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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議會 ( 一 ) －－羅錦添
植

堂

我們感謝弟兄姊妹們參加兩次在六月舉行的家事會議，討論有關植堂事宜。在會上彼此交
流意見 , 肯定能夠幫助我們尋求神的旨意。
植堂的倡議最初是由長議會提交教會考慮，我們正在力圖通過教會合一的努力 , 尋求神的
旨意。因此，長議會已組織了三次研究報告與相應的家事會議，並祈禱和禁食，目的在帶
領教會經歷團體的鍛煉，以確定神的旨意。我們相信不管這鍛煉的結果是如何，作為一個
教會我們事後將能更堅強和團結地榮耀神。
這鍛煉的下一個階段包括以下內容：
1) 擧行為植堂的特別夏季祈禱活動
這是為期六十天在夏天舉行的迫切祈禱情活動。有關詳情己載於七月中的主日崇拜秩序
表內，這些詳情亦載於我們教會的網站 (www.ccco.on.ca) ，大家可以隨時取閱，讓我們
都參加這一至關重要的祈禱活動。
2) 王迺華牧師的特殊任務
在九月份王迺華牧師將用四週時間，專心處理及思想有關植堂的事宜。
3) 在適當的時候，教會將召開會友大會，討論和決定植堂的倡議。
廿五週年神學基金
經過廣泛的討論，長議會議決成立大使命神學基金，以紀念我們教會廿五週年，其目的是
鼓勵教會成員接受神學訓練，並發展對神學教育奉獻的文化。本基金的詳細資料己載於同
期的華基簡訊，盼望你能仔細閱讀，願神使用這基金，使所有參與的人蒙福。
銘感之言
教會剛完成兩項特別事工：開放日及歡送鄺牧師一家。兩件事都辦得非常成功，多謝許多
在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感謝主，這批人員的辛勤及各就各位，反映主給我們教會的恩
典。
長議會衷心地感謝所有參與以上兩項事工的弟兄姊妹。讚美主！

長議會 ( 二 ) －－神學基金籌委會
廿五週年神學基金
長議會抱著興奮和感恩的心與華基大家庭分享倡議成立「大使命神學基金（以下簡稱“基
金”），用作紀念我們教會立堂廿五週年。
這“基金”是甚麼？
該“基金”是集合弟兄姊妹的捐獻，以助學金或免息貸款的形式去協助有經濟需要的華基
會友全時間攻讀神學課程。
為什麼要設立這樣一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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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有两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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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華基會友攻讀神學，裝備全職事奉 ; 和
2. 在華基培養出一種願意裁培神學生而樂於奉獻的心志，作為有永恆價值的天國投資，
從而呼應了教會廿五週年 “代代相傳－－活出祝福”這主題。
何時開始籌募這“基金”？
一個為期三年的愛心奉獻運動－－從二零一四年（教會廿五週年）年底至二零一七年年
底。
“ 基金”的目標金額及基本運作
“ 基金”的目標金額是廿萬元。透過三年的時間，我們鼓勵兄弟姊妹為這“基金”作信
心認捐奉獻。“基金”的本金一方面將用於提供助學金或免息貸款；同時，由“基金”
金額所產生的利息或投資回報將填補“基金”的本額。
在這三年內，每位華基家庭的成員均鼓勵給該“基金”的本額去奉獻。
“ 基金”的本金金額為二十萬元。這筆款項（ 200,000 元）將其分為 200 個單元，每單
元為一千元，懇請一個家庭或個人在未來三年內認捐一個單元 (1,000 元 ) ，換言之，每
個家庭或個人每年將約認捐 335 元 ( 或每個月約 28 元，即每天約 1 元）。
三年後－－將會怎樣？
當“基金”的本金金額在三年後達到二十萬元的目標後，我們不會有額外的認捐奉獻。
然而，我們鼓勵所有愛主的基督徒在其遺產中留出一部份作為“基金”的奉獻。它可以
是任何金額或遺產的百分比。此外，我們也鼓勵愛主的基督徒於紀念特殊的場合，如結
