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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願意繼續收到這份刊物。
I  would l ike to continue receiv ing this 
publication.

o 本期讀後感或心聲分享
Sharing after reading.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華福加拿大聯區新辦公室已於9月27日
正式啟用，購買辦公室預算也已經足
夠，謝謝各弟兄姊妹愛心的奉獻及禱
告。現在有「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
會」及「傳仁基金會」共用這新辦公
室。感謝神奇妙地為我們預備這美麗

讀者回應 Reader's Response (2015年12月)

又實用的地方，特別感謝溫哥華江醫生夫婦一早承諾用
對等方法奉獻15萬元，激勵我們努力物色地方及籌款，
其實神早已預備了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在各方面幫助我
們，在此特別向各人致謝，您們國度的心胸及犧牲的
奉獻，願神親自報答。辦公室新址：25 - 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歡迎在辦公時間隨時光臨，
主內相交。

2）華人教會下一代的研究「To Whom Shall We Go 何去何
從」問卷及接見已完成，並在十月份的「策進會」由王
健安博士作初步的資料分享。現在要進行更艱巨的工
作，要研究這問卷的數據、整理及歸納，並要分析，找
出問題癥結和提出可行的方案應對第二代流失的問題。
敬請代禱，求神賜智慧及力量。

3）請記念華福加拿大聯區最近進行的加拿大華人教會教牧
同工薪酬統計 (survey)，以便給華人教會一個參考。另一
方面，我們知道許多小型教會或沒有宗派的教會，教牧
同工都沒有醫健保險，因為人數少，保險公司不受保。
聯區辦事處希望能集合多間教會的教牧同工，人數多
了，保費也便宜。敬請為這事工禱告，以便能實際地幫
助有需要的教會及教牧同工。

o 我願意為《加國華人教會》出版工作祈禱。

I am willing to pray for Canadian Chinese 
Churches.

o 我願意奉獻         元支持本刊物經費。
(奉獻收據稍後寄上)

I am willing to offer $              for publishing 
Canadian Chinese Churches. (Cheque 

payable to "CCCOWE-Canada"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cccowecanada.org and click PayPal to donate.  Tax receipt 
will be issued)

o 我願意成為《加國華人教會》的義工。請選

取願意參予的工作。

I  am wi l ing to become a volunteer  for 
Canadian Chinese Churches.
o 分發刊物 o 見習記者 o 見習編採

o 調查研究 o 組織活動 o 美術製作

請將奉獻支票和回應表寄到華福中心加拿大聯區

辦事處，單獨回應表則可傳真至416-498-5723。
Please send your response to CCCOWE office.

Thanks to Creative Path (www.creativepath.com) for partially sponsoring this publication.

1）感謝神！由華福加拿大及美國聯區聯合主辦的「美加華人
教會策進會議」已於今年10月5 - 8日舉行，參加者來自美
國及加拿大各區牧者及領袖共176人。會議主要探討牧養
下一代、門徒訓練及普世宣教三個主題，除了晚堂的公開
培靈會外，日間採用研究報告及小組討論 (forum) 形式舉
行，參加者獲益良多。這「策進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
來自不同地區的教會領袖彼此聯繫，一起學習，彼此分

享。不少參加者希望華福日後多舉辦此類會議，使教牧能彼此分享，一起學
習。

2）由華福加拿大聯區協辦的加東華人基督徒冬令會將於明年2月12-15日安省家
庭日長週末舉行，講員為梁燕城博士，主題為「從空虛到豐盛──傳道書研
究」。地點借用多倫多華人循道會，住宿在相鄰的Howard Johnson Hotel。敬
請預留時間參加。

3）華福加拿大聯區協辦的「恩澤中華、延福萬邦──戴德生宣教情150」的慶典
及連串聚會已完滿結束。籌委會將出版《戴德生記念特刊》，並設立「戴德
生宣教基金」支持有心志於神學畢業後從事宣教事工者，使這宣教熱忱能薪
火相傳，目標為七萬加元，由華福加拿大聯區成立一個委員會執行，現在奉
獻距離目標尚遠，敬請代禱及支持，奉獻請寄交華福，並請註明「戴德生宣
教基金」。

