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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年間，我不斷反覆思量，到底在今年再

次在愛城華人浸信會舉辦假期兒童聖經班是否一個好主

意。當我知道吳師母的請辭以及 Patrick 和 Dorothy 不能夠

再在兒童部幫忙，我真的打算讓這個活動暫時停止。我們

沒有足夠有經驗的義工。雖然這樣，但是需要還是存在，

有無數的父母向我打聽兒童暑期聖經班的詳情，他們都

強烈要求讓這個事工繼續。我帶著保留和不安的心情去

答應帶領今次的兒童暑期聖經班。我們這次有太多的改

變、新的老師以及義工，我非常肯定這一次一定會是慘淡收場！而且在聖經班開始前數天，我們

的崇拜帶領以及青少年事工的教員林健雄牧師生病了，令他在往後數天甚麼都做不到。雖然如

此，神卻掌管以及帶領這個兒童暑期聖經班成功地進行。 

這是頭一次我感受到我能夠全然地倚靠我們的義工，而且不用時常給他們提醒。這些義工

雖然平均年齡只有十五歳，但他們的成熟度及責任感卻另我驚訝！那些新的老師也給我們很好

的回應，他們都為到這次的經驗感到興奮。因爲林牧師的病患， Brendan Leung 以及 Tim Wu 就

負起了帶領崇拜的責任，他們的表現令我們印象深刻。而且我也十分享受帶領以及訓練一班青少

年。我真的為到這些年輕義工的熱心以及成熟而感到讚嘆！我能夠與他們建立起一段關係，也幫

助他們去發掘誰是耶穌以及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影響。

這個兒童暑期聖經班的每一天都很順利地渡過，到了

最後一天，我更加希望我當初有計劃兩星期的節目，而

不只是一個星期。神教導了我去完全相信祂以及容許

祂全然掌管及帶領。如果我沒有學到這一個功課，兒童

暑期聖經班就不會這麼成功。我懇切期待下一年再次

與家長以及兒童享受兒童暑期聖經班。這次，我再不會

猶疑這個活動會不會再發生。 

Mandy Hong 

 恩慈組每年一次的大旅行按計劃在 7 月 18 日早上出發，到 20 日傍晚 9 時

平安返回愛城。全部行程如期進行並順利完成，因得到各分組組長及弟兄姊妹的

同心合作，充份發揮各人的愛心正能量，整個旅程都暢快而順利。十多位新朋友

也很滿意，其中多人且期望明年能繼續有如此佳美的活動。感謝神在當中的帶領

和保守，由天氣的變化到旅遊巴上冷氣系統故障及最後一日早上的敬拜聚會，我

們都親自經歷到神的同行同在！ 其實我們每年舉辦旅行的其中一個目的也是希

望接觸更多未信朋友，使福音有傳講的機會。為了更好地照顧到每一位，我們事

前有一個周詳的計劃，除了我是領隊和 Joyce 任統籌外，我們還將 45 人分成 4 個

小組，每組由組長負責照應，但行動上整體是一致的，四組分別由劉宇亮、梁海

光、Angela 和 James、Fanny 和丈夫出任組長，每組並配備對講機一副及織有 ECBC

字樣的紅旗一支，各組長在這次旅程中發揮極大作用，付出了很多辛勞，特別是

統籌 Joyce，要再一次在此多謝他們愛心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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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計劃參觀的景點共有九個，每一處都有驚喜興奮的時刻，這裡只略為