婚紀念日，他們的子女或孫子女的畢業或為紀念親人或在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去捐獻給
該“基金”。
誠然，弟兄姊妹不需等到三年後才作上述的作特別捐獻。
隨著時間，由神學院畢業的兄弟姊妹償還貸款，以致“基金”的本金金額可以得到補
充。與此同時，我們期望兄弟姊妹繼續捐獻給該“基金”。
基金會的管理監督
長議會將委任一個由四人組成的 (“ 基金”信托董事會 ) 去負責監督“基金”的管理、
運作和問責。“基金”信托董事會包括一位華基現任的董事、一位牧師、一位教會差傳
部代表和一位會眾代表（任期與責權在將來決定）。预計教會的差傳部統籌助學金或免
息貸款申請人的鄰選和决擇等惯常運作。
此外，基金”的財務報表必須每年經審核。
貸款清還
有關還款細則，將照受助人“基金”董事會雙方同意的條款去執行。
過渡期
在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的三年內，華基將繼續頒發由差傳部在每年財政预萛中撥出
的神學助學金。二零一七年後，預計該“基金”成為資助神學生的唯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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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事工－－謝朗軒牧師
國語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個月裏上下同心彼此建立相愛相交的關係， 並把握機會傳揚福
音。
「四十天學真愛」運動
一月至三月份，我們推動「四十天學真愛」運動，一同閱讀此書，向耶穌基督學習如何
建立關係，書中教導聖經有關愛神愛人的真理，例子生動。每主日的信息都圍繞書中六
個主題作有系統的教導，各小組同時使用由華理克牧師 (Rick Warren) 的教導光碟，之
後一同討論如何實行愛神愛人。四月至六月份的每主日，長者團契由謝牧師、葉立堅弟
兄及何曉紅姊妹帶領，使用此書編寫的題目進行討論，每位弟兄姊妹都一同感謝神在這
本書中受益匪淺，我們各人都身體力行，愛身邊的人、愛鄰舍、愛弟兄姊妹。
福音聚會
五月九日，我們與恩福協會合辦佈道會，得各教會支持，超過 110 人出席，當晚有 4 位
朋友上到臺前接受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六月廿一日，本會的長者們籌備了一個福音聚
會，長者們以唱詩、話劇、舞蹈、分享並謝牧師的簡短信息來見證神在他們生命中的作
為。長者們努力邀請新朋友出席，會中共 82 人出席，其中 24 位為第一次來本會聚會。
成人小組事工
國語堂盼望以小組形式創造彼此相愛、彼此造就成長的環境，除有好的小組資料如「四
十天學真愛」一書以外，小組組長的素質也非常重要。今年一月，我們按地區重組了四
個小組，組長們都樂意事奉，盡心盡力，打開自己的家門，以愛相待。我們還定期每兩
至三個月舉行小組組長支持及訓練聚會，並於五月十九日及七月五日舉行了兩次。會中
小組組長得到訓練、支持、彼此代求，在事奉的路上不至孤單和無助。
崇拜聚會
感謝神，崇拜讚美小組忠心的擺上，每主日按講題引導我們以詩歌敬拜。六月份，牧師
計劃了一連串的主題講道──中年篇，配合六月十五日父親節的福音主日，預先鼓勵弟
兄姊妹邀請朋友出席，當天共 91 人出席。整個月平均人數上升至 83 人，有一些離開了
本會的弟兄姊妹回來敬拜，另有新朋友出席。
國語大學生團契
每週五晚上六時十五分，學生們從各大專院校來本會享受愛心晚膳，這豐富的晚餐是由
一班愛心弟兄姊妹預備。對學生們來說，海外孤身遊學，這一餐晚膳是帶著鄉情，溫暖
和愛。從四月份起我們與學生們查考《約翰福音》的神跡，另按他們的需要提供不同的
講座，例如：如何處理壓力、認識自己、計劃人生和尋找工作，很多研究院的學生及即
將畢業的大學生都來參加。我們九月份希望到校園接觸一些本科生。
國語核心小組
感謝神三月份為我們帶來一位新的核心小組成員：易靜，連同新到任的謝牧師，我們共
有七位成員。我們在開會及家中交誼，聚會中都感謝神賜下同心及異象發展國語堂。我
們重新為五個事工定位，分配事奉人員，以後國語事工將以崇拜、基教、關顧、小組相
