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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
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1:8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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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ion ministry has existed since the initial church 
planting of MCBC in Markham in early 90’s. 
There are four key mission ministry areas under the 

Mission Board’s support: Local/Overseas Missionaries, Mission 
Organizations, Short Term Mission (STM), and Seminary Student 
Study Support.

In STM, we focus on sending passionate mission-minde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join short term mission teams organized by 
MCBC and other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We are grateful that in 
2019, our MCBC STM teams travelled t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ambodia, Canada, Colombia, Germany, 
Italy, and USA.  A total of 49 brothers and sisters participated in 
6 major STMs to share and support the Gospel through Sunday 
school teachings, children Bible camps, university campus 
visitations, medical aids, social activities, local church events, 
evangelistic meetings etc.  In addition, we organized a MCBC choir 
to Rochester (47members), Jesus Loves Chinatown local STM (46 
members) and sent 4 other MCBC members joining other mission 
organizations to East Africa, Peru, and Romania. 

After their mission trips, we heard from the goers how much 
they were inspired and energized by the Almighty God during the 
STM trips. Their testimonies reflected their enthusiasm and serving 
attitude when delivering the Gospel to the unreached.  Many also 
expressed they experienced the grace of God and learned how God 
guided them 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the Gospel in different 
occasions. Please join together to meditate Isaiah 52:7 and thank 
God for leading all these mission trips to success.

Lawrence Lau
Deacon of Commission Board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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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beautiful 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him who 
comes with good news, who gives word of peace, saying that 
salvation is near; who says to Zion, Your God is ruling!”

Praise the Lord that after the goers returned to Toronto, 
many were much inspired and motivated to serve God in different 
ministries within the church. 

Finally, we are thankful for His provis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needed by the Mission Board. In 2019, Mission Board budgeted 
$296K for the expense of its primary ministry areas. Within the 
total budget, STM support expense was projected to be 32%, a 
substantial portion in the total Mission Board budget. We expect 
a similar trend in the budget for the next few years as we continue 
to expand our work in breadth in STM. Let us remember to pray 
for God’s mercy, kindness, love, and care upon the unreached in 
Canada, and in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May God continue 
to motivate and guide us to action His Great Commission, Mathew 
28:19-20. Amen.

“Go then,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giving them 
baptis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keep all the rules which I have given 
you: and see, I am ever with you, eve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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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九十年代初期麥浸開始在萬錦植堂以來，宣教事工就已經建立。差傳委員會
主要支持四個宣教事工領域：本土及海外宣教、宣教機構、短宣（STM）、以及支
持神學院學生。

在短宣事工中，我們著重於差遣弟兄姊妹參與麥浸或其他主內機構組織的短期
宣教。感恩的是：2019年我們的短宣隊伍足跡遍佈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柬埔寨、
加拿大、哥倫比亞、德國、義大利和美國。總共有49位弟兄姊妹參與了6個主要的短
宣，透過主日學教育、兒童聖經營、大學校園探訪、醫療服務、社區活動、當地教
會聚會、福音聚會等，分享和支持福音的傳播。除此以外，我們組織了有47人參與
的聯合詩班羅城短宣，46位會友參加的「耶穌愛華埠」本土短宣，另外還有差遣了

4位會友參與了其他宣教機構到東非、秘魯、羅馬尼亞的短宣。

我們聽到了這些弟兄姊妹們從宣教歸來後的分享。大能的神在短宣中激勵他
們，勉勵他們。他們的見證都體現了他們在給未得之民宣講福音時的激情和服事態
度。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表示，他們經歷到神的恩典，體会到神在不同境况下引領
他們宣講和教導福音信息。讓我們一起來思想以賽亞書52章7節，感謝神帶領所有短
宣的成功：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
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讚美神！這些出去的弟兄姊妹們回到多倫多以後，加倍受到激勵，更加願意在
教會的不同事奉崗位來服事神。

最後，我們要感謝主供應差傳委員會的財務需要。在2019年，差傳委員會為
以上的主要事工制定了29.6萬加元的預算。其中短宣支持預算所佔比例為32%，這
個比例在宣教委員會的整體預算中持續如此。展望將來的幾年，因應拓展短宣寬度
的，我們希冀保持相似的比例。讓我們在禱告中紀念，懇求神的憐憫、愛和關懷臨
到加拿大和世界的未得之地。願主繼續激勵並指引我們，去履行馬太福音28章19-
20節中的大使命：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阿們！

Lawrence Lau
差傳委員會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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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使命及核心價值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
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 10:14-15)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

恩，直到地極。                                            (使徒行傳 13:47)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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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差傳委員會策劃概覽

主題
要做甚麼

目標
要達致甚麼

策略行動
如何達致目標

認定目標 發揮潛能 鼓勵推動

引導與轉化
信徒成為

宣教勇士

支援與檢討
伙伴合作

愛護與關懷
主內宣教工人

與教牧及教會領
袖共同培育合乎
聖經基礎的宣教
文化。

透過分享宣教故
事來激勵及建立
信徒盡上本份、
奉獻支持宣教事
工。

願意學習承擔及
參與廣泛宣教各
事工項目。

為差傳基金的運
作提供指引及制
定問責機制、使
能 作 忠 心 的 管
家，善用資源。

透過檢討，匯報
及 優 化 宣 教 項
目，使能更深投
入各方各地宣教
的服事。

推動會友參與有
關宣教的會議、
教育課程及主日
學班。

提供平台給予基
督門徒，讓他們
回應呼召投入全
時間宣教或神學
訓練。

透過恒常代禱和設
立關顧網絡、使教
會會眾與宣教機構
及世界各地宣教士
連結起來。

向神學生提供督
導及事奉機會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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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短宣簡介

波哥⼤位於哥倫⽐亞中部⾼原，海拔⾼⼀千多⽶，⼈⼝有⼀千萬⼈，全年

氣候在11-18度之間。波哥大約有五千中國⼈，可分為台⼭⼈、福建⼈、上海

⼈、浙江⼈。台⼭⼈⼤多數開餐館，福建⼈和浙江⼈開成⾐店，上海⼈開⾼級

⾷肆。這城市沒有唐⼈街，所以很多餐館遍佈不同地⽅，⽽在城外亦有餐館，

⼀年365日經營，甚⾄新年初⼀也照常營業。為何波哥⼤那麽少中國⼈？主要

受物價、貨幣、治安所影響。

波哥⼤華⼈教會位置適中，交通便利，成⽴於2012年，教會會址是租⽤

的，總⾯積有四千多平⽅呎，地下是禮堂、會客廳、辨公室和厨房，⼆樓有六

個房間，其中兩間供客⼈住宿，天臺有副堂。初期教會成⽴是張漢江教⼠夫

婦，初期聚會多是以廣東話聚會，⼈數有廿多⼈。2014因張教⼠太太健康理

由⽽要離開⼯場，同時安排余教⼠接捧繼續，余教⼠在2014年結婚，有兩位

兒⼦分別三歲和⼀歲，他倆接捧後教會的發展，有很⼤的轉變危機，⼈數沒有

增加反⽽減退。查究有可能是因部分會眾搬離波哥⼤市、亦有些信徒在屬靈上

根基不穩⽽流失，這對他倆是極⼤挑戰及氣餒，要⽤愛⼼及信⼼來挽回他們。

雖⾯對重重難關，但神終為他們開路，因波哥⼤來了很多說普通話的僑胞，因

⽽他夫婦開始接觸說普通話的僑胞。⾮常感恩余師⺟是教普通話的語⽂⽼師，

所以在接觸說普通話的僑胞時，能得著直接的回應。其中部分僑胞有返基督教

教會的背景，只是來了這地，沒有時間接觸教會。這全是神的安排及尋覓，將

這些⼩⽺帶回教會。但同樣地他們因⼯作時間，所以不能參與主⽇早上崇拜。

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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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Alice宣教士祈禱，現時衹得她在教會的服侍，求恩主加能、加力、

