有兒童聚會與項目便由每個兒童項目的統籌組合的兒
童事工小組共同負責。
從選擇課程丶招募(領隊，老師，助手等)丶編排時間表丶策劃丶與父母們聯
繫丶與孩子們建立關係丶甚至本身也要作教師……… 這些都是每個兒童項
目作統籌不斷努力地要負責為的是要榮耀神的國度。我們一直夢想有著兒
童事工的牧者作帶領丶培訓丶牧養為的是那寶貴新的一代及他們的父母。
我們盼望是這次理事會帶動的對話當中所提出的觀點能給予教會對兒童事
工的需要有著暫新的看法。在一篇文章看到這樣的說話: 「光管説並不能就
這樣將你的教會改成為著重家庭的教會 。。。。要有實質的行動比單管說
話更落實。」 因此，我們的禱告是討論及建議後能有實際的行動配合，而
不會日久被忘記而枯萎。
今年暑假沒有暑期聖經學校，大部份的兒童項目都會在六月底總結然後在
九月再重開。在七丶八月期間的主日都會有一斑兒童斑給幼稚園至二年級
的兒童，跟英丶粵丶普通話崇拜於 10:00 同時進行。大多數兒童事工的導師
及老師們都有著本身的工作及家庭責任但仍在學期間都不違餘力忠心的每
星期侍奉，求神讓他們從暑期的休息能再次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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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部 -- 張秉康
讚美主！夏天來了，華基差傳部將有很多活動和工作。
感謝劉啟向弟兄在五月初探訪我們。他是我們支持的神學生。感謝他與我
們分享他在卑詩省溫哥華維真神學院的課程和研究。願上帝賜給他智慧，
好好學習，並與神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我們支持的宣教士詹珍妮特和她的兒子喬納森將會在 7 月 13 日週日探訪我
們。喬納森將是那週日我們英語崇拜的主講嘉賓。我們相信他將會給予我
們許多他在非洲安哥拉事工的更新。
我們華基的會友馬千詠會在今年夏天從 5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參加多倫多校
園傳道會舉辦的短宣。她的事奉對象是在多倫多的工作人仕。此外，她也
正在多倫多尋找一份暑期工作，請為她禱告。
另外，華基差傳部將（再次）支持從 6 月 28 日到 7 月 6 日前往魁北克省北
部地區原著民小鎮 OujeBougamou 的青年短宣。約有超過 20 位年青人和成
人領袖參加。他們會有很多工作準備，如:寫見證，崇拜練習和其他物流問
題。我們呼籲大家以祈禱以和金錢奉獻支持他們。在六月份他們會有募捐
活動，請使用華基教會奉獻信封並在信封上註明“魁北克原著民青年短
宣”幫助他們。
最後，我們華基差傳部祝你有一個美好的夏天。當你正在享受美好的陽
光，請記得與你週邊的人們分享神的愛和救恩的信息。
粵語事工 -- 王國鈞牧師

靈命培育的良機
粵語堂弟兄姊妹一般信主已多年, 但靈命的培育仍然是其他一切事工的基
礎. 最近, 我們再次藉講譠鼓勵弟兄姊妹靈修, 當中更邀請馬榮湛和王吳桂
芬分享他們靈修生活的心得; 我們又為會眾訂《靈命日糧》季刊, 期望弟兄
姊妹建立每天靈修的習慣.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許多學習聖經真理的機會! 恩道神學院四月舉行事工基
礎課程 – 天國風雲 1500 年; 華基有 6 位弟兄姊妹參加. 另外, 生命之道已舉
行到第四季, 今期是研讀民數記, 華基有 30 多位參加者, 連一些初信者也踴
躍參加, 實在要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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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渥太華粵語培靈會
日期: 6 月 20 – 21 日
講員: 賴若瀚牧師
主題: 後現代聖言的呼喚
詳情見海報