交及福音五個部門，按學生、成人及長者的需要來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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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師母來華基事奉剛滿五個月，心中充滿感恩， 特別是弟兄姊妹對我們的接納，對我
們的信任， 願意與我們同心建立教會， 都是我們的福氣。 願神繼續在我們當中被高
舉、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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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園地－－張秉康
讚美主！夏天已到，百花盛放，華基差傳部也有很多活動和工作。
感謝我們所支持的短宣宣教士何許雁珠，在五月份來到華基的廣東話堂和國語堂分享她
在亞洲的工作。在今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她將參加福華國際（ BCI ）再次前往亞洲短
宣，請為她禱告。
感謝我們所支持的宣教士詹珍妮特和詹喬納森在七月來到華基探望我們，並分享他們在
非洲安哥拉的事工，詹喬納森也在青年團契和活水團契分享他的見證。另外，他在七月
十三日的主日英語崇拜作了證道。
我們華基會友馬千詠成功地完成在多倫多校園傳道會舉辦的短宣工作，她將在八月份和
我們分享。
此外，華基青年短宣隊成功地前往魁北克省北部原著民地區向當地的青年人外展。特別
感謝張銘弟兄的熱誠，在最後一刻，臨時向公司請一周的假期，作為這次青年短宣的成
人領袖和司機。感謝你們的禱告和財政上的慷慨資助，我們已籌集了超過加幣 $6,900 。
青年短宣隊將在八月份和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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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團契及小組
暑期天氣和暖 , 迦勒團的長輩也活躍起來 , 在七、八月份皆有進行戶外活動。七月份在
恩主園舉行 , 當天出席的長者非常踴躍 ; 八月更安排往 Major Hill Park 及旁邊的鐵橋
步行遠足，請特別為一班長者出入安全代禱。粵語成人團契五月份一行廿人參觀了鬱金
香節 , 之後更有午膳聚餐 ; 六月份的聚會是參加聯會培靈會 , 可惜當天出席的人數並不
太多。暑假七、八月期間 , 團契將休會。九至十二月的團契月會以《基督徒生活點滴》
為主題 , 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來探討信徒生活的有關方面，詳情請參閱粵語事工壁報版
上的海報。粵語小組重整再開始已有半年 , 四個小組都漸上軌道 ; 在暑假休會前各組員
都會填寫《小組生活問卷》 , 以評估小組事工 , 並作出適當的改善 , 請為小組事工的發
展代禱。
福音外展小組
自從幾個月前成立以來 , 福音外展小組已舉行了兩祈禱會 , 提名為未信者和探訪的對象
代禱 ; 也進行了兩次福音性探訪 , 每次都有兩隊探訪隊 , 曾探過五位未信者 , 有機會和
四位朋友分享了福音 , 感謝主 ! 其中更有兩位決志信主。請為決志者的信心及初信栽培
祈禱。
閱讀運動
為鼓勵弟兄姊妹在屬靈追求上繼續進深 , 故粵語核心小組在暑假期間舉行閱讀運動，介
紹弟兄姊妹閱讀《靈修生活》和《如何經歷神的同在》兩本書，訂來出售的二十五本書
早已售罄。在七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二十四日分別安排了兩次閱讀分享會 , 讓弟兄姊妹在
其中分享和討論。願主使用 , 叫我們在互相激勵下一同在主裡長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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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晚堂崇拜
