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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承传，作主忠仆
吴豪牧师

    进入2020年，恩典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中间产生了新的领袖，成立了新的同工团队，经过
四年教牧服侍的操练，我也被委任，承担了主任牧师的
重要职份。在新的阶段到来，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挑战
，我们如何延续神借着成辉营牧师和以前的长老执事同
工团队，在恩典堂过往30年的时间里，所成就的工作，
把我们的信仰承传下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功课
。为此，我选择了信仰承传，作主忠仆，作为教会2020
的年度主题，希望在四个层面和教会的众肢体承传我们
的信仰：在教会的新老领袖之间；在教会新老信徒之间
；在每个家庭的父母和儿女之间；走出教会，在基督徒
和非信徒之间，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还没有相信耶稣的
人。围绕2020年教会的主题，我也特别选择了提摩太前
后书和提多书，作为教会主日讲台的主题经文，希望透
过对于这三卷保罗在人生最后阶段所写的教牧书信，帮
助我们明白如何建立基督的教会，承传我们的信仰。
    2020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席卷全球的病毒和疫情
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教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虽然从三月份开始，因为疫情的缘故，教
会不得不关闭大门，所有教会的事工和聚会，都不得不
改到网上举行，但是感谢主，自3月15日教会第一次中英
文联合网上崇拜以来，教会的主日崇拜，小组聚会，成
人主日学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常规的聚会一直都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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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班的进行之外，我们还在4月10日的受难节，成功
地进行了教会第一次中英文堂联合的网络受难日礼拜。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对弟兄姐妹灵性上的冲击，6月19-20
日的周末，我们的中英法三堂的同工再次齐心协力，举
行了网络联合培灵会。在那一次的培灵会里面，弟兄姐
妹用不同的语言一起在网上同心为教会祷告，为疫情祷
告，为主作见证，我们也深刻地经历了在基督里合而为
一，彼此扶持的喜乐和盼望。10月10-11号是恩典堂宣
教主题的周末，中文堂有幸邀请到美国加州的张伯礼牧
师，和恩雨堂教会，一起联合举办了网络上的布道会。
几十位慕道朋友透过布道会决志信主。11号的主日，中
文聚会也有幸邀请到宣道会在日本的全职宣教士庄敬和
谢文卉牧师夫妇，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信息，让我们了解
到了他们在亚洲的宣教工作。
    除此之外，2020年神在恩典堂很多的作为，都应该
被我们数算和为之献上感恩。3月隔离开始之前，教会
中文堂有3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了国语的把握时机课程培
训。7-8月，英文堂的几位弟兄姐妹，参加了网络上英
文的把握时机课程。透过这些课程，很多人的生命受到
触动，震撼和改变，并且对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神的心
意和做事的法则，特别对于跨文化宣教，把福音带到最
少听闻福音的族群中的使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把
握。因为疫情的耽延，本来计划4月复活节接受洗礼的7
位中文堂的弟兄姐妹，最终在8月底，受洗归入主的名
下。8月底，在恩典堂各位同工的共同努力和协作之下
，我们也顺利底完成了第一次的网络选举工作，选举产
生了2020年恩典堂长老执事提名委员会的会众代表。因



