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題文章

神果然作了大事
程國儀策劃

1970年代香港有一股移民潮湧向加拿大，其中7位原屬於香港尖沙咀浸信會的基
督徒有鑑於此，決定向移民同胞傳遞耶穌基督的福音，並向神求大事：成立主的教
會。當時稱為以連華人浸信會，後改為現名北約華人浸信會。神祝福他們的服侍，兩
年後更從香港差來馮津傳道(後按立為牧師)，帶領教會成長。此後7年(1973-1980)在
他的屬靈領導下，教會在質與量方面都大幅增長，購堂、建堂、植堂、分堂，成為多
倫多一間重要的華人教會。
馮牧師以讀經、祈禱、傳福音及聖潔生活帶領會眾跟隨神，並積極又慎重地鼓勵
年青信徒以祈禱、傳道為事，並成立了奉獻團契，開創了教會信徒奉獻全職事奉的風
氣。他在任的7年之間，奉獻團契人數超過30人，投身全職事奉者共有17位(包括筆
者，參《北約浸信會廿週年紀念刊》)。教會前30年間至少造就了48位獻身並全職的
傳道人(參附表)，為神國培養一批忠心僕人。我不得不說：神果然作了大事！
以下是馮津牧師及其中一些傳道人的回顧見證：

我們在天上的父……
馮津
42年前的深秋，我們全家抵達多倫多城，開
始新的事奉。當時的華人教會只有五家，而且，

是牧養的真義；而每一個人在主面前都是獨特
的，正如大樹上有千萬片葉子，沒兩片是完全一
樣的。所以，對每個人在主面前的引導，是何等
的寶貴和艱巨？

都集中在市區中心，我們的教會只有三年的歷

在教會的行政、組織、探訪、計劃上，正是

史，位於新發展的區域，聚會人數30多人，具很

重新開始的時候，事態急促，又沒有年長的牧者

大的發展空間。當時學生、移民正在大量增加，

給我們經驗上的指導，於是祈禱會便成為急不容

神將我們放在一個黃金時代。

緩的事。誠然，教會的中堅分子都有很深的屬靈

歡迎會上，我要求大家和我一起為三個難處

經驗，但是，一起在主面前的屈膝禱告，卻成了

切切祈禱。事實上，無論我們怎樣努力，恩賜如

我們必須急起直追的要務。我切切求主，也呼求

何全備，都不能用自己的方法解決，所以我廹切

弟兄姊妹，專心和我一起屈膝，求聖靈引導，怎

請大家每周五晚上回來，和我一起安靜在主面前

樣作成牧養的工作！

仰望、祈求、等候，甚至觀看神如何在我們當中
作大事：

後來，每周五的晚上，大眾都擁進祈禱堂，
用心祈禱；神果然垂聽祈禱，在我們中間作了大
事。

一、牧養上的難處
牧養是一件極詳盡、複雜的工作，我深知道
無論會眾多少，個人單獨的交往、了解、輔導才

8 《大使命》雙月刊 第一一七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

二、文化上的難處
東方和西方，在文化上的分別是無可諱言

的，教會絕大部分的成員都來自亞洲，在西方文

高的層次，而且家庭、婚姻、工作上都有很深的

化的衝擊之下，遭遇的難處可想而知；而且，這

要求，除了到主面前尋求主的特別引領外，實在

些難處也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聖靈在這個

別無他法。不久前，在差傳聚會中重遇一位姊妹：

時候引領我們作了一件超然的決定，就是我要進