加愛心在工塲中與弟兄姐妹建立屬靈的關係。

2. 為粵語堂弟兄姐妹祈禱，求神復興他們有敬拜神的心，能每週參與崇拜

聚會。

3. 為國語堂弟兄姐妹祈禱，求神興起屬靈的領袖，能配合教會牧者的事工

發展。

請為哥倫比亞波哥大華人教會祈禱

他倆有⾒及此，將崇拜時間分段為星期⽇晚上七時是國語堂崇拜，⽽星期三早

上九時是粵語堂崇拜。這模式已運作兩年多，國語⼈數由幾個增⾄⼗多⼈，⽽

廣東⼈聚會只得六⾄七⼈。教會沒有主⽇學、⼩組及兒童主⽇學；反而在外展

⼯作開拓中⽂班。因是免費開班，確能吸引⼀些未信僑胞家長帶孩⼦來學習中

⽂，余教⼠亦藉這機會來接觸家長們，建⽴關係及續步傳講福⾳信息。經過撒

種階段後，神恩待亦有⼈在當中決志信主。

哥倫比亞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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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教⼠除安排主理教會事務外，亦會經常探訪不同形式的僑胞。今次和

他同⼯，是要配合及協助新年事⼯，僑胞們雖然在新年沒有放假，但亦重視

與親友⼀同歡聚共度節⽇。是次出席的⼈數連⼩朋友共三十多⼈，當中有部

分是未信主。⽽其他時間是探訪和查經，探訪對象有已信主但沒有經常返教

會的信徒，及接觸未信主的僑胞。

這些未信的僑胞是說廣東話及大多數開⾷店的。我們探訪他們，大多不

抗拒，亦有興趣與我們交談。只是要接觸他們便要遷就時間，要有耐性地等

待和尋找時機，甚⾄要等到晚上⼗⼀時後，就是他們店舖收市，才有機會和

他們交談接觸及共同聚餐，⼤家從聚餐中暢談在波哥⼤的⾟酸⽣活，他們⾯

對將來，就是以「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來渡過⼈⽣。從今次的短宣體

驗，波哥⼤是廣大的⽲場，要領僑胞歸主，是要

經歷艱⾟及漫長的時間。如何協助波哥⼤教會事

⼯的需要，真是要靠神的能⼒⽅能成事，求神憐

憫僑胞們顛簸的⽣命，他們不知為誰⽽活，也不

知⽣命的⽅向。祈求神開啟他們的⼼靈，亦祈求

聖靈帶領我們，藉⼤誡命⽤愛⼼來服事哥倫⽐亞

的僑胞，也藉⼤使命的福⾳⼤能來堅固當地教

會，讓這城為基督作美好的⽣命⾒證。

哥倫比亞
     短宣反思

哥倫比亞短宣隊員分享

鄭鶴弟 (Weyne)

哥倫比亞短宣



歐洲短宣簡介

根據一份國際機構2011年統計，歐洲華人人口為215萬，主要聚居地為英

國、法國和義大利。據此統計義大利華人人口至2011年為33萬，但實際數字

可能遠超過此數，因當中有不少非正式移民、留學生及非合法勞工，數目難以

估計。

義大利現約有華人教會近百間，聚會人數大略估計1萬人，主日學（幼兒

至18歲）人數近日不斷增長，不少教會兒童人數與成人聚會人數相等，兒童

及主日學事工備受關注。教會中的少年人數，也在急劇上升中。過往大部分義

大利華人教會主要教導集中於講台信息，以至缺乏兒童及青少年老師和導師培

訓。而近年教會內兒童及青少年人的增長，造成教會頗大的挑戰。

4月歐洲短宣簡介

義大利之羅馬（Rome）：

義大利之羅馬短宣的對象主要是羅馬東區華人教會的主日學生。這些參加

者雖然來自教會主日學，但大部分對福音並不清楚。營會內希望協助全體參加

者都認識福音，立志跟隨耶穌。

短宣隊在7月再次舉辦了同樣的營會，出席者為義大利南部來自5個地區

10-15歲的學生。參加人數有48人，堅定信主的人數有4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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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之博洛尼亞（Bologna）:

義大利之博洛尼亞於4月當地教會首次自辦了兒童／青少年營會，主題同

樣是「與耶穌同行」。

這次主題營會參加者近100人，年輕介乎6歲至22歲。大部分來自該一教

會，亦有20%為老師邀請新朋友，他們多數是未曾來過教會的朋友。

通過這次營會，立志堅信主者（12歲以上）有20多人，感謝神！三天營會

內更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大的生命改變！

1. 為當地老師禱告，以至他們可以跟進及栽培信主學生。

2. 為2020年事工禱告，現除1月已安排於羅馬有少年營會外，6、7月已確定

3個地方要求，其他尚在聯絡中！求主給予足夠人手及教材準備。

3. 記念歐洲華人教會領導人，有異象及屬靈恩賜承擔近日青少年急劇增長帶

來的挑戰。

4. 為歐洲福音工作禱告，求神復興正在低沉的西方基督教會，願華人第二代

受栽培後，可把福音帶回中國、以及西方教會。

請大家為歐洲的宣教事工代禱：

歐洲短宣

歐洲4月份短宣隊成員

伍麗英
Susanna

于軍
Yu Jun

張梁麗懿
Lydia

劉玉茵
Tina

鄧銘先 
Teresa

陸雲
Lu Yun

周倩儀
Si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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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4月份短宣分享

我們四月份去到了意大利Bologna的兒童暑期營，我們面對的挑戰還是

很大的。那裏的孩子年齡從8歲到18歲都有。但不管如何，我們通過遊戲、手

工、電影和課文，都把福音的信息傳遞了出去，也有多人信主。很感恩的是，

雖然年幼組的節目有變化，但是整個團隊非常合作，可見聖靈確切的在我們中

間作工。

能看到聖靈在禾場的作工真是奇妙！感到神在我們這個短宣隊身上的工

作也真是奇妙！我們只需單單的回應神的呼召，祂就會帶領我們前行。

請求弟兄姊妹們為一個信主的姊妹禱告，她的家裏還有阻攔，我們為

她，也為協助跟進她的老師禱告。也求神能賜給當地一個能講意大利語、或者

西語的牧者。

當地的兒童和少年的聖經教育非常薄弱，這次短宣真是讓我們看到了當

地的需要。如果上帝派遣我，我還會去的。我也會祈禱上帝讓我看見神在我身

上的旨意。

張梁麗懿 (Lydia)

鄧銘先 (Teresa)

通過4月份的短宣，我們在當地見到，他們的聖經知識比較薄弱，孩

子們的年紀差別也很大，使準備課程的難度不小。但是他們的信仰非常火

熱，帶給我們很多感動。神通過挪去我們心中的憂慮、時常的供應，常常

提醒我們祂的信實。我從而認識到，不是要看我們做的有多好，而單單的

是神的名得到尊榮。所以，我決定7月份再次參加這個短宣，繼續來事奉這

些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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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倩儀 (Sin-Yi )

我們的團隊已經儘量的考慮到文化差異、營地環境等因素，也需要和當

地的隊伍更多的溝通，但是在改變的時候，我們仍然能够把「跟隨耶穌」的

主要信息傳遞出去。我們只有三天的營期，如果能對青少年的需要更進一步

的關顧、諮詢和牧養，應該會收到更好的果效。 

這次兒童營會，我又一次的感受到神的大能。祂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把

那麽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們形成一個有成效的隊伍，是神而不是我們擁有的能

力去完成這項事工。當我們用愛去專注這個短宣事工時，當我們在主裏合一

時，神就完成祂的工作。

我一定會報名參加下一次的短宣，求主帶領！

歐洲4月份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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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7月短宣簡介

這次短宣的目的是協助歐洲華人教會舉辦青少年聖經營，讓當地青少年認

識福音，願意接受救恩，一生跟隨基督；並且讓當地老師有觀摩學習，認識活

動教學的機會。

此次營會的主題是：「與耶穌同行」，舉辦地點分別為義大利羅馬及西班

牙塞維利亞，義大利共有18位少年兒童決志信主，西班牙共有20位青少年兒童

決志信主。

參加這兩個營會的青少年中有部分是基督徒，亦有部分人是未信主的。他

們很多人對聖經非常熟識，卻不大明白救恩和基督信仰的意義。大多數人因家

庭移民關係，生活習慣和語言都很難適應，讀書升學亦有困難。部分人對前景

感到迷惘，與神的關係亦疏離。另外，當地中國人多從事餐館或商鋪生意，工

作時間長令他們與子女溝通不足，有些更因家暴問題，子女離家出走，令情況

倍加嚴重。

感謝神的恩典！因著當地教會的支持和富經驗的導師帶領，我們透過遊

戲、手工和影片帶出每一課的主題信息。藉著小組討論，互相分享的機會，和

他們建立互信，使參加營會的青少年和兒童，能透過重新學習神的創造和神的

救恩，使他們在成長中願意接受神的帶領，能夠一生與神同行。在這過程中，

我們清楚明白這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宣教項目。雖然目前當地有不少華人教會，但大多都