为是第因为是第一次，再加之很多具体的技术环节操作
，这是一次不容易的尝试，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
在新的环境和挑战之下，我们却意外经历到神丰丰富富
的预备，在各样的事情上一无缺乏。
    疫情期间更多的弟兄姐妹开始参加教会的周三祷告
会，更多祷告的勇士，以前因为时间和交通方面的限制
，无法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的肢体，借助网络的便利，
都加入到了祷告的服侍当中，成为教会各项圣工最有力
的属灵支持者和守望者。在教会的领袖层面，牧者和长
老在2020年也开始了每周二晚上彼此代祷和分享的聚会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尝试，感谢主，借助这样的团契时
间，我们建立了更多彼此的信任，增强了属灵的沟通，
更是帮助众同工合二为一，齐心协力，为教会的事工，
彼此扶持。在2020年，中英文堂的小组长培训仍然没有
停止，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圣经辅导板块的培训（教会小
组长的培训分为四个板块：神学基础，灵命塑造，圣经
辅导，和门徒培训），教会的小组带领者，在这个培训
和学习当中，不仅自己的属灵生命得到重整和更新，也
了解到如何使用圣经来帮助和辅导在心灵和身体方面经
历挣扎和痛苦的肢体。在中文堂，因为第一期的圣经因
为第一期的圣经辅导课程使大家受益匪浅，在2020年下
半年，我们同时又开始了圣经辅导第二期的基础班和第
一期的进深班，并且这些课程面向了教会中所有愿意参
加的肢体。真是神的作为，圣经辅导的课程切实地帮助
了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中间预备了不少将来
可以参与心灵关怀和辅导的同工，希望神能够继续使用
这个课程，在未来的日子，带给恩典堂教会更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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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和复兴。
    2020是个非常不容易的年份，但是我们的教会，
从各个层面都丰丰富富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往常的
各项事工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和亏损，在特殊的
时期，我们反而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回
顾过往一年我们走过的道路，我的心中充满感恩，向
各位参与在教会各项圣工中的同工表示感谢，感谢你
们对于教会的奉献和服侍；向所有弟兄姐妹表示感谢
，因为你们在教会生活中的委身，参与和代祷，恩典
堂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才能够被建立起来。让我们
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耶稣基督，是主
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如今还在神的真理
和应许中站立，还可以被神使用，我们的教会还在被
建立，我们仍然在教会中见证着神拯救和改变的大能
。因为主对我们过往岁月的眷顾和看护，我们有理由
相信，祂会继续在将来的日子里施恩于我们，让我们
刚强壮胆，拭目以待！

6



7

静 默 有 时
成加庆牧师

  这一年，许多的事情停止了, 它们大部分也将不再回
来。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来讲，剩下的只有迷茫，烦躁 
和空虚。但是在些痛苦中，上帝的子民转向祂， 接下
来的安宁会带来新的生命，新的启示，新的亲密。
约翰福音 12:24 “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
    这一年，我们学习了如何祷告并且安静地来到主的
面前。我们不是生存下来了，乃是兴旺了。这个肉眼看
不见的成长是我们扎深在基督和祂的话语里。即便当全
世界都在隔离与恐惧中，我们在神里面的团契和平安更
深了。没有任何事能与我们在基督里更丰富更新的认识
相比。若我们的苦难与挫败感是神借着它们使我们更深
认识祂，那我们要含泪说：” 要更多!”
雅各书 1: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
要以为大喜乐” 
    新鲜的尝试在网上宣教，参加圣经夏令营，在网上
聚会，洗礼，家庭献诗歌，以及那个美好的圣诞节外展
的视频剪辑…… 这些都把我们指向我们在基督里的美
好的团契。除祂以外，我们将一无所是。
诗篇 63: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
你。”  
    就如同我们所学的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们发现了等候神的本质。这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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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静下来定睛在我们的王，天父，兄弟，策士，
朋友，医治者身上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主动的敬
拜。
罗马书 8: 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
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
息替我们祷告。”
    在这一切中，我们学到了在受苦中喜乐。我们正
活在末世的生产之难中 – 有狂喜也有痛苦。但同时
，我们对基督的盼望与异象也是何等的大！这是一段
分散，哀哭，悲伤与不能相拥的时间，但是最主要的
，这是一个我们要在上帝面前静默的时间。
传道书 3:7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2020兒童主日學
林宜君传道

中英文兒童主日學事工：
一月初 － 兒童保護計畫正式實施：主日學教室變動與
家長接送登記系統的運作
三月中 － 疫情開始，每個月為主日學家庭製作每日靈
修材料，幫助家長孩童建立家庭祭壇
五月 － 開始不定期召開線上主日學家長老師孩童分享
禱告聚會
六月 － 開始中文堂家長教養孩童品德課程，英文堂家
長讀書會(Book: Parenting)
九月 － 開始線上兒童主日學
十至十二月 － 中文堂兒童聖誕節獻詩詩歌練習、錄製
和製作
十二月 － 兒童主日學家庭聖誕特別聚會