經數月的禱告等候和商討 , 粵語核心小組決定每月一次逢第四個星期三晚上七時半 ,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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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晚堂崇拜 , 讓不能參加主日崇拜的人士參加。感謝神 ! 得到許多弟兄姊妹的幫助 , 第
一次的周三晚崇拜於七月二十三日順利舉行。當晚有約三十人出席 , 其中有十多位是平
日因工作關係不能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 更喜見一位多年未曾出席聚會的弟
兄回來 , 一起敬拜神。下次崇拜是八月二十七日晚 , 敬請代禱 ; 如你有負擔參與這項服
侍 , 請與王國鈞牧師聯絡。

過渡委员会 ( 英語事工 ) －－陳德恩
反思的時刻，變革的時刻
華基教會在初建之後不久便已開始英語事工。雖然過去的二十五年之間發生了諸多變
化，也遇到過許多挑戰，但是英語堂高舉神的名、在萬國造就門徒的使命卻一如既往，
沒有改變。
凡事都有定時（參見《傳道書》）。我們的英語牧者鄺牧師決定離開教會前往萨斯卡
通，開始新的事工。這一時刻應該是我們對英語成人事工加以思考和評估的適當時刻。
在長老會支持下，成立了過渡委员会，負責英語事工的維持、成長、變革的工作。“維
持”這個詞雖然聽起來可能有點被動，但是大家都明白，只有不斷地反思、衡量，維持
才有可能。如果不持續改進工作，什麼樣的事工都不可能結出果子，也不可能長久前
行。我們追求提高並為之努力，變革也將不可避免。有上帝的恩惠和聖靈的做工，隨著
變革的落實，屬靈的成長也將會開始。
過渡小組由下列人員組成：
余雅炘、余雅雯、黃嘉恩、朱加曄、蔡傅榮、蔡黃思豪、甄惠球、陳德恩、陳黃德賢、
甄文遜、劉耀基、黃敬曦。
這些弟兄姊妹可能年齡不同，所處的人生階段不盡相同，信主經歷也各不相同，但是他
們都有同樣的熱情，順服上帝的話語，建設基督的身體。希望他們從大處著眼，必要時
向現狀發起挑戰，努力為以下這些問題尋找答案：
―― 作為一個屬靈的群體，我們在完成大使命方面做得怎麼樣？
―― 在大渥太華地區的英語社群的背景下面，上帝對于本事工有什麽用意？
―― 我們什麽地方做得好、什麽地方做得不好？如何改進？
―― 作為上帝的子民，我們忽略、忽視了什麽東西？作為祂的子民，我們應當悔改什
麽？我們應當如何改變，才能應對這樣的疏忽？
在許多方面，過渡委员会的職責也是使英語堂形成一種特質和文化，將敬拜和門徒訓練
當做英語堂發展中的首要和關鍵性任務。隨著英語堂的前行，面臨主為我們預備的未
來，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永遠把心思集中在祂為教會預定的目標上面，無論我們做什麽事
情，都把這一目標置於前面。在未來的許多年裡，這樣一種心態作為英語事工策略和方
向的基礎，也將是適當的。
屬靈轉變的路將不會平坦而充滿阻礙，有時會有疑惑，有時會有衝突。如果我們按照神
的意旨行事，魔鬼無疑將會極盡擾亂、欺騙、分裂、破壞之能事。對於英語堂準備走上
這一旅途的弟兄姊妹而言，這不會是一趟兜風玩樂之旅，而更可能是一趟屬靈之旅，令
我們更加瞭解神為華基的英語會眾預定的目標。這樣的旅程也將讓參與這一工作的團組
和個人更加瞭解神，通過祂的特殊方式經歷祂，更加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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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委员会及英語堂心裡懷著這些挑戰走在這個旅途當中，尋求聖靈指引未來，在今後
的歲月裡使上帝的名得以高舉、得到榮耀，我們請教會全體不住地禱告支持，愛我們、
忍耐我們不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