缺乏牧者和教師，以致信徒的信仰根基不大穩固，青少年亦較易流失。這項目

對重建他們與神的關係，堅固他們信仰和訓練當地教師都很有幫助。

西班牙之塞維利亞（Seville）:

本次在西班牙之塞維利亞（Seville）的短宣隊於7月為西班牙南部5間教

會兒童／青少年人舉辦了福音營會。出席的參加者年齡介乎8歲到22歲，總

共有68人出席了這次福音營會。其中決志信主者有約53人，感謝神帶領我們

的工作！

歐洲7月份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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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組分配的都是10-11歲的少年，他們已經明白了福音，並且決意要
跟隨主耶穌。他們非常享受營會的信息和安排。然而，他們的家庭背景和生活

方式，可能會對他們以後的信仰成長造成挑戰。他們需要持續的家庭關顧和屬
靈引領。

神通過這次短宣教導我，不管我身處何地，都要不斷地關注身邊人的需
要，我需要活出一個用生命影響生命、祝福別人的人生。

崔允銘 (Amy)

丘艷婷 (Amen)

我們在義大利羅馬和西班牙Seville照管了超過140個孩子的夏令營，並且

參與了一個主日學和父母座談。

孩子們的年紀從7歲到23歲都有，而我的普通話又勉勉强强才能應付得

到。儘管有各種的困難，我們仍然看到了歐洲强烈的需求。

我很感恩，我學到了很多新東西，不僅僅是佈道，又加上了牧養；不僅

僅是技巧提升，更加添上了靈命的成長。所以，如果神允許，我還會再次參

與事奉的。

歐洲7月份短宣分享

請大家繼續為歐洲華人教會禱告：

1. 願神賜下更多牧者和主日學老師牧養和教導會眾

2. 願教會各人與神的關係更親蜜

3. 願青少年、兒童與父母及家人關係更和諧

4. 願更多弟兄姊妹參加這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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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銘深 (Jimmy)

我在這兩個營會和主日學、家長座談中，最重要的收穫是和孩子們建立

了個人的親密關係，並且能够將來繼續幫助他們增進與神的關係。

這些都是在異國他鄉的孩子們。他們有的在中國出生就被長輩帶到了歐

洲，有的在歐洲出生，卻因為各種原因被送回中國給祖父母輩，或者親戚撫

養，他們通常和朋友很親密，和自己的父母卻因不常交流而很疏遠。他們當

中有的感到對未來無助，有的失去對生活的希望。在和他們分享福音之前，

我們需要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傾聽他們的困難、明白他們的感覺、他們的

處境，嘗試明白他們與家庭關係的困難，嘗試明白他們學業和工作的挑戰。

從而我們能够分享我們自己的見證和經驗，分享出神的愛來。

我還感覺到，他們這個年紀的孩子（13至15歲，18至22歲），除了和

父母關係緊張以外，他們受的教育也不高，有被抑鬱症折磨、有不自信的、

不能集中注意力的、沒有學習動力的，不一而足。他們對神有很多知識，但

是，感覺不到神愛他們。當他們逐漸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或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有可能離開教會和父母。所以最重要的是，要

讓他們明白神愛他們，而且能够感覺到神愛他們！

感謝神，我可以和一個來自羅馬的領袖同工，讓我學習到怎麽用從神而

來的愛來關懷這些青年人。起初我對自己的國語水平很懷疑，所以就不停的

祈求神賜給我能和他們交流的能力。但當我看到夏令營結束時，孩子們的變

化，我看到了神的大能。有剛信主的年輕人來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網絡群組，

有些年輕人在我分享我的生命見證後，成為我的朋友。感謝神！祂開了我的

眼，讓我看見，這世界上無處無地不需

要神!

如果神願意，我願意再次走出宣教

的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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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我這次去義大利和西班牙的短宣，有機會服事一群13-16歲的孩

子，而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和他們一起了！感謝主，讓我在這次短宣

中，經歷到聖靈在我們中間的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宣教是神要在我的生命中

完成的目標，祂的工作不僅僅是本地的，更是全地的。

有些孩子接受了耶穌作為他們生命的救主後，他們並沒有當地的教會進

行跟進，我們MCBC都要繼續切切地為他們禱告。我也禱告神，祈求神指示我

明年的安排。

張梁麗懿 (Lydia)

歐洲短宣隊員分享

梁家蓮 (Shirley)

我參加了羅馬和塞維利亞的兩個夏令營、主日學老師訓練班和家長會。

感謝神給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短宣。這是一個很好的聖經夏令營課程，緊湊

的過程安排讓他們在短短的數天便學習到：神的創造、神的救恩、神的帶領

和如何跟從神。我在兩個營會中都是負責帶領較年幼的小孩，他們都是非常天

真可愛，年紀輕輕已經對聖經熟識，卻不大明白其中意義。我在和他們相處中

學習到要有耐性和愛心。需要先了解他們和父母家人的關係，明白他們的性格

和行為，再去瞭解他們現時和神的關係，最後才向他們清楚講解神的救恩，確

定他們明白，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主和救主，再帶領他們決志信主。在這過程

中，我清楚明白這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

我自己的困難首先是要學習如何與自己文化和語言不同的小孩溝通，其

次是要了解他們的處境。他們當中有好些是在中國長大後，才來到一個陌生

的國家來生活，很難適應當地的習慣和語言；亦有些孩子在本地出生後，再

被送回中國給其他家人照顧，直至入學年齡才被送回父母身邊，因此他們和

父母的關係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另外，當地中國人多從事需長時間工

作的餐館或商鋪生意，令他們與子女溝通不足，令親子關係問題倍加嚴重。

展望以後，我願意跟從神的帶領，也願意繼續學習普通話和傳福音，並多

留意不同地方華人教會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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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在我參與的兩個夏令營裏，有38個青少年接受了耶穌基督為他

們的個人救主。通過這次短宣，我認識到，神在提醒我祂的信實。祂去除我心

中的所有憂慮：當祂呼召我的時候，祂提供我所有的需用。所以，不是我可以

做的多好，而是要讓神的名得榮耀！

讓我們一起為當地的老師和

學生們禱告。也為我禱告，讓我有

更好的身體，讓我有機會到祂的禾

場，參與祂的宣教事工。

感謝神！我參與到兩個夏令營和其他的短宣活動。通過短宣，神提醒我

要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更要廣傳祂的福音。

當地確實很需要合資格的聖經教師，我們教會需要持續的支持他們。也

懇請大家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會祈禱。 

古昭儀 (Yvonne)

鄧銘先 (Teresa)

我建議麥浸應繼續支持這種短宣，因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宣教項目。

當地的不少華人教會缺乏牧者和教師，以致信徒的信仰根基不穩，青少年亦

較易流失。我們的這個項目對堅固他們信仰和訓練當地教師都很有幫助。

希望大家一起為歐洲華人教會禱告，讓神賜給他們缺乏的教會牧者和主日學

老師，讓神更加添力量，加强教會各人與神的關係禱告；也為當地的青少年、兒

童與父母及家人關係禱告。我也要為麥浸禱告，希望神賜給弟兄姊妹更多愛主愛

傳福音的心，鼓勵更多的弟兄姊妹參加短宣，參加各種傳福音的事奉。

歐洲短宣隊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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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Freddy Lam
As I closed my drawer and sat at the corner of my bed, I counted, 

nine Pathway t-shirts. 
Wow!
Nine years (2010-2019) of partnership with Pathway Camp 