記述最具震撼力的「天空步道」。這座今年 5 月才揭幕，但已成為世界各國遊客

響往的熱門旅遊點，同時也被譽為是加國最新的觀光標杆級景點！ 當進入這個

景點的大門，遠望坐落在懸崖峭壁上的這座建築物，已感受到它的天險氣勢，當

正式踏上它的破璃橋面上(因本人沒有畏高症，所以沒有太多的腳軟感)。首先感受

到它的確是人類工程學上一項傑出的設計！ 當定了定神經，再通過透明的腳底

下，望到近一千呎高橋底峽谷下面的獨特自然生態景象，又再環顧四週雄偉而壯

麗鋪滿冰雪的洛機山脈，立刻感受到冰川山河浩瀚的自然力量，更加體驗到神創

造的偉大，人類的聰明設計以之比對，怎能夠相作比擬？！但兩者之間相配合就

確實是人與大自然融合理念的最佳體現！ 

一路上我們都經歷神的同在和保守，出發前天氣預測第二天(19 日)開始整個 Jasper, Lake Louise, Banff 等地區全是下雨

天，各人為此擔心行程必受影響；但感謝神，祂即時讓我想起了 Banff 一帶的山林大火，於是就向神禱告 : 「雖然天將會下

雨，但只有雨水才可能制止和撲滅連日來的山火蔓延，無論如何，神自有祂的美意在其中！ 大家應要感恩，只要有好的心

情，雖在雨中也會自得其樂…。」第一日天氣不錯，各人都很開心，巴士上不停合唱或獨唱詩歌，各人大展歌喉，可惜巴

士行到中途，冷氣系統即發生故障，還好天氣不算太熱，但眾人擔心第二日較長的旅程，大家會更加不好受！ 第二天一早

望出窗外，果然天降大雨，室外氣溫驟降。出發後車上一位初信的弟兄即感謝神降下雨水令天氣清涼，以致巴士上一點都

不覺悶熱，其他人也不禁讚歎天父的美意！更奇妙的是，當我們參觀每一個景點時，「天都開了！」各人下車觀賞都不需

帶雨具，到坐吊車參觀的時段還居然見到陽光出現，令到視野遙遠廣闊，但參觀完繼續行車時，雨又下過不停，真感恩！

更奇妙的經歷是沿著 93 號公路行到臨近 Lake Louise 的一大段路程，左邊公路旁起直到視野的盡頭，一大片山林全被山火燒

毀，在雨水下被燒成黑炭的林木，還正在冒煙，有些消防員仍在清理現場，早一兩天可能這裡還被封路，全車各人都見證

了神的恩典和作為！直到最後在 Lake Louise 和 Moraine Lake，才不停地下雨，感恩的是這兩個湖幾乎全部人都參觀過幾次，

所以也不覺得太可惜。到達第二晚於 Canmore 住宿的酒店時，天氣已好轉，陽光也出來了。 

星期日的敬拜聚會有主席、領詩、靈修和專題分享，出來的效果不錯，內容互相協調，出奇的和諧一致，再要感謝天

父的帶領和幫助。聚會完再繼續起程，這一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而旅遊巴士公司也換了另一部冷氣系統良好的巴士給

我們，到最後一個景點 Johnston 峽谷，大家都開心玩到樂而忘返。回到愛城後，Joyce 向旅遊巴公司據實投訴，他們已口頭

上答應退款一千元，若然落實，各人表示會拿去擺四圍酒菜，讓大家再有相聚的機會，也當是額外的獎賞！ 

總結一句，總要有仰望神的信心，無論在什麼的情況下，神的恩典是足夠我們用的！ 

(續第一頁) 

愛心盤菜迎中秋 

農曆八月十五是中秋，中國人喜歡在這一個節日與

家人相聚，一起共渡佳節、賞月、吃月餅、玩花燈。

外展部有見及此，舉辦了「愛心盤菜迎中秋」，目的

是邀請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藉著這個聚會與他們認

識，建立關係。當天晚上，除了盤菜之外，亦有一些

遊戲，如花燈設計比賽，猜燈謎等等，希望大家能夠

打成一片，歡渡這個佳節，更重要的是讓新朋友能夠

感受到神的愛。祈盼弟兄姊妹能夠同心參與，努力傳

揚福音。 

開開心心傳福音 

九月份，外展部將舉辦一個傳福音的裝備課程，名為「開開心心傳福音」個

人佈道訓練，課程日期為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假宣道會城南堂舉行。譲弟兄

姊妹學習怎樣向人傳福音及一些個人佈道技巧，並且有實習時間。讓弟兄姊

妹學以致用。我非常鼓勵弟兄姊妹報名學習，裝備自己，被主使用！努力傳

揚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小城探訪體驗日 

另外，9 月 13 日外展部擧辦「小城探訪體驗日」誠意邀請大家報名參與，體

驗小城探訪的樂趣，經歷神奇妙的作為及大能。今年初，神給我的異像就是

叫我去小城探訪，當我願意踏出， 神就讓我看到在小城開餐館的未得之民，

他們極需要福音，無論在生活或心靈上都需要主耶穌的愛，需要主耶穌進入

他們的生命中。這個體驗日，目的是有一個平台譲大家能夠接觸小城宣教，

體驗佈道時與神同工那份喜樂。完成主吩咐我們的大使命。請大家踴躍報名

以上兩個佈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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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已經平安地完成歷時四周的中國之行。這裡我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這次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所得，將榮耀、