兒童主日學事工回顧：
    2020疫情的來臨對兒童主日學來說有挑戰也有祝福
! 孩子的福音工作和靈命成長是很不容易在網路的環境
中實行和栽培的! 但是神卻有另外的計畫，藉著隔離在
家，興起家長帶領孩子建立家庭祭壇! 2019~2020主日
學的一個目標就是建立家庭祭壇。去年我們安排了一連
串的講座，培訓家長帶領不同年齡層的孩子進行家庭敬
拜；今年神親自藉著大環境促成家庭敬拜的實現! 這實
在是人手不能做的! 為此我們向神獻上感恩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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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庭祭壇的建立需要家長的帶領，家長的培訓和關
懷在這段時間就顯得格外重要! 感謝神讓我們能藉著網
上的聚集，一起學習如何做個討神喜悅的父母並用聖經
的原則教養我們的孩子! 無形中間，這樣的學習讓我們
成為一個小小的團契，彼此鼓勵、勸誡和代禱，正如神
給予主日學今年的另一個目標－建立家長團契!
    兒童保護計畫於年初開始正式實施，前兩個多月有
很好的運作，然而因著疫情，我們不得不暫停腳步。盼
望在未來回歸實體聚會時，我們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對於教師的團隊，相對於其他的事工，這方面是極
有挑戰性的! 有些教師對於網路使用技術上有困難，有
些在這段隔離的期間有了不同服侍的負擔，或者如同其
他家庭面臨很多挑戰，我個人也是如此! 另外，使用網
路教導孩童本來就是很不自然的，因為孩子需要很多的
互動，所以我們現在的老師都仍然在學習怎樣更好的進
行網路上的敬拜和教學。 在新的一年，我們一方面盼
望能幫助老師們參與主日學當中，另一方面需要徵召更
多老師進入我們的團隊。然而，為了孩子身心靈的健康
，我們懇切盼望疫情早日過去讓我們回到教會一起敬拜
和團契!
    最後，感謝神垂聽禱告讓孩子們能夠在聖誕節獻詩
! (不能在母親節獻詩是大家的遺憾) 由於家長和孩子
們的努力，還有技術同工的支持，我們可以在這個特殊
的聖誕節為耶穌獻上一個前所未有的禮物! 感謝讚美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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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我們就好像在風浪中的一條船上，
我們的狀態時好時壞，但我們有彼此的陪伴而我們的
神仍在作工!



2020年神学实习工作总结                                                                              
刘轶赜