福音小組的成立
在加拿大華人教會中, 由於國語人口在過去十多年的激增, 帶來空前傳福音的良
機, 叫國語事工大有進展; 無可置疑, 這是神給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機會和責任.
相比之下,粵語事工自九七後已鮮有從香港來的新移民, 而 一般粵語會眾都呈現
老化現象, 以至令人有一種粵語事工好像是「夕陽工業」的錯覺. 不久之前, 簡
國慶牧師曾寫一篇文章: 《談談廣東話教會的黃昏論》, 來駁斥這種錯覺. 今年
初, 我也曾參加了加拿大華福會舉辦的《兩文三語教會策進會議》, 大會講員王
乃基牧師指出, 香港只有七百萬人口, 當年其中少部份人移民來加拿大時, 已做
成華人教會大幅增長; 現在廣東省講粵語的人口, 是香港的十堷; 還未算其他省,
如廣西說粵語的人. 誰能說未來不會有粵語的新移民! 事實上, 過去幾年神藉
一些弟兄姊妹的努力, 也接觸了不少這些從大陸來的粵語新移民, 其中更有已信
主和受洗的. 另一方面, 目前在渥太華的廣東話的人中, 90%都還未信主. 我們豈
能放棄向他們傳福音的責任呢?
感謝神把傳福音的負擔放在一群的弟兄姊妹心中, 最近, 我們成立了粵語福音事
工小組; 成員包括許炳輝, 馬榮湛, 梁漢棟, 譚秀燕, 鄭則亮夫婦, 和我. 我們已舉
行了兩次聚會, 訂定了小組的目的和方向. 我們的目的是推動粵語堂的福音事
工, 鼓勵弟兄姊妹藉禱告, 介紹福音探訪的對象和參與探訪, 來一起參與傳福音
的工作. 目前, 我們定了每月一次的福音性探訪, 也會召集為福音事工代禱會.
如你也有負擔參加, 請與任何一位組員聯絡!

周日崇拜的探索
幾年前, 我們都注意到不少在服務性行業的朋友甚至是信徒, 由於周末上班而未
能參加教會聚會, 故我們曾組織在周二晚上舉行的以馬內利團契, 也曾接觸了不
少這類朋友. 其實, 在粵語堂已信主而經常要在周末上班的弟兄姊妹, 數目不下
十人. 故粵語核心小組今年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要探索設立在周日(weekdays)其
中一個晚上舉行崇拜的可行性. 敬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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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事工 -- 鄺獻道牧師
許多人可能都知道， 無論對我個人還是對英語事工而言， 最主要的一
個報告是神帶領我和我的家人去薩省的薩斯卡通參與一個新的事工。 儘
管我們對未來的新挑戰很興奮， 對能夠有機會離得 Michelle 師母的家人
近一些很感恩, 但是對於離開這裡我們的心情是複雜的，因為我們對華
基的愛使的這次變動成為一個心潮難以平靜的時刻。但是我們也知道變
化會帶來機遇，我們相信神會繼續的帶領我們，正如我們知道他會繼續
的帶領并祝福你們一樣。
鑒於這一變動，随着教會正在考慮的植堂事宜，未來的日子令人憧憬！
相信神會利用這個時刻以新的奇妙彰顯他自己。我願向神禱告，願你們
在尋求神對教會的帶領以及對英語事工的引導時將同心禱告和服事。
2014 年初，英語核心小組確認領袖培養/承繼以及生命小組 (Life Groups)
事工是本年的重點。儘管以後將會更加側重領袖培訓和培養，但這一方
向沒有變。 無論華基是否會植一個新堂，我們都需要培養新的信徒和我
們的下一代，給他們提供服事的機會，辨識神對他們的旨意
考慮到我的離開以及教會和英語事工接下來的工作，陳德恩長老慷慨地
提出將領導一個英語事工過渡團隊。這個團隊將負責預測并辨識神的帶
領以及日常的需要。他將與英語核心小組、陳黃德賢和黃嘉恩一起工
作，同時還將尋求其他人提出的建議及提供的服事。英語核心小組和長
議會正在就此事進行商討，敬請留意更多信息。
關於講道，我們完成了尼希米記的一個信息系列。看到神如何把一個異
象給了尼希米，用他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更重要的是重建神的子民的
生活，令人振奮。我們禱告當我們也在尋求神給我們的異象，並能按著
這個異象生活的時候，我們能夠像尼希米一樣成為有異象的人， 成為神
的子民。
在主日學我們即將完成對約翰·派博《渴望神》一書的學習。在禁食，禱
告和基督徒生活等方面我們學習到很多。我們遇到過挑戰，受到過鼓
勵，有時會有分歧，但在一起討論，彼此分享很有益處。主日學在 7、8
月暑假期間將像往年一樣休息。
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進行華基家訊進展報告，讓我借此機會謝謝你們，
并對過去的 19 年表示衷心感謝。能夠這麼多年作為這個教會大家庭的一
部份是一個真正的祝福。 我最後一次主日將在 7 月 27 日，我們家預計
將在 8 月中搬往薩斯客徹溫。希望你們知道我們將會思念你們並為你們
祈禱，在你們不斷仰望神的時候我們期望會看到神在你們中間并透過你
們成就奇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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