「牧師，你認得我嗎？」

入這裏的神學院，不在乎知識的獲取，也不是學

我端詳良久，只好回答：「對不起，不認

位上的進修，事實上，正是西方文化的一項實際
訓練。於是，我報名進入多城的浸信會神學院，
引來一些刻骨銘心的經驗。

得！」
「我姓高，40年前參加你的教會，當時剛到
多城，全家在不知如何措手的情況下，被介紹到

神學院只有我是中國學生，教授的方式和以

你的教會聚會，第二天，你和師母來探訪，給我

前完全不同，強調聽講、討論、表達和合作。在

們很大的安慰。現在，我母親病危，你可以再來

毫無準備之下，我產生了很大的悲嘆——為甚麼

看她嗎？她忘不了你！」

我要在這裏重新學習？許多學習都是早已得到的
知識，然而在吸收和表達上都到了絕對的失敗境

後來，我到她家，和她們同讀詩篇二十三
篇，舉家得著大喜樂。

地，而面對的決定就是退出學習，但這又是絕不

每一次的講道，每一次的問題討論，每一次

能行的事。祈禱便成了最寶貴的經歷！當大家一

的難題解答，若非聖靈的指引，都無法解決，所

起屈膝的時間，哀嘆、哭泣、呼求，就是教會與

以，我懇切要求會眾和我一起屈膝等候，直到清

主親自接觸的地方，周五晚上的祈禱會，再不是

楚神的旨意為止。祈禱絕對不是每周的例行公

一個普通的聚會，而是大家渴求的等待，祈禱漸

事，而是教會飢渴慕義的追求高台。

漸進入應該有的深度，也成了教會成長的動力。

三、信息上的難處
牧養的工作並不只是講台上的信息，也包括

四十多年了，回想起來，許多的失敗、灰
心、慚愧和後悔，若果沒有主寶血的遮蓋，一事
無成，但願今後天天仰望、等候和嘆息，繼續勇
往直前！

了一切飲食起居，待人處物的細節。西方的生活
形式和東方完全不同，作為一個大城市裏的牧羊
人，必須駕駛、探訪和輔導，不單在文化上有很

從參加北約華人浸信會說起
黃儉昌
在多倫多念大學時參加北約華人浸信會，在
馮津牧師的教導下獲益良多。馮牧師的福音佈
道熱誠，也成為我日後牧養教會的美好榜樣。因
為參加了大學校園團契，所以未能參加教會的團
契，為了不讓我與教會脫節，馮牧師鼓勵我參加
星期三晚上的查經祈禱會。縱然要坐電車、地鐵
和巴士才能到教會來參加祈禱會(單在路上的時間
便需要兩個多小時)，但馮牧師帶領有系統地查考
聖經，使我得到屬靈餵養，縱然大學的功課如何

（作者為資深牧師，現任加拿大遠東廣播之駐台
牧師）

加查經祈禱會。
我全時間奉獻的心志是在大學二年級就開始
了。雖然經過15年後才正式踏上傳道的生涯，但
我這奉獻的心志，是當年在馮牧師的屬靈教導下
奠定的。
馮牧師如何鼓勵眾多的弟兄姊妹奉獻作傳
道，也成為我牧養教會的一個目標。我也盼望有
一天能看見多人從我所牧養的羊群中奉獻傳道。
馮牧師，您為神做大事的心志成為我現今牧
養教會的模範！
(作者現在美國灣區牧會)

忙碌，我仍願冒著風雨雪，不間斷地每星期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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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
陳家敏