    感谢神的恩典，虽然突如其来的的疫情打破了我们
一切的安排，但这一年却依然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感
谢各位牧长同工的接纳，从2020年2月开始，给我在恩
典堂实习的机会，使我可以加入教牧团队观摩，并学习
服事。同时有机会配合教牧同工将所学到的神学装备应
用到教会牧养的实践之中。从三月中开始，几乎所有事
工都在网上进行，然而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每一样事工不但未受影响，而且还较以前有更多的发展
。在实习的过程中，神帮助我在很多方面都经历收获。
我特别要分享在祷告事工，讲台服事，门徒培训，小组
团契牧养以及神学装备中的得着。
    首先是祷告事工，祷告是教会能力的来源，也是推
动各项事工最有效的方式。在2020年，借着参加教会的
祷告会，神让我看到他奇妙的作为。神感动鼓励更多的
弟兄姐妹参与祷告会，在难处中同心合意地向主呼求。
在疫情全球蔓延并开始要在加拿大及魁省爆发之际，教
会推动复活节前40天的禁食祷告，为疫情的控制，各国
执政掌权者以及神的教会守望祷告。疫情期间，在网上
举办的培灵聚会也使教会中英法的同工有机会一同借着
祷告，经历神复兴的作为。虽然环境不容乐观，但是透
过祷告，教会更加同心专注于神的带领与神的恩典，经
历神的作为。
  讲台的服事是我神学装备一项重要的操练。感谢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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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教牧同工团队。在团队中，大家有机会一同分享
对证道经文的得着与看见。这帮助我更加系统全面地
理解经文。同时借着与吴豪牧师的沟通与讨论，我也
在预备的过程得到许多指导和建议。在此过程中，很
多同工和肢体也在爱心中提出建议并且为我代祷。神
借着这些支持不但帮助促进我的服事，更是使我看到
神恩典的够用和丰盛。
    门徒培训事工同样在疫情期间照常进行。在去年
的四月到八月，我参加圣经辅导基础班的课程，在重
温基要信仰的基础上，也学习了常见问题的辅导原则
。经过圣经辅导的培训，首先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
到自己的身上，并且在家中进行操练，以后逐渐在教
会中使用。十一月开始，结束基础班的部分同工开始
了圣经辅导进深班的课程，在原有训练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进一步专精学习。同时，教会第二次圣经辅导
基础班的课程开始，使得新一批的同工加入到学习中
，也吸引分堂的肢体来共同参加。在圣经辅导的讨论
中，大家分享自身的经验和得着，也一同摸索有效的
辅导与助人的方式，从而使教会有更多肢体也有机会
得到装备。不但在主内成长，也可以帮助其他肢体并
且也为分享福音提供了新的方式与途径。
    因着团契小组的聚会都在线上的缘故，网络上的
牧养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在网络上有许多读
经群，很多牧者也开始在教会中推动网络读经，读属
灵书籍与祷告的活动。以往多数是每周一次的聚会，
目前成为每天集体灵修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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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日常化。感谢神，在此过程中，
看到许多肢体对神的渴慕，也带动许多肢体建立起规律
的灵修祷告的生活。这是疫情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教
会的牧养工作由此会变得更加适应时代的变化，也更有
效面对目前的特殊情形。感谢神，在疫情中看到神带领
教会做了很多调整，使许多肢体经历到灵命更新与复兴
。
    因为新冠疫情，原来以为神学学习的计划会受阻但
是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学院开始安排网上的课程，且有
比原来更多的课程可以参加。首先是三月初在教会中参
加了宣道会举办的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从四月开始，
先后上了教会历史一，旧约历史书，系统神学一，系统
神学二，属灵传承的理念与实践与基督教与科学等六门
神学课程。学校为使我们的学习能够顺利进行，为每个
地区的同学都安排了一位督导，在我们Montreal地区的
正是恩典堂的成辉营牧师。一直以来成牧师都是恩典堂
许多同工的属灵导师，而我也是在恩典堂信主，受洗，
聚会并参与服事，所以可以说是近水楼台。每当神学学
习中有需要成牧师支持代祷的时候，都可以有机会向他
寻求帮助。所以，2020年的神学学习也能够按部就班地
得以完成。
    因着疫情的缘故，虽然敬拜，生活与事奉等许多方
面不得不进行调整，但是教会和每一个家庭以及我们每
一个人和神的关系都得到了更新。进入到新的一年，深
信神的信实，恩典必定会一如既往地扶持帮助带领我们
始终向前。愿主的爱不断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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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挑战中不断成长，正如保罗在为众教会祷告时所
求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
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
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
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
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弗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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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崇拜部年度汇报
郭立国长老

    感谢主！2020年是个特别的一年，有危机也有转机
或良机。从今年三月开始，因疫情，教会正常的实体敬
拜等各项事工的服侍聚会被限制，从而转向网络（zoom
）一个崭新形式的敬拜运作。
    感谢主！崇拜部同工靠主恩典在主日崇拜或其他福
音聚会中，与教会其他部门同工配合，新设了不同服侍
功能小组如：网络技术支持组，网站更新组，线上诗歌
敬拜领诗组。还有以往的司事招待组也配合政府，在疫
情期间所规定的卫生保护法则等注意事项，以应对教会
重开的须知组成了四小组：注册登记组，清洁消毒组，
标示组，检查测试组。为预防传染病，教会也购买了圣
餐用的套装饼杯即饼杯连在一起。特别是今年12月24晚
的圣诞崇拜晚会，诗班和各团契及个人献诗演奏；12月
31日晚的半宵感恩分享会，第一次使用网络视频连接的
方式，果效太令人感恩！我们之所以能如此，都是因为
主爱，才能体现同心合一。隐藏自己，被主所用，忠心
又有见识的主里同工群，能不分彼此，互动，互辅，互
相鼓励和接纳。以谦卑受教的心，各尽其职，与恩赐彼
此搭配，其最终目的是荣神益人。正如圣经所说：我们
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又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
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 
:10）最后如诗篇二十九篇第一篇所记：神的众子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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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20年报告
陈刚长老