Ministries. Nine folders on my google drive each with a different funny 
skit, a plethora of games, campfire songs, campfire skits, and photos and 
memories of so many kids. Kids who began when they were a seven year 
old trying to test the waters of what camp who would become full-grown 
teenagers, some even young adults who still wants to hang around us 
whenever the Pathway van and trailer pulls in front of the Band Hall. Kids 
coming by the dozens in large pick-up trucks with expectant eyes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he doors open at the Miskoseepi school lining up to be 
registered for a day of fun and learning at the camp. I remember the kids 
who had a fun time and were well-behaved all throughout the week. But 
I remember even more the ones who tried really hard to last through the 
day but their temper got the best of them who were sent home. Yet they 
would come back again the next day. I still remember one kid, Trevor, 
who didn’t last the first two days, and on the third day he was so close to 
make it through but just fall short. I was cheering for him, and even said 
as he left with a slightly mischievous, slightly embarrassing grin, “you 
were so close.” Those words hung onto him, and he went to crafts one 
day and presented me proudly a black and white weaved bracelet. I was 
so touched. I gave him my bible in return. (In fact, except for this year, 

加拿大曼省
Pathway Bloodvein

Pathway Bloodvein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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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lways give away the Bible I’ve been using to one kid). A few years 
later he came back to camp and visited, and when I ask him how he was 
doing, he told me he just got out of juve (Juvenile detention). I said “aww 
man…” and gave him a big hug, again a slightly mischievous, slightly 
embarrassing grin on his face. Then a few years passed and I haven’t 
heard from him, until this past summer when I came with newlywed wife 
Shannon to Bloodvein again and his sister (or was it his niece) said to me 
he said hi. I asked how he’s doing, and she told me he’s finishing college. 
There was a warmth in my heart. 

People ask me what one week could do for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 always say, one week can’t do a lot. But many one weeks 
consistently each year does trickle down into something more. God can 
use that. We saw another glimpse of his grace this year when we invited 
all the high school teenagers to come to the Band Hall to have some food 
and hangout. We were surprised that so many came out and just hung 
out with us and told us their story, and their struggle. We sang some 
familiar ‘greatest hits’ like Sanctuary and held hands together; we played 
a campfire game and sat down for more food before they left. Some have 
gone through rough times, others may not even believe Jesus anymore. 
But you can see the presence of the Spirit in our midst. It did something, 
I am sure of it.

Next year will be my tenth year to Bloodvein, as my wife and 
many of the youths who came with me, some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said they are committed to returning. Why else do I go back? I told this 
wonderful team as I did in previous years: “Because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When one of the kids asked and they always ask, are you going to 
come back next year? I say to them, Lord-willing, I will be back.”

Pathway Bloodvein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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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城短宣分享

羅城華人勝利浸信會簡介

(https://vbccr.org/)

美國紐約州羅城

羅城華人浸信會位於位於安大略湖南岸的Rochester，是美國紐約州第

三大城市，人口約100萬，曾經是世界光學工業的重要城市，前Kodak公司總

部所在地。當地有兩所著名學府：University of Rochester (UR) 和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分別有中國留學生大約1,500多人和500多人。這

些中國留學生是羅城華人浸信會的主要宣教和服事對象。

羅城華人浸信會從2002年第一個團契聚會開始，於2012年購堂搬入現今

地址，成長為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馮偉牧師、師母以及衆同工們10多年來一

直忠心服事在羅城的華人同胞和許許多多的留學生。留學生的流動性很大，

每年都有畢業的離開，又有新的學生進來，所以

教會的工作量很大，傳福音的工作尤為重要，

我們短宣隊的主要工作是協助當地教會關心這

些剛剛從國內過來的學生們，向他們傳福音，

讓他們認識我們的神。

洪博議 (Paul)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隊，而且我是英文堂的成員，三年前英文堂黃執

事就邀請我和我太太參加羅城短宣隊。這次我終於克服了惶恐的心情，也知

道短宣隊可能遇到屬靈的爭戰；經過多次禱告，確切知道主與我們同在，於

是就和我太太Jennifer一起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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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短宣的整體觀察，我得知羅城大學的留學生流動性很大，大多數

是國內來的學士、碩士、博士生。羅城華人勝利浸信會就在羅城大學附近，

但是教會人力資源不足，大部分的資源是來自年長的同工和他們的子女們，

一旦年輕人長大後，大部分就離家去就讀大學，教會同工們也因此漸行老

化。大多數的學生畢業後，除非找到工作，否則他們是必須回國的，所以教

會需要持續培訓新的學生領導人，以能帶領下一梯次的新學生。求神保守看

顧該教會的同工，差派其他新的的資源，一起為主做工。

第一梯次的團友先扺達後，分別到校園和學生宿舍發送野餐活動的邀請

單張。我作為第二梯次團隊第二天到達，聚餐後便一起參加學生團契小組的

查經。我看到學生們雖然接觸聖經的時間不長，但都很認真學習，還很願意

輪流研讀教會所提供的查考資料，帶領小組查經。我們參與其中，在討論中

也有機會分享了我們對經文的瞭解和反思。

感謝主給我彈奏結他的恩賜，在隔天的野餐活動，我得以在詩歌敬拜中

幫忙，一起和該教會的詩班帶領會衆的敬拜。林牧師分享了詩篇23章的涵

義，我們也分組和不同的新朋友同桌共餐；在用餐時，更和他們分享福音和

神的見證；之後我們也準備了幾個團體遊戲，和會衆們同樂。

在參加分享福音的會衆當中，從十八歲的大學生直到七十多歲的長者都

有。其中一位來自中國的交換留學生，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雖然在年紀小的

時候不是很追求主，但是神在他小時候所種下的種子，現在慢慢萌芽了，開

始有了渴慕神的心。還有一位慕道友為了下一代，放棄了國內的生意，移民

至羅城做裝修工程，他每天都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得以和我們持續分享神奇

妙的救恩，和我們得救贖的見證。在我們回到多倫多一星期後，該教會傳來

喜訊，這位弟兄在該教會執事的帶領下，認罪悔改接受主了。真是感謝讚美

主！

我們的團員在每天早上一起靈修，分享、反思神的話語，裝備信心，充

滿活力，準備好接下來一天的活動。林國輝牧師在星期日早上證道，全部團

員一起參加詩班敬拜，還有多位團友上臺分享個人得救信主的見證，會衆在

分享後的午餐中，也回應感謝我們的見證分享。

這次短宣使我們更認知自己是不配而蒙恩的罪人，是神的憐憫呼召我們

認罪悔改，成為祂的兒女，更裝備、使用我們，為主做工、分享福音。求神

繼續保守看顧羅城華人勝利浸信會和所有的同工們。阿們！

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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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凱(Kyle)

當我提筆回想的時候，滿心都是對神的感激，因為一切都是祂的恩典，預

備和成就。

神給我預備了這次機會

我一直對傳福音滿有負擔，然而總是感到有心無力，或是信心不足，年

初聽到羅城短宣的時候雖有感動但沒有採取行動，不過我心裡暗暗恆切禱告，

不久神竟然透過妻子白蘭跟我說：「你應該去，不能全程參加，也可以週末去

啊！」哈利路亞！

而當我下決心參加部分時間短宣之後，竟然查出膽囊內有息肉！當時是四

月，專科醫生說超過了安全標準，建議盡快做膽囊摘除手術，預期五、六月份

進行。感謝神！經過禱告後，我內心滿有平安，欣然決定參加完羅城短宣再約

手術時間。而醫生不但沒有反對延期，還安排我在他暑期休假後第一個手術，

時間剛剛好，讓我短宣回來還有休息準備的時間。

神的奇妙預備還不止如此。原本我只計劃參加周末的部分短宣，不過公司

負責排班的同事向我提起，之前人手不够的情况解決了，我立刻就問：我有事

可否離開三天？他確認後說沒問題，還建議我提前幾個禮拜，每個周末上一天

班，這樣還不佔用我攢下的年假天數了。

原來，神不管我多麽的渺小、不配、小信，當祂要使用我的時候就會開

路，在人看來沒有可能的事，在神的主權之下皆有可能！榮耀歸神！

神的恩典與愛一路相伴

五天四夜的羅城短宣無時無刻都有神的同在，不能盡數。駕車上路出行的

安全，加美邊境的順暢通關，住地與禾場適中的距離，弟兄姐妹的彼此配搭，

與羅城教會的主內分享，每天早上的團體靈修，在羅城大學校園、宿舍與華人

超市的派發單張及福音接觸，周六與羅城的同工一起服事的福音燒烤會等等，

都讓我深刻體會到是神在背後託住與掌管。

雖然我覺得自己仍然很不配，信心亦不足够，但我卻是祂所看重使用的器

皿。比如為了預備周六的燒烤福音聚會這個重頭戲，我們到達後的兩天主要事

主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

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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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是派送邀請單張，接觸校園的華人學者、學生。自己一直在擔心和疑心：暑