感謝歸給我們的神，求神繼續帶領我們的中國事工。 

1. 行程簡介 

 7月 14日，我離開 Edmonton, 開始今年的中國之行。15 日到達上海，與父母住

了兩天，17日晚上到上海市區參加李弟兄他們教會小組聚會； 7月 18日從上海坐高鐵到

北京，在北京參加了一個營會。7 月 21日從北京飛往長春，探望一個姐妹和她的家人。

7月 22日從長春飛重慶，在重慶大學、重慶一個養老院傳福音； 7月 24日回老家，探望

親人，重訪中學母校； 7月 28日晚上到成都，7月 30 日早上從成都飛南昌，看望一個曾

經在我們這裡聚會的訪問學者謝老師和他的家人，在一家庭教會分享我的見証； 7月 31

日晚上從南昌作火車到合肥，在大學傳福音，看望曾經在這裡作訪問學者的朱老師一家

和他的朋友們； 8 月 3日從合肥到蕪湖，參加一個營會； 8 月 8日，營會結束，回到上

海，與家人住了兩天，8月 10 日從上海回加拿大。（下圖以藍色三角旗標出所到城市，

紅色線標出直線旅程） 

2. 事工簡介 

1) 探訪弟兄姐妹 

 李弟兄曾經在阿爾伯塔大學作訪問學者，這次能夠在

上海和他見面，並且參加他們的小組聚會，聚會中有 8名慕道

友，還有他們的牧師、師母，看到神如何使用他們在大都市傳

福音。 

 Lily 姐妹在我們這裡信主、受洗，然後隨父母回國。這

次我特別前往長春探訪她的一家，

堅固她的信心，告訴她如何過一個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她的母親介紹

我給她的三個學生認識，並和她的

家人共進晚餐。 

 在重慶，我約了兩年前認識

的兩位弟兄姐妹來見面，他們帶了 3個慕道友一起來，有機會和他們分享福音。在我們談論福音

的時候，鄰座的一位婦女聽了，也對福音感興趣。在老家，我重訪了去年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接觸

到的一家人，當時他們夫婦接受了主，今年他們年輕的兒子剛好在家，有機會和他分享福音。 

 

2) 跟進慕道友 

 江西師範大學的謝老師和安徽大學的朱老師曾經在阿爾伯塔大學作訪問學者，他們來過

我們的查經班和教會，這次有機會和他們再見面，也見到他們的家人和一些朋友，和他們分享福

音。他們在信仰上最大的困難就是中國實際的環境，讓他們感到壓力來跟隨耶穌。 

 這次有機會再次見到去年在合肥工業大學見到的學生，當時他們是一個英語學習小組，現

在這個小組已經沒有了。有三個男生來和我見面，其中一個還是穆斯林學生，所以我們不得已到

一個清真餐館吃飯。他們對福音都表示興趣，卻還沒有預備好來接受耶穌為他們的救主。 

重慶一養老院  

一大學校園  

剛修好的家鄉路  

(第四頁續) 