    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的新冠疫
情, 让整个繁华忙碌的世界停下了脚步。教会的各种聚
会也是改在线上进行。没想到线上的各样聚会, 吸引了
更多的人来参加。教会主日学课程参加的人数比在教会
聚会时多很多, 甚至是在国内的人也都可以参加我们的
课程, 一方面是因为线上聚会方便各处的人参与, 另一
方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疫情泛滥的时代, 人心渴慕神的
话语, 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  【彼前
1:24】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
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前1:25】惟有主
的道是永存的。” 我们的神是能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教育部在2020年继续开设各样的课程。吴豪牧师带
领的系统神学班有众多的弟兄姐妹们参加, 在真理上装
备自己。四福音班进行了两期, 多的时候有30多人参加
, 更是有国内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学习。我们还开了两次
的线上基要真理班, 国内的还有其他地方的慕道友们也
都一同来参加, 借着基要真理的学习, 把信仰的根基建
立在永恒不变的真理上, 在任何的环境, 艰难挫折下都
不会动摇。
    主日下午的班学习了启示录, 现在真正进行旧约创
世记的学习。周一周四晚上的学习讨论也吸引了一批弟
兄姐妹们参加,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直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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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还为弟兄姐妹们预备了圣经辅导的培训课程
, 已经有三期在进行中, 很多的人借着圣经辅导的课
程学习不但装备自己, 更是在实践中应用学到的知识
去帮助辅导有需要的肢体, 切实地做到肢体间的彼此
相爱。教会还在疫情期间有两次的洗礼, 为新受洗的
弟兄姐妹们开设了受洗班和新生活班, 帮助这些新的
肢体明白受洗的意义, 也知道如何开始一个崭新的基
督徒生活。
    全球流行的疫情让人们停下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
, 也看到生命的脆弱, 真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 人不
过像一片云雾, 出现霎时就不见了。人心渴慕神的道
, 教育部的职责就是教导神的话, 带领弟兄姐妹们在
真理上扎根, 以至于能向上结果子, 荣神益人。盼望
在新的一年, 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
, 在真理上装备自己, 心意更新变化, 以至明白神的
心意, 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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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财务部工作报告
面对挑战不断进步的一年

陈沛俊长老

    2020年终于结束了。回首这不平凡的一年，一不
小心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但也正是因为这么多的特殊
事件，让我们离神更近了。无论高山或是低谷，唯愿
有神的同在。
    感谢神的预备和保守，自从3月份教会的主日崇拜
和很多的聚会被迫搬到线上以后，出现了许多意想不
到的问题。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
用的。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财务部早在去年就开通了
Online Banking、申办了多张Deposit卡、更换了工资
处理系统、申请了美金账户，购买了新的电脑和软件
系统，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年能够快速平稳准确的
在线上完成财务部的日常事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真是要感谢神丰富的供应以及弟兄姐妹们极大的
爱心摆上，今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恩典堂收到
的奉献金额还超过了预算，这是在这么多的教会里很
罕见的。这实在是神的怜悯与工作。所以如何合神心
意地管理使用这些财物，如何做好神的好管家，我们
也在不停地祷告寻求神的智慧。我们开设了Online 
Banking里的E-transfer功能用以方便弟兄姐妹们的电
子转账。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玉焕姐妹，经纬姐妹，
宜君传道，陈伯强弟兄，正因为有了他们每周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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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核对，检查等的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我们
才能按时准确地完成各样的财务报表。例如周报，月
报，年报，以及Sale tax return、区会的RF50、总
会的LCAR、魁省的RL-1 Summary、Report TP-985.22
、联邦的Report T3010。我们这样的不懈努力都是为
了能把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奉献全然用于神家的建设和
神国的拓展中。
    虽然财务部的工作十分繁琐，需要很多的时间精
力，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但我们抱着对神家事
物负责的态度， 通过我们团队的通力合作，频繁的
电话视频邮件交流，我们摸索出了一套适合我们教会
现阶段的记账方法，并且对原有的财务制度也在不断
地完善中。
    求神保守我们起初的爱心，纪念我们的摆上，兴
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到事奉的行列。愿平安、仁爱
、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姐妹们！并愿所
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恩典堂关顾部
郭一军长老