假期間許多人外出，亦不是新學期開始，怎能有外展果效？與我一隊搭檔的張

宇明大姐滿有信心地走在我前邊，邊走邊告訴我敲門的技巧：比如留意郵箱上

是否有中國名字的拼音，窗臺上擺放的物品是否印有中文，敞開的窗子裏面是

否傳出中文對話等。結果當我試著去做時，竟然所有開門的都接受了單張，周

六的聚會上，有幾個家庭正是接受我們的邀請來赴會的！哈利路亞！

還有林牧師帶我們安靜禱告，然後滿有信心地面對挑戰，這些鮮活的經歷

讓我真實地見證了什麽是信靠神，怎樣信靠神，以及信靠神的結果。我真是經

歷了神的大能與同在！

這次短宣之前，我覺得五天太長，然而短宣結束之後，卻有了來自聖靈的

感動：地裡的莊稼太多，工人太少，你今後是否願意全人獻上？我知道只要是

能為主做工，都是莫大的福氣。走出去﹐將福音傳遍世界，這是神給我們的大

使命，我責無旁貸﹔走出去，傳福音者的脚踪是何等佳美﹐因為有主與我們同

在。

這次短宣之後，感謝神讓我立下心志，在祂裏面緊緊不放手，每天背起自

己的十字架，定睛在主耶穌身上，努力忘記背後，甘心樂意向標杆直跑！

這次是我和先生第一次連袂參加國語堂的羅城短宣隊。自從2010年成為

基督徒以來，我一則覺得自己聖經知識裝備不夠，靈命不够成熟，不敢參加短

宣，二則覺得短宣勞民傷財而且效果不彰，所以從來不把短宣放入年度計劃。

沒想到黃亮執事一再邀請我和先生去參加短宣，所以當我先生趁我回台灣探親

時報了名，我就勉為其難地「順服」，跟著屬靈的頭參加了短宣。

行前兩周，我和先生還在討論短宣的「勞民傷財」和「效果不彰」。我們

只勉强地給自己一個去撒種的願景，不敢想有人會真的想接受福音。行前一周

主日，英語堂小組有對夫婦帶了一位遠從香港來多倫多拜訪的師母來到麥浸崇

拜。在茶點時間我歡迎這位師母時，也不知為何，我竟然和她談到短宣的感覺

李宜玲 (Jennifer)

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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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勞民傷財」。當下，神藉著這位素未謀面的師母，用廣東話啓示我：「我

上帝，派我唯一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從天而降，祂放棄神的榮耀，成為凡

人，最後為世人贖罪，死在十字架，這不是比短宣更『勞民傷財』嗎？」哈利

路亞！讚美主！感謝神的垂聽和啓示，我明白了！

來到Rochester，周六和周日早上短短的靈修讓我們更摸著耶穌的心，明

白祂的旨意。路加福音十五章中失羊的比喻，在一百隻羊中有一隻羊走丟了，

牧羊人更惦記著那隻迷失的羊。而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點出傳福

音是神的命令，因此這次我參加短宣根本不用害怕，在傳福音的同時，神會一

直與我同在的，因為耶穌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令人意外的是，我在抵達羅城教會的第一個晚上就遇見六位台灣人，其

中有三位是台灣大學的校友。他們都是台大化工系的，科達的軟片總公司就在

Rochester，他們以前是科達軟片研發部的工程師。其中有一位在台大化工系

畢業之後就申請了Rochester大學研究所，然後就一直定居在那兒有五十年之

久；另有一位服事熱誠的Mitchell執事；還有一位博學多聞，對國際政治關注

的主日學老師孫博士。能認識這三位愛神的校友和他們的家人，也不虛此行。

這城市曾經因有風光超過百年的科達軟片總公司而名聲大噪，但隨著相機

數位化，教會會員也斷層，留學生畢業不是回國就是到別的城市就業，所以我

們教會短宣隊提供的支援就如給這教會打了一劑營養針一樣，讓他能繼續維持

下去。

回到麥浸的第一個主日，羅城的教會就捎來喜訊，Mitchell執事帶領一位

從國內來的裝修公司老闆做了接受主的禱告！感謝讚美主！竟然有人因短宣隊

的支援而信主！

感謝短宣隊的弟兄姊妹在短短數天中，甘心給、用心愛，走出自己的舒適

圈，奉獻生命，積極分享福音，最後成為別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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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明 (Macy)

感謝神的恩典，賜予我們走出去傳福音的使命！我們這次短宣有很多的收

穫。

這次短宣的四個清晨，我們每天都用一個小時的時間靈修、禱告，按事先

安排的每天由兩名隊員帶領，令我感動的是大家都做了充分的準備，經文、聖

詩以及靈修和禱告的形式、內容一切都是那麽的完美。

感謝主！通過今年弟兄姊妹一同走出去短宣，我們不單單把主的福音傳揚

出去，我們每個人屬靈生命與此同時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弟兄姊妹之間更是

加深了相互間的瞭解，大家互相配合的非常融洽，真是主把我們的生命緊緊地

連在一起了。短短的幾天我們雖然不能收到太大的效果，但我們把福音的種子

播下去了，相信一定會生根、發芽、結果的。特別是我們回來一星期後當地教

會一位同工告訴我們：當地教會的一位慕道朋友聽了我們隊員的福音見證後，

受聖靈的感動，決志信主了。在總結會上聽到這個喜訊，大家都非常高興，感

覺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同時更加認證了我們走出去傳福音是神的使命。

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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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柬埔寨短宣簡介

柬埔寨短宣的目標是向年輕人和老年人傳福音。柬埔寨是一個遍地偶像的

國家。這個國家的主要信仰是本土佛教和萬物有靈論。大部分的柬埔寨人懼怕

靈界，不管這種靈是來自祖先還是來自自然。他們害怕墮入佛教的地獄，害怕

激怒他們祖先的靈魂，這些靈魂也不斷的攪擾他們。通常祖父母會教導孫子輩

去崇拜佛像，因而能够不招惹靈界。

在四福音書裏，耶穌對人充滿憐憫，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

一般(太9:36)。MCBC短宣隊效法耶穌的樣式，要傳講那位獨一的真神，祂愛

世人，也包括柬埔寨人民。神差遣祂的獨生愛子，為我們死，把我們從死亡的

恐懼中救拔出來。同樣，路加福音4:18中，耶穌宣稱自己的身份時也在宣揚自

己的使命。

Phnom Penh 市是 Kampong Speu省的首府，CMI (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 
已經建立了一個每周進行的語言和聖經課程，供當地4-15歲的孩子們使用。

CMI在當地有長期的策略，他們通過兒童給父母們傳遞福音信息，以至於可以

覆蓋他們的社區，並且通過協助孩子們靈命和身體的全人成長，讓他們在基督

裏成為主忠心的僕人。CMI已經在當地租賃場地，計劃建立一個社區崇拜點和

一個基督徒職業培訓中心。

希望參加短宣的隊員們都有靈命的成長，他們也可以通過主的教導而自我

奉獻。隊員們應該認識到，宣教是神自己的宣教，我們只是祂的器皿。我們在

主的恩典裏，無用的成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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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過去幾年來，Elle姊妹、Hanc弟兄和CMI在柬埔寨的付出，已經