4）由《生命季刊》舉辦的「中國福音大會」今年將移師多倫多舉行，神使用此
大會賜福國語群體，歷次參加者數以千計。今年主題「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
架」，會期為12月28-30曰，在400公路之「PRAYER PALACE」教會舉行，華福
加拿大聯區鼎力協辦此大會，敬請為籌備工作禱告。

教會裡的學生團契

很多人都帶有不同的看法去思考
怎樣在教會裡開展學生事工，而當中存
在的困難，包括流失、承接不下、教會
資源等問題都是顯而易見的。帶著這些
疑問，本刋訪問了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
教會的羅川傳道夫婦，他們從零開始了
一個學生團契，在三年間，在這個團契
信主的人數超過三十人，曾經有一年有
十七人信主。到今年為止，團契裡洗禮
的人數有十三人，還有三人蒙召去讀神
學。

教會裡學生事工的開始
在2012年的時候，有一個從溫州來

的大學生姐妹，在往多倫多留學的飛機
上因禱告來的感動：要建立一個國語留
學生的團契。到達後，就衝著「國語華
人基督教會」的名字，到教會的同工面
前分享了自己領受的感動。當時，教會
本來的中學團契，成員們因為讀大學而
逐漸離開了多倫多，在一個晚上，羅傳
道夫婦就在等待不到一個人來團契的時
候禱告神，也因著看到當時加拿大移民
政策吸引下，大批留學生來到多倫多留
學，就開始了一個學生事工小組，後來
因為人多了，就成立了今天的「約書亞
團契」。

開始的時候，因為那個從溫州來
的姐妹是百年理工學院的學生，自然地
就邀請了很多她的同學來教會參加小組
聚會，那時還沒有成立團契，這個小組
的成員基本上都是那個姐妹一個個帶來
的。因為有著一樣的留學背景，而且很
多學生都沒有接觸過基督信仰，被那位
姐妹熱情邀請就來到教會，一下子就有
二十多人參加這個小組，其中也有其他
學校的學生，被教會中作為房東的弟兄
姐妹或者信徒親戚帶來了這個小組。

最初的接觸
開始時，羅傳道夫婦以為做這些

大學生的工作，基本上是接送，煮飯給
他們、照顧他們普通的需要而已，因為
知道他們都是些八十後、九十後的「獨
生皇帝」。可是，當他們夫婦開始接觸
這些學生時，發現實際是與想像有距離
的。這些學生原來都思考著很多問題：
社會、家庭、健康、感情……而對於信
仰，他們很多人的態度也是開放的，只
是會因不了解而有很多信仰問題。就算
查經，也是一個很受學生歡迎的節目，
追求的人也不少。在一次感恩節的聚

餐，有十多人參加，也是在這個晚上，
有了第一個福音果子：第一個在這小組
信主的姐妹。

教會的配合
因為學生們都沒有車，又是獨自

來到加拿大，需要的照顧和關懷很大。
所以，當時羅傳道夫婦呼籲教會總動
員，讓強壯的團契照顧弱小的。每個星
期五的團契聚會都鼓勵學生自己乘公車
來，回去的時候剛好有同一時間聚會的
「媽媽團」的成員一車車按區域送他們
回家，在車途上，亦是一個很好關心學
生們生活、精神需要和分享信仰的好機
會，羅傳道夫婦就試過跟學生聊天到凌
晨一時才回家。

團契上也會安排一些有關留學生
活的貼身話題，邀請教會其他成年團契
的專業人士來分享，盡量為學生度身訂
造適合他們的聚會。除了正常的團契聚
會，還有每月一次的「愛心廚房」，由
媽媽們煮飯給這些學生吃；過中秋、元
旦、聖誕等大節日也有聚餐。