    2020年飞逝而过,似乎这一年都在lockdown,但是
教会的活动没有lockdown。说到关顾事工,事实上是我
们全教会都在参与,各部门都在参与,我们教会的关顾
是主内肢体相互关爱、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
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从关顾角度来看，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个生命的活生生的完整过程,在2020年，我们既看到
了好多新生命的到来,这是欢乐；同时，我们也送别了
一些长者回归天家，这似乎是悲伤。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看到了信仰在实际真实生命中的力量 。 
比如病患中的老人家，他们在病床上表现出来的喜乐
和信心: 
    学敏姐妹的妈妈陈姐妹，她病重在病床上几个月
后,自己告诉家人她准备好了,陈姐妹每天都平安地和
家人一起，同声唱《天堂真美好》这首诗歌,并在牧师
的最后探访祷告中把她牵挂的家里的年轻下一代亲自
交托给耶稣基督。 陈姐妹回归天父怀抱后，就在今年
圣诞节,她家族里两个第三代年轻人在恩典堂教会受洗
.老姐妹在用生命传福音,  见证福音；在徐伟民弟兄
的见证中也介绍到了齐武老弟兄在病重中, 也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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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关心家里年轻的下一代的信仰。这些老弟兄、老
姐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不是想着自己的病痛，而
是关心着福音的传扬。这些宝贵的生命见证无时不刻
地在激励着我们。疫情期间，全城、全省lockdown,
让我们有机会安静下来去思考生和死,  同时，也看
到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信仰是如此的重要。特殊时
期里 ， 新的小组团契网络会议对大多数人都是新事
物,  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在疫情之前很少使用电脑
，在疫情中，他们开始积极学习使用zoom,  更积极
参加聚会。疫情中更多地参加聚会、反而更忙碌了，
与主更亲近了。这些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信仰榜样。  
    2020这一年里 ，我们看到了每一家都有不同的
快乐和烦恼,， 有亲子关系问题、夫妻关系问题、 
财务困难、健康问题、年轻人的学业、适龄年轻人找
对象成家立业、工作事业发展问题等等...... 但是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尽管有各
种难处， 我们教会有很多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 默
默做无名英雄, 在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 很感恩,  
我们的牧师、传道人 、长老执事、团契小组同工队
伍都是关顾的精兵强将, 在彼此、关心扶持中,  同
工们用各种方式服侍身边的肢体, 有时候还要承受误
解和无端的指责,但是我们的同工们无怨无悔。你们
是教会的精华和核心！感谢主！ 这种肢体之间的爱
心关顾,  是教会肢体的粘合剂, 也是肢体灵命成长
的生长剂。 这个粘合剂和生长剂让信仰生命在付出
爱心时强者更强,、如鹰展翅上腾；而软弱者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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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帮助时,可以感受到来自主内肢体的关爱, 生命由
弱转强, 从而 避免乐了生命之舟翻船。在这个岁末年
初之际, 感谢所有为肢体关顾做工的各位弟兄姐妹,  
为大家献上感恩。  
    参与教会关顾服侍的经历其实是一个接受神祝福
的过程。“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
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愿
神祝福大家,愿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关顾团队、接受神
的祝福。   
    神继续祝福和带领我们共度疫情难关,让我们一路
同行,同心祷告,无怨无悔,共走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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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2020年度报告
简伟明长老

2020年度行政部同工：包括简伟明、智宏、陈伯强弟
兄
文书组：王玉焕、於敏、周磊、诸葛瑛、葛敏
工作：负责收集及编印每週主日的程序表；
统计每週的奉献及记录各奉献者的名单；
编印每年的会友通讯录、堂庆年报和宣教年会特刊等
。
堂务组：智宏、陈伯强、许京坡、穆泉、王学容
工作：负责教堂内外的维修和保养；维护教会的清洁
和地方卫生。
膳食组：陈黎翠容、骆郭倩如、周美娟、林陈玉英、
莫晓珍、林敏玲、刘露霏、张霞
工作：负责管理、清洁厨房内一切的器材和用具；
预备每週主日弟兄姊妹的午膳和所有特别聚会的膳食
安排。
   「凡事长进，连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
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著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体渐渐增长」（弗4:15-16）
    回首特别不平凡的2020年，感谢讚美神！不但深
感主恩满溢，更亲眼看到恩典堂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
妹如何持守神所赐的异象，在疫情之下，依然默默地
委身在每项事奉中，体会到人的智慧和筹算极為有限
，若不依靠主，就徒然落在枉然劳力的困窘中。由於