在語言和一切上都有了一定的培訓和裝備。我們雖然面臨著語言的障礙，但是

我們有一支喜樂服事、多結果子的隊伍。

我們所有人都對神在當地的同工和孩子們身上的偉大作為感到振奮鼓

舞。神讓我張開眼睛，看到了神自己在柬埔寨的工作，也讓我看到了在柬埔寨

的年輕人和孩子的巨大需要。感謝神，通過短宣，我自己作為主的僕人的生活

樣式也得以鍛造。

我强烈的建議MCBC繼續支持當地的宣教工場。我們也要恒切禱告：為

當地同工的需要而禱告；為更多麥浸弟兄姊妹加入短宣，從而能在其中親自經

歷神的愛而禱告。

楊海 (Henry)

柬埔寨的團隊的合一和活力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感謝主，我在這次宣
教中，親身體驗到了柬埔寨弟兄姊妹們獻身事奉的巨大力量。他們的生命見證
影響了更多的生命。我也看到了，宣教是每個屬神的人的事工，以至於神的兒
女們能一起來完成神的國。

我回到加拿大以後，希望和更多的和人分享宣教事工和跨文化宣教的需
要。我個人也更願意在兒童事工上服事。

希望大家一起祈禱，為當地需要的禱告、也為資金和工人獻上祈禱。

1. 為Pursat省小學，聽了福音的孩子們禱告，願福音的種子在他們心中扎根

成長，走上信靠獨一真神之路。

2. 金邊青年宿舍中的基督徒禱告，求神讓他們更認識神，愛神愛人的心不斷

增長，以生命影響宿舍中尚未信主的室友，引領更多人歸信基督。

3. 為Samrongtong村的頌榮福音中心禱告，求神使用CMI同工在當地建立起

福音基地，在村中為神作美好的見證。

請為柬埔寨的需要代禱

柬埔寨短宣分享

林國輝牧師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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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麗英 (Susana)

我們在柬埔寨的短宣，把耶穌的福音向超過400個青少年兒童傳揚，感謝

主！

雖然我不懂當地語言，但是我從中學習到了要關心窮人的需要，也學到

了怎麽去關心和愛這些孩子們。

回到加拿大以後，我希望可以參與教會的年輕人和兒童的服事，求主帶

領。我們也要為柬埔寨這個國家，和當地的宣教事工向主獻上禱告。

何碧瑜 (Virginia)

我的柬埔寨的短宣是個充實的生命體驗，我的心受到震動，生命得到祝

福。

我的個人體驗和別人不太一樣，因為我錯過了第一次培訓，又是第一次

去宣教，也和別的隊員都不認識，因此，我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出發的。

在宣教工場我瞭解到柬埔寨的平均人口年齡只有20多歲，所以，青年人

的事工非常關鍵。我也看到了當地的需要、持續培育當地同工的需要。

感謝主，神已經在柬埔寨動工。我認為，如果就兩個星期的時間長度而

言，我們從宣教中得到的益處多於在本地教會服事所得。短宣旅行可以成為一

個途徑，讓隊員們看到上帝的國在實際宣教工場的真實需要，讓基督徒們有機

會從屬靈和屬世的角度和有需要的人一起，分享神對他們的赐福。這種短宣不

但可以讓我們知道怎麽樣做一個更好的門徒，也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上帝在

基督徒身上，以及在宣教工場的心意。

回到加拿大以後，我希望和肢體們更多的分享短宣的經歷，灌輸宣教的

心態，鼓勵他們也去體會我們所體驗的。這樣可以讓他們知道，不僅僅是專業

人士如醫生等才能去短期宣教，大家也可以為上帝的國來祈禱。對於不能參加

短宣的，可以參加本地宣教、為福音機構做義工。

從我個人的層面，我願意將來繼續參加短宣事奉。我也希望MCBC一起來

持續地為宣教資金來祈禱，為興起當地的領袖來祈禱，為興起更多的中長期宣

教士來祈禱，為有更多的植堂祈禱，為當地的牧者牧養羊群而祈禱。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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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 (Alex)

感謝神在這次柬埔寨的短宣給了我們服事當地兒童的機會。不過我們

也面臨著很多挑戰。首要面臨的就是語言的挑戰，當我們服事將近或者超過

250個兒童的時候，我們只有5個同工作翻譯，當小朋友有任何語言上的需求的

時候，我們只能依靠他們。雖然很多時候小朋友只是需要上厠所或者需要額外

的紙，但有其他的問題或者要求的時候，我們就很難即時反應了。

內容方面，我們團隊做了充足的準備，包括傳講福音的手工，耶穌生平

的節目，氣球做的動物，還有聯合當地同工帶領頌唱讚美詩歌，我們預先設定

把福音信息傳達出去的目的基本都到達了。如果能够給不同的年齡段準備不同

的手工就更好了。感謝主使用我們！

通過這次短宣，我為自己目前所擁有的一切非常感恩，更感覺到了來自

神的愛的長闊高深。我也親身感受到當地需要很長期宣教的支援，也需要培訓

出更多當地的人才。

短宣回來以後，我堅定了服事麥浸教會崇拜事工的心志，也願意跟隨主

的呼召，繼續參加短宣服事。

我也願意號召大家，一起為短宣隊伍的身體和靈命健康而禱告。因為我

們知道，他們在當地要面對著撒但的攻擊，也有很多屬靈的征戰。願主繼續大

大的使用我們麥浸的弟兄姊妹們。

楊志敏 (Jenny)

這次短宣，主教導了我要為需要的窮人們工作。回來以後，我願意服侍

麥浸的兒童們。求主繼續差遣我去參加下一次的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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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艷婷 (Amen)

我們在柬埔寨完成了三個兒童夏令營，總共接觸了450-500個孩子，並

且，我們還在菩薩省探訪了30個家庭，希望把福音傳給他們。

我雖然不是一個專業的教師，但是神不斷的透過讓我不同的群體分享手

工和藝術來裝備我，不斷的補充我的教學經驗。感謝神，這次我又學到了一些

新東西，不僅是佈道，又加上了牧養；不僅僅是技巧提升，更加添上了靈命的

成長。

在當地，雖然天氣炎熱，每個人都是揮汗如雨，但是絲毫沒有影響孩子

們的熱情，他們認真的聽信息，開心的作手工、遊戲和唱歌。從他們單純的眼

光中可以看到他們心靈的饑渴，從他們開心的笑臉中感受到他們需要更多的

愛。

我一直感恩神賜給我們這麼好的團隊，大家都用神所賜的不同的恩賜分

工合作，同做主工，雖然揮汗如雨，但是彼此都用開心的笑臉互相鼓勵。這讓

我想起哥林多前書12章4-11節中神的話語：

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
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聖
靈顯在個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
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
人的。

感謝神的呼召和聖靈的感動讓我們有這麼完美的團隊。神的靈在這裡自

由的運行，將恩賜顯在團隊中的每一個隊員身上。有一位宣教士（國際關懷協

會）江老師已經在這裡教了三年的中文和英文。這位退休的美國教授每週從金

邊來到這個營地，花費來回三四個小時的車程來這裡教孩子們中英文和聖經。

從Hanc, Ellen和江老師三位平均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長期宣教士身上，我看到

一線宣教士的辛勞和不易，也深深的感受到了宣教工場上工人的缺乏。願神賜

福與保守這些前線宣教士的身、心、靈的健康和他們所做的工。感謝神！

柬埔寨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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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德國短宣簡介

短宣隊去德國 Gottingen / Kassel 是為了配合宣教士林奕勝/何少玲夫婦在

當地的宣教事工。每個短宣隊員都會有特別的支援任務，包括講道、主日學老

師培訓、主題式研經、兒童節目，以及個人見證分享等等。

Gottingen是個大學城，是德國一所很有名的大學，因為該校免收學費，

且和中國南京大學交換學生，所以有好幾千中國及東南亞留學生就讀。

這些留學生是宣教對象。希望福音的種子能夠在這些留學生身上紮根並

傳播。每周崇拜約有四、五十人出席。

另外一個城市Kassel距離Gottingen約五十公里，人口約二十萬，大部分

的華人是移民家庭。居住範圍比較分散。這個城市的教會每隔一週有一次崇

拜，有約二十多人出席，每周有一次團契，出席人數不定。

德國短宣隊員分享

楊曉 (Andrew)
我今次參加了德國短宣。在短宣過程中，我瞭解到團隊合作、互相尊重

和互相扶持，是短宣成功的非常關鍵因素。短宣歸來，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同在

德國一樣，向家人，向朋友熱心傳揚主的福音。我希望明年2020年還繼續去德

國短宣，也請大家為我祈禱。

1. 求神興起更多的宣教士，進入這個廣大而且待收的禾場。

2. 加添力量給宣教士，照顧他們的家庭，供應他們的需要。

3. 感動更多弟兄姊妹積極參與宣教事工，回應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請為德國的宣教祈禱