禱告，這一切讓我們這些初信主的年青人經歷祈
禱的操練。看著教會的發展，透過對福音的熱誠
而熱切禱告，神賜很大的祝福！

我於1971年從香港來加拿大升學，1974年在

此外，大家都很看重對神話語的學習。當時

多倫多的華人教會信主。這個教會有許多年青

我們透過主日學一起有系統的學習。這幾年間給

人，大部分跟我一樣是來自香港的留學生。教會

我建立了根基：看重神的話語和有系統地閱讀聖

中有一群很愛顧我們的長輩，他們在各方面給予

經，並學習如何去實踐祂的話語。

支持、幫助我們成長。有幾件事對我產生了很大

時光轉瞬便逝，我已全時間服侍主30年了。

的影響，也為我日後的服侍定立了一個良好的根

回顧當天，除了有一位好牧者願意幫助我們成

基。

長，並投資在我們的生命上外，更感謝主給我們

當時教會的牧者是馮津牧師，他很愛惜我們

一群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我粗略計算下，當時

這一群年青人，但對我們的要求也很高。透過他

有十多位弟兄姊妹願意將生命完全奉獻給神，我

的舉止言行，我們在他身上獲益良多：

們成立了一個「奉獻團契」，大家彼此代禱支

首先是他對傳福音的熱誠和逼切。馮牧師從

持、立志與承諾，若神悅納，我們願意全時間走

不放過與未信的朋友分享福音的機會，這給我們

上服侍主的行列。神聽祈禱，祂在我們中間呼召

的影響很大。

超過12人，如今他們之中有作牧師、傳道人、宣

其次是他對祈禱的重視，不單鼓勵更要求我
們必須出席教會週五晚的祈禱會。還記得當時教

教士的，也有在機構服務的，他們都能忠心的服
侍，實是非常感恩！

會剛購入了一塊地預備日後建堂之用，我們就在

回顧在教會初信成長、彼此激勵和相互支持

那兒的一間舊房子裏祈禱，每個週五都擠滿了

的那段生活。願意在這裏為大家作個見證，只要

人。加拿大的冬天很冷，房子關上窗，空氣並不

我們願意獻上心志，神就會作大事！

流通，我們可以嗅到大家身上帶著在家裏炒菜的
氣味，從而猜測他們當晚吃甚麼菜式！

(作者現為加拿大多倫多錫安宣道會主任牧師)

我們為教會的建堂事工祈禱，也為福音工作

回想
蔣應時、黃心湄
昔日的青年學生，如今已有做了祖父母的
了。想起來，又感慨，又感恩！
上世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青年人信主

多，青年人奉獻作傳道的也多。是聖靈的燃點，
我們只有驚嘆！
當年我們的三個兒女還小，奉獻團契多半在
我家聚會，情況相當輕鬆。有一次請他們用各人
的家鄉話來唱同一首歌，大家笑出眼淚來！團契
的目的是等候神，看看是否有奉獻的呼召，未清
楚的，想退出的，都沒有壓力，反正每個信徒在
每個崗位都是全時間事奉永生神的。
就是這樣，一同吃飯，一同唱詩禱告，一同
守望。今天，他們之中有宣教士、牧師、傳道
人，在世界各地作主工。
往時往日，似乎遙遠，卻近在眼前，如今見
了面，仍熟絡依舊。
(作者為當年奉獻團契顧問，現任屬靈指導及作文字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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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蒙召經歷
關越山
1982年7月我從香港移民加拿大多倫多，並開
始在北約華人浸信會聚會。當時教會對信徒的牧
養及栽培相當全面，我很快便投入教會的學習和
事奉，教會的牧者及導師也很關心我們的生命成
長。
84年夏天，聽見神對我說：「你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我回應說：「祢是呼召我作傳道
嗎？若是，下一步應怎樣做呢？」神很快便為我
預備新的事奉機會，開始為多倫多市一個佈道植
堂事工祈禱及參與。神透過跨文化事工上的學習

訓練。神於1989年為我預備澳門的宣教工場，也

和裝備，讓我有機會在未來的宣教、佈道植堂事

有機會與不同的差會及教會合作普世差傳事工。

工上有更多的發揮。

此外，神也為我預備機會作進一步的神學進修，

後來神又對我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
嗎？」我說：「是的，我愛祢！」主說：「你餵

以致能參與不同的團體開辦神學院，專心從事訓
練神的工人及教會領袖。願榮耀歸予上帝！

養我的小羊……」後來，神用詩篇十九篇及一些
環境的印證，使我完全的獻上自己事奉祂。

(作者現為香港衛道神學研究院屬靈成長科副教授)