眾同工的努力和摆上，即使全年大半年受疫情影响，
我们仍看见神如何奇妙带领、保守、供应和祝福恩典
堂。
以下简述2020年行政部的工作：
1.為疫情期间的部分重开準备工作，配置所需的卫生
消毒和防护用品；配合重开小组的安排，组织同工参
与。
2.更换大堂的投影仪。
3.更换办公室灯光為LED光管。
4.更换一个电热水箱。
5.更换大堂、副堂和办公室的温控器為智能温控器，
更有利於控制和节能。
6.根据教会的儿童保护计划项目需要，改造幼儿房成
為一个独立房间，并调整图书馆的房间。
7.暑期安排会友义工在教堂关闭期间负责大扫除工作
，包括使用专用设备清洗大堂地毯。
8.组织安排会友大会的两次网络投票。
    愿神纪念眾同工的辛劳，展望未来的岁月，除了
人的努力，「若不是耶 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警醒。」(诗127:1)，期望我们各人的心，在神的恩
典下谨守并警醒，靠著神的恩典和能力，并眾同工的
努力，让我们同心為天父的事努力。求神继续带领我
们手中的工作，使我们能在事奉中讨主的喜悦，求神
祝福我们的教会成為神荣耀復兴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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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部2020年事奉总结报告
王简学长老

    2020年是个艰难的一年， 这世界每个人都面临
着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宣教部也是如此。虽然
我们在2019 年底就已把2020年全年的宣教计划做好
， 但因着疫情的原因大多搁浅， 心里觉得很是亏欠
，不过感谢主祂的旨意永远高于人的智慧，他的手段
我们永远无法测透，我们唯有谦卑，降服， 借着祷
告来寻求主的旨意。一年过了回头再看，神一直在一
步一步的搀拉着我们，所走过的路都充满了祂爱的怜
悯，信实的恩典及 能力的恩膏。
  三月疫情爆发前， 特别为宣教而设计的把握时机
课程得以在我们教会按期开始，展开， 教会有近30
位对传福音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全程参加， 这门课由
富有经验的传教士亲自带领， 所学的既有理论也有
实践，既有个人灵修也有集体讨论，分享； 学期结
束大家反应非常好，疫情来了以后，大家又在网上完
成了本课程的进深班， 目前第二期的初级班学习也
接近尾声。这个系列的学习，为我们今后的福音广传
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疫情期间许多人被困在家里，但也因而有了大量
的闲暇时间，很多人利用这段时间研读圣经，祷告；
灵修；参加各种圣经的培训学习，教会的祷告会人数
也明显增加。我本人也因着时间充裕而参加了特别为
宣教而设立的一年期短宣培训，获益不少，对今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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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服事方向， 对象，策略及手段都有了更清
楚地认识， 对初期教会及使徒们的传道观，对使徒
们遗训的重视， 对首要原则的掌握， 对圣经神学的
理解，对宣教的意义等都学习很多， 收获很多。今
年秋天， 感谢主我们请到华人布道牧师张伯笠在网
上来到我们教会做两晚的布道， 我们与兄弟教会恩
雨堂联合，邀请各地的慕道友们参加，这是非常有挑
战的新式布道会， 我们中间没有人有在虚拟世界里
通过网络传福音的经验， 但是感谢主， 因着圣灵的
带领， 因着各教会多位牧者，同工们同心合一的摆
上， 两场网上布道会得以圆满成功，感谢主有40余
人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
    12月份有两场世界范围的华人宣教年会， 这对
我们是个好消息， 以往参加此类特会要长途跋涉， 
又有交通及费用的烦恼， 但正如圣经所说万事都互
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着网络上的优势， 
我们不但没有了上述的烦恼且还不受报名的限制，因
而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踊跃报名，参加，共同领
受了这两场平时很难遇到的属灵大餐。感谢主。回顾
过去的一年我们充满了感恩，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充
满了盼望， 疫情仍然严峻， 但我们的盼望在永生神
那里，2020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奇妙的大工
， 祂不但借着环境试炼了我们的信心， 更是赐给我
们不同的机会来装备自己， 2021年我们宣教部的工
作重点将是网上宣教，方法将主要是小组宣教，传福
音及培训门徒，利用网络的优势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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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们的邻舍， 传给远在地极的人们，愿神在新
的一年里与我们所有愿意摆上的同工同在， 愿更多
的人通过我们的服事而听到福音，降服在主的名下
，愿更多的灵魂得救。2021年我们要起来，借着网
络走出去，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我们要经历主的
同在与能力， 经历他的信实。阿门！