�0 短宣集錦

黃李懿倫 (Elaine)
我參加的這次德國短宣隊伍，忠實地完成了所有事工的計劃，包括工作

坊、講道、研經、父母講座、分享見證、兒童節目、探訪、同工餐會鼓勵分享
等等。這次宣教覆蓋了兩個城市和附近的城鎮。我們為這次短宣旅行的順暢，
和事工的完美完成，感到非常的感恩。

我們這次遇到了很多對基督教持開放心態的人，很多家庭、學生願意來到
我們教會團契中間分享他們的生活和經驗。與兩個非信徒一對一的分享，讓我
印象深刻，我們有幸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仰和挑戰，當我們一起祈禱的時候，我
感覺到上帝開啓了他們的心，讓他們去尋求神。我深信神會繼續在他們身上動
工，改變他們的生活。另外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兒童的節目。雖然他們說的
大部分是德語，但是他們仍然很好地回應故事、遊戲和手工製作。

對我來說，這次也有不少的挑戰，因為沒有很好休息和調整時間。我個
人認為，如果能够减少大型聚餐的次數，可以讓短宣隊更加專注於他們的主要
事工上。 

通過這次短宣，主讓我認識到，不管我們來自何種文化背景，我們都需
要神。神讓我去愛那些和我迥異的人，因為他們也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
的。願神使用短宣隊和我們的時間，成為他人生命中認識福音的接觸點。我們
尋找機會去播種，而在神裏，沒有種子不能成長。

我也認識到，學生事工有巨大的需求。這兩個城市 (Gottingen and Kassels) 
也有他們的獨特處和事工的需要。那裏能够支持他們的資源和領袖非常緊缺。

MCBC應該延續對短宣和中期宣教工場的支持，確定中期的宣教士和宣教隊伍
來支持 Pastor Lewis。而對我個人來說，我對差傳委員會有了更多的認知 。

馬牧群 (Danny)
我認為這次短宣的目的是減輕宣教士的壓力，讓他們感覺到從上帝而來

的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短宣實在是太「短」了！我們真的需要多為當地的
宣教士祈禱、提供更多的支援。

這次短宣中，神教導了我怎麽和具有不同
恩賜的弟兄姊妹們搭配事奉，並且成為一個合一
的團隊。

下次有機會，我希望嘗試參與不同的短宣
事工，也想鼓勵弟兄姊妹們多參與短宣。讓我們
在禱告中都一起來支持、擴展這個短宣事工。

德國短宣隊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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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珈 (Carrie)
這次短宣中，每天早上的靈修對我特別有幫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探

訪和邀請學生來分享，能在神裏和弟兄姊妹們一起交通，真是非常的好！

這次短宣，神給了我一段話語：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

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約21:17)

袁俊林傳道 (Jun Lin)

這次短宣中，我學習到了和不同的同工們一起事奉，感謝神！我們應該
專注於引導更多人信主，所以，應該培訓更多當地的主日學同工，更多培訓傳
福音的技巧。

我願意繼續參與下一次短宣，感謝麥浸和差傳委員會的傑出工作！

黃亮 (Richard)

這次宣教我也看到了宣教團隊中的剛强和軟弱並存，需要更深入的事
工，就需要更多的中期和長期的支持。

感謝神！回來之後，我有心志把短宣的經歷分享出去，也願意更多的被神
裝備。求神興起更多年輕人，讓他們有更好的裝備來加入宣教隊伍。

我這次短宣參加了主題式查經（祈禱和創造主題）、父母工作坊，還協
助了兒童事工。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的專注於某些領域，因為我們去了很多
地方，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都做得不够深入，有流於遊埠的感覺。如果我們能
在Gottingen探訪更多學生，多為他們祈禱，效果會更加好。我能看到，禾場實
在是很需要工人，但是當地的宣教士太疲乏了，他們太需要中、長期的宣教支
持了。

通過這次宣教，神讓我看到我自己在靈命的很多方面需要被主鍛造。感謝

主！我還看到神把很多人帶出了中國，在德國那裏，他們的生命得以餵養。

從短宣回來，我應該在本地教會服事中，更加刻意的，犧牲的來服事當
地的大學生人群。

讓我們一起為當地宣教工場的中期和長期事工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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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Lee (Choir Chair)

In Feb 2019, the MCBC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hoirs went to 
the city of Rochester for a 2 days short term mission.   Our goal was to 
work with the local church to reach out to visitors (typically students) to 
Rochester via music and worship.   It was a chance for the choir to step 
out of the Sunday worship comfort zone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how to 
do out-reach with music.  

From the get-go, w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God’s grace.   The 
choir has had no experience planning anything like this.  There were lots 
of questions: how many would commit to going (in many ways that dic-
tate the songs we would do); where were would stay; how to get there; 
what about finance; meals arrangement; how do we practice with 2 choirs 
(each would have to learn to sing in a different dialect); what are all the 
little things that we don’t even know we need to know/do?   So we began 
by lifting our hands and putting the events into His hands.   

God’s grace was abundantly clear indeed!   God helped and guid-
ed us in all phases: in providing transpor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all 
within our budget; in putting the burden in the hearts of brothers and 

Grace upon Grace

聯合詩班羅城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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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ters so that we were able to bring a team of 47 even though it was right 
around Chinese New Year; helping us prepare 2 programs in a very short 
time.   That, however, was just the beginning.   During the planning and 
the trip going down, we had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and 
build bonds between th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ongregations and had 
a great time serving together.  Everyone was so helpful and eager to sup-
port and accommodate.  At the church, it was good to share with many 
visiting scholars/students and learned about some of the struggles they 
have, and shared the Gospel with them.  We were also privileged to hear 
the performance from a world-class violinist (sister Huang Bin) as well 
as the moving testimonies of brother Aaron Huang. 

We were also deeply touched by the hospitality, warm welcome 
shown to us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Rochester church.   We 
witnessed their dedication in serving the Lord despite a general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more inherent problems in serving a community that 
is by nature a “revolving door” and changing constantly.   They might 
not have available AV equipment as MCBC has, but the love for God 
was strong and evident and inspirational to us.   The event was, in fact, 
a blessing to all of us.  The Lord has asked Christians to be a light of the 
world, and they are that in Rochester.  

For us, it was a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made us deeply grateful for 
God’s blessing for MCBC, for how much He has blessed us, and to re-
member to pray constantly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serving Him 
faithfully around the world.

Lastly, God gave us a good experience and it’s an encouragement 
and a reminder that we are to reach the world for Him.   We will continue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serve where He leads.