最讓羅傳道夫婦記憶深刻的聚會
就是每年的「青年之夜音樂分享會」，
這是一個針對大學生，用音樂、電影、
信息帶給學生認識基督信仰的平台。這
是凝聚整個團契、保持火熱的一個活
動，今年已經第三次舉辦了。藉著這個
機會，外展就有了一個平台，去邀請不
同學校的學生來教會。對於學生團契的
成員或教會其他信徒，可以趁機在家庭
裡做福音工作、籌款買禮品給學生、拍
攝學生信主見證微電影等等。這些活
動，羅傳道夫婦表示他們只是做一點顧
問工作，基本上由學生們自己完成，當
中也發掘了這群學生們都有神給他們獨
特的恩賜，日後就可以安排他們更多發
揮恩賜的服事崗位。同時，整個教會都
被帶動起來，燒起了佈道的火。音樂會
之後，也會作出跟進，邀請客人再來聚
會，今年還嘗試為新留學生設立不同攤
位，為他們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學
習、情感、甚至租房買房等）。

在與學生相處的日子裡，看到年
輕人的需要，羅傳道夫婦認為除了最重
要的真心關懷、溝通以外，他們的屬靈
問題、敬拜方式，都要特別關注，要保
持開放、接納、了解、信任的態度去準
備信息、主日學，而且，每隔幾年，年
輕人的文化中又會有不同的需要。還要

栽培青年人自己的領袖，讓青年人去帶
領、牧養同儕。

面對的困難
當然，這個團契的發展，面對的困

難和攻擊也不少。即使教會裡也有意見
分歧。譬如，「愛心廚房」需要資金，
就會有反對意見，最後提出自由奉獻，
學生也願意，就感恩地收支平衡。其中
有一次，帶學生們去滑雪外展，那位第
一個決志信主的姐妹就受了傷，當中就
有攻擊說：「一信主就受傷。」學生對
信仰便產生疑問。羅傳道夫婦經過禱
告，就在團契聚會中臨時改了主題，查
考聖經中關於苦難的經文，當時的團長
也分享了她媽媽離開世界的見證，當晚
就有五人決志信主，看見了神的智慧能
將詛咒化為祝福。一路走來，教會中有
批評青年人的聲音，難聽的話也不少，
但因後來看到這群大學生在教會的貢獻
才漸漸平息了。

一份堅持
當問到：「面對不少困難，有人說

留學生事工吃力不討好，甚麼使你們堅
持呢？」羅傳道回應說：「如果學生畢
業就離開多倫多，更應該栽培他們。我
們都是撒種，神自己收割。事工不受時
間空間限制，實際上是有神的美意在裡

面的。留學生事工是短暫的，但如果在
這麼幾年時間中我們不接觸他們，還盼
望誰去接觸他們呢？留學生就是宣教工
場，跟去很遠的地方傳道沒有區別，這
麼近都不傳福音，還說去遠方嗎？因為
時間短暫更要傳福音。此外，我也會帶
學生去短宣，接觸更多人，也幫助宣教
工場的教會。看到這群年輕人的成長，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樣，那份喜樂難
以形容。他們也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提
醒。有些學生畢業了，買車了，自己帶
查經，去接送學生。有時還知道我們夫
婦忙便幫我們買菜，學會了關心身邊的
人。即使他們原生家庭有很多問題，但
當他們通過這樣對別人服事，很多的景
象是正面的，更看到不是我們牧養他
們，而是神親自牧養他們。在人看來，
我們犧牲了不少，但其實神都充足地供
應著我們。我們只是與學生同行。」

最後，羅傳道也提到：「今天很
多大牧者都是學生時代信主的，學生事
工不容忽視。我自己也是那個時候信主
的，今天是來還福音的債。以後他們也
要還他們福音的債，這樣一代傳一代。
如果中間斷開了，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
呢？」

採訪、整理：黄樹楷、黎浩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