我非常感謝教會牧者及長執支持我完成神學

神行了大 事
唐愛華(Catalina Whitbourne)
1975年我們全家從香港移民多倫多。前途未
卜，又忙於適應異國文化生活環境，我發現家庭
傳統的佛教所說以及自己的世俗思想，都不足以
滿足我心底的渴求，於是暗暗地開始閱讀《新約
聖經》。每當家中有難處，就會向那位我不認識
的神禱告；主耶穌常常幫助我安然入睡，最終我
被引進了北約華人浸信會。雖是首次踏足教會，
但我卻想追求更多，以致決志接受耶穌為個人救
主，並繼續在教會聚會、參加團契及使靈命成
長。
當時教會有一群年青人願意奉獻他們的生命全
時間去服侍神，奉獻團契因而誕生了。他們在其中
受關顧造就，尋求神的旨意及帶領。我也開始參加
奉獻團契，彼此在主內建立了緊密的關係，真是好
得無比的經驗。我在中間蒙鼓勵去等候神，尋求祂

是否要用我全時間從事基督教工作。
1979年我參加了Urbana學生宣教大會，神大大
地開啟了我的宣教眼光和領域，擴張了我宣教的
心胸。我向神立志，若祂的呼召臨到我，我願意
作宣教士。神重視我這志願！
我繼續參加奉獻團契，學會了為那些已經獻
身全時間事奉的弟兄姊妹祈禱；又參加短宣福音
隊，然後進入神學院裝備。在那裏，神的呼召果
然臨到，要我往海外作跨文化的宣教士。
驀然回首，已是30年前的事了。神又賜給
我一位同心的配偶，他現在是Action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執行總幹事。我們夫婦二人合作，在
海外印度人中間傳福音服侍了14年，之後的12年
間，我們一直在加拿大卡加里(Calgary)的一間印度
旁遮普(Punjabi)教會服事。我很榮幸能服侍那位行
大事的神，祂又是何等信實恆久地引導我！
(作者為向印度人傳福音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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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事奉的恩師
劉達榮

機會講述自己得救的見證。因此，我越發對傳福
音有負擔和動力。

15年前，面對轉變工場的時候，我在主面前

其後，馮牧師也帶隊到安省北部的小市鎮，

領受祂對我事奉人生塑造的恩典。在事奉的價值

向當地的華人作福音探訪。而日後我在加拿大使

取向中，為首的是大使命的實踐。回想過去，在

者協會的暑期福音千里行作領隊的事奉，也是馮

實踐大使命的學習中，馮津牧師實是我的恩師！

牧師給我操練的成果。而我正式向神全然將自己

我信主，是馮津牧師向我傳福音；他用約翰

獻上，走上全時間的事奉禱告，也是在一次小城

福音一章12節帶我接受耶穌基督的名，使我有把

鎮的短宣之後，在北灣岸邊發生的。之後，馮牧

握得著權柄，作神的兒女。馮牧師不單自己傳，

師鼓勵我參加奉獻團契。當時在團契中，我是個

也教導我要傳福音。信主之後，我參加教會的探

小弟弟，昨日的老大哥今日已多半成為了全時

訪隊，也有很多機會被馮牧師選中與師母組成一

間的同工、牧者。我為此而感謝神，祂成就了萬

隊。我在聆聽他們為福音作見證及解答各樣的信

事！

仰難題時，獲益良多。在探訪時，馮牧師也給我

(作者現為加拿大多倫多證道浸信會約克區主任牧師)