聯合詩班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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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2月份，麥浸的粵語堂和國語堂聯合唱詩班參加了羅城的2天短

宣。我們的目標是和當地教會一起，用音樂和贊美接觸當地的慕道友（特別是

學生）。對唱詩班來說，也是一個邁出禮拜日崇拜的舒適圈，用音樂來宣教的

一個有益嘗試。

從一開始，我們就經歷到神無比的恩典。我們從來沒有嘗試過這種事情，

因此有無數的問題：有多少隊員參加（這很大程度决定了唱什麽詩歌）、怎麽

去、住哪裏、財務和飲食安排、以及兩個詩班怎麼一起練習（因為說國粵語的

都要用對方的語言唱詩）……我們只能舉起雙手，把整件事交托到神的手裏。

神的恩典真的是豐盛又明顯！神在每一個階段都引導我們：帶領我們安

排好一切的後勤準備；春節馬上就有47位隊員們有愛心能參與侍奉；讓我們在

很短的時間內就準備好了兩個節目。然而，這僅僅是開始而已：我們在準備期

間，就有機會與兩堂弟兄姊妹們真正的彼此認識，互相搭配、扶持、事奉，每

個肢體都那麽熱心去互助、互讓。

在羅城的教會，我們也有機會能够和很多訪問學者、學生分享，瞭解他們

的掙扎，並且把福音這個大好的信息分享給他們。我們也有幸聽到了一個世界

級的小提琴家黃濱姊妹的演出，也聽到了黃安倫弟兄的生命分享。

我們也被羅城教會弟兄姊妹們的熱情招待而深深觸動。他們缺乏資源，

要面對時常變動的會衆，却甘願只做一個「旋轉門」。雖然沒有麥浸的音響設

備，但他們身上可以見證到上帝的愛，這深深地觸動我們。因此，這次短宣，

事實上是神對我們所有人的賜福。主命令基督徒成為世上的光，羅城的信徒們

就是這樣的光。

這次短宣真是讓我們深深的體驗到上帝是多麽的賜福我們教會。也讓我們

學習到，要掛念在全地服侍神的弟兄姊妹。

最後，神給了我們這個美好的體驗，給了我們激勵，並且提醒我們去到世

界為神傳講祂的福音。我們理當不斷的尋求有主帶領的機會來事奉神。

恩上加恩
李偉明 (Felix)

聯合詩班羅城短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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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耶穌愛華埠」

多倫多
本土短宣

袁銘深 (Jimmy)

多倫多短宣中心主辦的「耶穌愛華埠」Jesus Loves Chinatown今年已是第

六届了，這宣教活動每年有數百位大多倫多地區的華人教會弟兄姊妹參與。宣

教地點覆蓋多倫多華埠中區、東區、西區及其周邊社區，以國、粵、英三語來

進行，宣教為期一周，並且分別於早、午、晚有大型佈道會。我們的宣教佈道

形式，包括社區街頭佈道、校園佈道、健康講座佈道、老人大廈佈道、晚間拍

門佈道、教會開放日、和週末佈道會等。

感謝神，這次本土宣教大行動，不單成了麥浸城市宣教隊每年必定參加的

外展傳福音活動，亦成為吸引弟兄姊妹學習傳福音的一個最好的機會。透過神

的恩典和教會的支持，每年都有數十位弟兄姊妺願意參加。今年便有四十多人

報名，包括有十二位國語堂的會友，和三十多位粵語堂會友，其中亦有多人參

加三天或以上。參加者中，不但有每年出席的忠心支持者，亦有首次參加外展

佈道的弟兄姊妹。透過這活動，信徒有機會用自己的見証，向陌生人分享神的

救恩，領人歸主。最重要的是可藉此磨練靠主的信心和佈道的心志，增進自己

與神的關係，作一個真正跟從主的門徒。

今年的佈道，最令人感到興奮的，莫過於有不少首次作街頭佈道的弟兄姊

妹一同參加。他們無論在社區逐家逐戶拍門佈道，或在街上探訪大小商鋪，數

小時不停佈道，完全不怕疲累。在佈道中經歷神的帶領，雖然遇到無數人的拒

絕，但卻能從中學習到主耶穌犧牲受苦的精神。很多人在分享心得時，表示感

謝神賜與他們機會參加這短宣之旅，讓他們真正認識到作為一個基督徒應有的

責任。這是神對每一個願意順服祂的人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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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kindling the Passion 
        in Short Term Mission

KC Chan, Karen Lum, Henry Yang,
 Elaine Wong, Lucilla Wong, Simon Yuen

Short Term Mission (STM) is an important and integral component 
of Mission Ministry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MCBC’s STM Ministry (a ministry of Mission Board) 
has evolved substantially, in terms of scope, composition and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from individual divisions of the church.

In the years before 2011, there were usually two to three church-
led STM trips to Manitoba, Panama and China (latter in partnership with 
NYTEC to Central China).  From 2011 to 2014, the number of STM trips 
increased to include the partnered programs to Rome, Cambodia (medical 
support ministry) and South Western China (in partnership with CCC).  
Coinciding with this pattern, we witnessed the rise of a great number of 
MCBC brothers and sisters being ushered, trained and mentored to take 
up leadership or supporting role in STM programs. Some of this fresh 
army of strong passionate STM goers, motivated by respective divisional 
pastoral staff and encouraged by Mission Board, began to take initiative 
in organizing exploration trips to other new destinations.  The result was 
that, in the subsequent period of mid-2014 to early 2017, a number of 
exploration trips took place to new destinations including Rochester, 
Cambodia (Bible class and youth camps ministries), other cities in Italy, 
Germany, Chile, Ecuador and Pathway. Some of these are carried on to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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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years of 2015 – 2016, we also saw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who individually joined STM trips 
of their choice to other corners of the world.  A few of them went on to 
longer durations from three month to a year. 

It may not be easy to quant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STM on 
flourishing and “sustaining” the passion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Missions, or on making them a more “matured” disciple.  Nevertheles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 has been quite a few 
of  “home-grown” missionaries and church members answering to His 
calling to enter into M. Div. or equivalent seminary programs to equip 
themselves for full time ministry.  From the testimony written by these 
seminary students, it is evident that almost all of them have participated 
in one or more STM trips, and often this experience was the triggering 
point in their decision to commit to serve Him in full time service.

Entering 2019, it appears we are coming to a “maturing” phase 
for STM ministry in terms of the scope and participation level.  Mission 
Board will strive to work with pastoral staff and passionate leaders to 
encourage brothers and sisters’ participation in STM programs and look 
for new opportunities of partnership with more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to expand the STM ministry.  It is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TM booklet not only documents the joys and challenges experienced by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M programs in 2019, 
but also serves a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vast needs of missionary 
work at the field around the glob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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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燃短宣激情的
差傳委員會

(KC Chan, Karen Lum, Elaine Wong, Lucilla Wong, Simon Yuen)

短期宣教是  實踐大使命的宣教事工裏的重要一環。在過去十年裏，在上

帝的引領下，麥城華人浸信會短宣事工作爲差傳委員會的一個部分，在事工範

疇、組成、其他各部門的參與程度上都在持續的變遷中。

在2011年之前，我們由小規模，兩至三個麥浸主導的短宣隊開始，去

到曼省、巴拿馬和中國短宣（後來和紐約神學教育中心NYTEC合作去華中地

區）。從2011年到2014年，短宣隊伍的數量增加，包括與合作方一起去羅

馬、柬埔寨（醫療支持宣教）和中國西南地區（和福音證主協會合作）。在这

个过程中，我們見證了大量的麥浸弟兄姊妹們被帶領、受訓並且受指引而擔負

起領導或支持短宣事工的職責。一些滿懷激情的短宣新軍爲牧者們所鼓勵，

爲差傳委員會所激勵，開始自發去發展新的宣教工場。因此，從2014年中到

2017年初，開拓性的旅程拓展到了美國紐約州羅城、柬埔寨（聖經學校和青年

夏令營）、意大利、德國、智利、厄瓜多爾和加拿大曼省Pathway。以上的一

些事工目前仍在持續進行。

從2015至2016年，我們也看到了參與短宣事工的肢體人數持續增加，他

們的腳蹤走到世界的其他角落，有肢體甚至把短宣期延伸到三個月至一年。

要根據觀察肢體們的熱情程度去衡量短宣成果的效益並總是那麽容易。

然而，我們清楚地觀察到在過去的幾年內，上帝是如何使用麥浸和我們這些獻

身的弟兄姊妹的。有很大一部分「自發性」的宣教士和肢體回應神的呼召，進

入神學院攻讀，以裝備自己預備全職事奉。從這些神學生所寫的見證，印證了

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曾經參與過一個或者多個短宣，短宣的經歷也對他們決定全

時間事奉神有持續的影響。

進入2019年，短宣事工逐漸地進入了成熟期，我們對於支持短宣有了更

加清晰的框架。差傳委員将會致力與牧者和信徒領袖們，一起鼓勵弟兄姊妹們

積極參與短宣事工，並尋找和其他宣教機構的合作，以拓展短宣機會。我們真

誠的希望，這本2019年短宣事工集錦的出版，不祗讓大家淺嘗短宣的弟兄姊妹

們的歡愉和挑戰，還能鮮活的勾畫出全球宣教工場的廣大需要。

愿上帝的榮耀遍滿全地。阿們！

反思及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