给教会的一封信
Chau Max长老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2020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年。因
为隔离和封锁的原因，全球的教会终于大范围的采用了
网络技术。这也是我从2019年十二月开始一直在思考的
事情。在起初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教会
内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参与我们的线上主日崇拜。感谢主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够坚持聚会并互相
鼓励。
    在2020年里，对于英文堂的各个小组，我们不光从
实体聚会转移到线上聚会，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项
目来培养更多的查经小组长能够学习领悟圣经中的真理
，并且可以多多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个项目包括成
立查经小组长预查小组，以及要求这些小组长能够在带
领查经前可以一起完成一遍预查。这个实验计划到目前
为止还算成功，而且参加的小组长们也愿意继续参与。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21年，新冠疫苗也开始发
行，在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前应该还要一段时间。在这
段时间里，我们要继续祷告祈求神给我们毅力和精神帮
助。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恩典堂全体）也会
一直陪伴在彼此身旁。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请和我们
联系或请求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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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神能继续给我们增添力量。愿 主耶稣作我们的
房角石。

Chau Max



恩典堂英文宣教部：困难与机遇
George Fok 长老 

    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封城、宵禁似乎已成常态
，我们很难以乐观的态度回首2020年的侍奉。线上学
习、交流、游戏、网购、看视频、看剧 ---- 我们花
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应使我们警醒。
很多人因为被禁足在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抑
郁、和急躁。我们想念我们的兄弟姐妹，怀念从前能
在一起崇拜、献诗的时光。有一位年轻的兄弟姐妹感
叹到：疫情使她意识到之前，她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身
边好友的陪伴、一个可以聚会的场所，而这些都是上
帝的恩赐。
    但2020年也不完全都是阴霾。自3月以来，一切
活动改为线上，主日崇拜、小组聚会、主日学照常进
行，甚至有新的成员加入。早7点的祷告会、视频形
式的夏令营、线上的崇拜团队、长老和执事与来自南
岸的Ecclesia的聚会也因疫情而生。线上平台给我们
提供了团契的机会，尤其是对电子产品熟悉的年轻一
代与工作者，我们可以在这特殊的时段与他人分享与
讨论所闻所见。虽然我们能做的还有限，但线上平台
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离彼此更近了。
    线上平台不是我们能在疫情保持正常运作的唯一
元素。我们现在的成果离不开过去三十年同工们打下
的良好基础，也感谢Joseph牧师从始至终对各个小组
的培养。我们意识到，神里面的成长离不开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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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鼓励与陪伴。这不乏我们借鉴耶稣基督在世时
对门徒们的教导与陪伴。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基督面
对5000人的传道，也记载了他与门徒一起祷告，教
导门徒，与门徒同行的时光。与我们的兄弟姐妹同
行时，我们能够敞开心扉，在聆听、分享、感同身
受、与沟通中，在基督的爱中，彼此有属灵的成长
。
与此同时，线上平台也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共同的机会来服侍。圣诞前夜的福音活动让每个人
都有机会把福音以艺术的方式分享给我们邀请的朋
友。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以内容制作为主的编辑小组
。
    在今后的日子里，疫情尚存，我们要沉住气，
因为我们见证了神在我们遇到困难与需要创新时常
在的力量，让我们在祷告与团契中，继续鼓励、坚
固彼此在属灵中的成长。很可能，等待我们的是一
个崭新的世界。我相信神给予我们现在的所有，都
是为了塑造更好的我们，准备好迎接之后的服侍。
可能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以往的做事风格，实施线
上与线下并存的聚会模式，让我们心念全球的同时
服侍本地，神将会引领我们完成他的大使命。
某一天，你可能会对你的孩子讲述疫情的故事，讲
述神如何用当时的困境，把挑战化为祝福。他允许
不寻常的季节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是为了使我们再
次活在以祂的旨意、祂的道路、祂的话语为中心的
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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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申命记31章8节：“耶和
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
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在黑暗中做我们的光。我们依靠
你，不只是为了我们的救赎，更是为了我们每日的平
安与供应。你是我们的山寨与避难所。我们仰望你的
引导，而不倚靠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坚固在你里面，
你的喜乐与我们同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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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摩 太 後 书 2 

2:1 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
起来。
2: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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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恩典堂
405 Marie-Anne St E, 

Montreal, QC, Canada H2J 1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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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849-0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