他，啟迪了我

要認識，消除了不必要的幻想和恐懼。

李偉建
到今天，我仍難以忘懷！
1973年我在多倫多以連浸信會(後易名北約
華人浸信會)決志信主，之後生活遇挫折，重拾
已經戒掉的煙癮。馮津牧師約見我；當時年青反
叛，刻意把煙包放在衣袋裏，帶點示威的意味往
見他。會談了大概半小時，內容已經忘掉，但馮
牧師最後的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將來無論你
在那裏，記著，教會的門仍為你而開！」教會的
門是為人而開，特別像我當時那樣失
落、迷惘的心靈！
約兩年後，馮牧師在幾次主日崇
拜發出呼召，我跟約10位同儕回應了
主的呼召。教會著重傳福音，馮牧師
及其他講員在講台上都分享宣教士的
見證，加上閱讀宣教士的傳記，我得
到很大的激勵。馮牧師為我們組織了
「奉獻團契」，每月一次聚會，與我
們研讀聖經及簡要神學，並分享他作
為牧師日常的工作，以及事奉的心路
歷程。回想起來，這使我對事奉有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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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冬天，我們幾位奉獻團契成員跟隨馮牧
師參加由基督使者(Ambassador For Christ)主辦的福
音千里行短宣。一天早上醒來，天氣嚴寒，汽車
引擎發不著。馮牧師召集所有人，一起圍著汽車
禱告。禱告之後，引擎果然發著了，我們繼續踏
上短宣之路。這經驗對我相當震撼：神真的聽禱
告！坦白說，當時真的希望汽車要修理，可以休
息一天呢！
(作者現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香港同福堂屯門堂主任)

想，他們真英勇！見到馮牧師這麼堅定，我緊張

信主之後

的情緒也開始平靜下來。

羅牧師
在一次香港葛培理佈道大會裏相信了主耶穌
之後，我便到了加拿大。那時我只知道要參加教
會團契，還不知道何謂「崇拜」。在多倫多，我
參加了「北約華人浸信會」，那時教會的名字仍
是「以連華人浸信會」。在那裏，我才知道原來
信耶穌的人要參加主日崇拜的；也是在那裏，我
認識了馮津牧師。
馮牧師給我印像最深刻的，是一次教會祈禱
會和探訪。那時我從來未曾參加過教會探訪，也
沒有被探訪的經歷，心裏極為緊張，不知探訪

不久，我便參加了受浸班，馮牧師為我施
浸。在同年7、8月的一次崇拜裏，馮牧師在講台
上呼召會眾奉獻作全時間傳道人。在聖靈的引導
下，我舉手作出回應。很可能當時我信主的年日
不多，當馮牧師和我面談時，他有點詫異，他問
我是否知道這並非決志信耶穌，而是決志作傳道
人。其後，他鼓勵我要一生忠心，不要懼怕，並
且用箴言三5-6來勉勵我，至今天我依然銘記。
(作者於1995年進入神學院接受訓練，如今已牧會
17年)

時應該如何與被訪者交談。禱告後，我見到馮牧
師和師母，雙雙手拉手，第一隊步出教會。我心

附表：加拿大多倫多北約華人浸信會30年(1970-2000)間蒙神呼召的傳道人
［資料根據北約華人浸信會20週年及30週年紀念刊及筆者聯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姓名
陳曾蘊
陳家敏
陳樹培
陳駿業
陳競如
鄭慶媛
蔣以琳
蔣應時
蔣黃心湄
程國儀
蔡家瑜
蔡思恩
蔡思偉
Fong, Rocky
夏杏兒
何志滌
何羅乃萱
郝繼勇
高佳華
關越山
劉達榮
劉鄭鳳媛
劉香瑞
羅志強

事奉崗位
神學
牧會
牧會
牧會
牧會
宣教
宣教
屬靈指導
文宣
牧會、神學
牧會
牧會
牧會
牧會
牧會
牧會
文宣
神學
牧會
神學
牧會
師母
院牧
宣教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姓名
羅國峯
李國樑
李梁煥芳
梁譽豪
梁何昭文
李偉健
林鷺鷺
廖愛美
陸倩婷
林旭安
伍陳慧賢
伍其德
石耀綿
石任靜韻
溫唐愛華
黃俊強
黃鄭瑪媛
黃光中
黃儉昌
饒玉慶
余偉剛
袁廣瓊
袁廣明
袁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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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崗位
牧會
傳道
牧會
牧會
師母、輔導
牧會
宣教
牧會
牧會
牧會
宣教、牧會
宣教
牧會
輔導
宣教
牧會
師母、傳道
牧會
培訓、牧會
宣教
院牧
師母
牧會
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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