去年在安徽大學遇到的一個考研究生的男生，很高興地來和我見面，今年他已經考上內蒙古大學的研究生。我們談了很多，

他表示願意在接下來一年把聖經好好讀一遍，唯願神的靈在他心中作工，讓他透過聖經認識耶穌。 

 四年前我們在合肥傳福音遇到的幾個學生，今年已經大學畢業了，到別處工作了，這次沒有機會和他們見面，唯願

福音的種子能夠留在他們心中，有一天能夠結出果子。 

(3) 廣撒福音種：除了探訪以前傳福音接觸到的學生，我們也盡可能多地向遇到的每一個人傳福音，無論是親戚、同學、

路過的人、出租車司機、學生。在四川的時候，見到一些我多年未見的親戚，有三個侄女，他們都作媽媽了，她們的孩子居

然叫我爺爺了。這次我有機會回到闊別 25 年的中學，見到現任校長，幾個老師，和他們談起可能為學生舉辦英語營會的事，

他們都表示極大的興趣，求神帶領這件事。這次在成都也有機會見到高中的班主任和幾個高中同學，曾經送給他們聖經，這

次讓他們更多一點了解信仰。 

 一天中午，我在一個大學校園，坐在一樹蔭下，旁邊就是圖書館，有學生進進出出。我看一個男生走過來，我就和

他打招呼。“同學，你讀過聖經嗎？”他說，沒有。我接著說，你願意我給你讀一個聖經故事嗎？感謝主，他居然說，好啊。

就在我旁邊坐下來。我就給他讀路加福音第 19章撒該的故事。讀完了，再從頭講解，他很認真地聽。我問他問題，撒該為

什麼想看耶穌？眾人都說撒該是罪人，耶穌為什麼卻願意到撒該家？我就像平時帶領查經一樣，給他講解經文。我基本上講

完了，就問他有什麼問題。他沒有說什麼。我就給他一張名片，他卻說他的手機壞了，不能加我 QQ或者微信。我說，你有

QQ 嗎？開始他不大願意給我留聯系方式，後來還是留了。我說我可以給你寄一本聖經，他沒有接受，而是說，再說吧。然後

就離開我走了。 

4) 收割庄稼：在重慶的時候，我探訪了三伯伯，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年探訪他，每一次讓他對福音多一點認識。他已經

96 歲了，居然眼睛還能看，耳朵還能聽。我向他再次講明福音，並且提出想為他施洗，他表示願意。我們一起讀了提摩太前

書 1:15，我問他三個問題：你承認自己是個罪人嗎？你相信耶穌基督為你的罪在十字架死了並且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嗎？你

願意跟隨耶穌，為耶穌作見証嗎？他都回答對了，我就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他施洗。感謝神！在蕪湖帶領營會，最

後一天有呼召，有兩個男生決志信主，有 10 多位弟兄姐妹願意奉獻自己，作主耶穌的門徒，遵行大使命，使萬民作主門徒。 

5) 與國內教會同工：這次中國之行，除了隨走隨傳，也安排了與當地一些教會同工。在北京參加了教會所辦的福音營，

去年我們也有參加他們的營會。我在其中講了兩堂道。在南昌的時候，我也有機會和當地教會同工分享自己的見証，那天晚

上本來是他們的禱告會，來了大約 20 多位弟兄姐妹。在蕪湖，我參加了當地一教會為中學生、大學生辦的英語夏令營。本

來我們計劃大約五六十人參加，結果卻來了 100 多人。這些學生大多是從爺爺奶奶、父母那裡繼承了信仰，在信仰上有很多

掙扎。我負責每天上午的講道，下午帶領一個小組學英文，晚上有小組討論。通過與國內教會同工，和國內弟兄姐妹分享，

可以了解國內教會情況，國內弟兄姐妹面對的壓力。 

3. 心得體會 

● 由於這次中國之行，是我一個人前往，我特別提醒自己，要遠離試探，凡事依靠主。所以我盡量堅持每天早上靈修，每

天晚上寫下一天的經歷（在營會中除外，因為營會安排很緊張，沒有時間寫日記）。我感受很深的就是，與其說是我在

為主作工，不如說是我在觀看神的作為，學習與主同行，在很多事上都讓我看見神特別的恩典和作為。 

● 在重慶的時候，我本來約好和一個中學同學和他的家人見面，沒想到隻有他的妻子、女兒來和我見面，他的妻子告訴我，

她的丈夫已經離開他們了，就在我回國前不久。我當時感到驚訝，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們母女。這個同學得了直腸癌，過

去幾年都在和癌症斗爭。我 2011 年回國有見他的面，2012 有再見面，並送他一本聖經，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福音。這

件事讓我再次感受到救人靈魂的緊迫性。 

● 在成都的時候，約好和高中同學見面。我早到了見面地點，就到附近的西南交大去，看有沒有機會傳福音。我在一個荷

花池邊走，沒想到，走到兩個人後面，我就聽見一個人在向另一個人講聖經。我馬上覺得奇妙，居然遇上“同道”了！

我就停下來，但是我沒有馬上表明自己的身份，當我往下聽的時候，我就覺得不對勁，原來那個傳“福音”的人是耶和

華見証人！等他走了以後，我再向那個被傳福音的人傳福音，指出耶和華見証人的錯誤。那個耶和華見証人說，他們經

常有人到大學校園去傳道。如果我們不去傳真正的福音，異端邪說就會擄掠更多的靈魂！ 

●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禾場，很多人還沒有聽到福音，但是，同時我們也發現，很多在教會裡的人信仰不清楚，信心很軟弱，

在學習、生活、工作中有很多問題。神的靈在人的心中作工，魔鬼也在試圖擄掠靈魂。有人願意聽福音，信耶穌；有人

卻硬著心不肯聽，不願信耶穌。求神給我們更大的愛心，更多的智慧和忍耐，知道當如何在中國大地上為主做工。 

(續第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