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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序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從中國到歐美各地的留學生及移民者逐漸

增多，自2007年開始，留學生更是快速的增長，且以大學生及高中

生為主，因此歐美的華人教會也受到影響及衝擊。

加拿大的華人教會一直以粵語為主，近年來為應付講普通話人口

突增的需要，有措手不及之感。此時江昭揚牧師的新書出版，正合目

前華人教會的需要，雖然全書以加拿大宣道會為研討的對象，但作者

在繼往開來、鑑古知今的研究中，也為其他宗派及獨立教會的華語事

工，指出當行之道，其貢獻相當受肯定。

本人指導正道教牧博士論文十多年，像江牧師這樣全備的論文

並不多見。他根據過去的歷史文件，調查現在的教會情況，以大使命

為經，以發展植堂為緯，寫出加拿大宣道會的歷史，各堂會的植堂模

式，聯會的組織架構，提出宣道會國語堂之前景及策略。此書對北美

的華人教會極富參考價值，書中的附錄、附表、附圖更是不可忽視的

寶貴資料。

凡有心「繼往開來」的傳道人及信徒領袖，本書是必讀的著作，

特此推薦。

蘇文隆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教授

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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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序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自1960年代至今，從一間教會發展到80多間

教會，的確是值得我們注目的一回事。我們首先要將榮耀歸給神。教

會的發展是神的美意，同時也見證了福音的大能。然而從人的角度來

看，我們不能忽略加拿大宣道會積極開荒植堂的策略，他們配合了

1970至1990年代從香港來的留學生、1997香港的移民潮，以及近來

從大陸來的移民的福音運動，才會有這樣的成果。

江昭揚牧師是我們國語宣道會資深的同工，1992年他在多倫多開

拓教會，從零開始到一家幾百人的教會，如今又是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

的主任牧師，深深瞭解到開荒植堂的過程，也明白宣道會發展的策略。

本書是江牧師2011年在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修讀教牧學士學位

的論文。作者很詳細的追溯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發展的歷史，給我們分

析了在整個過程中宗派、教會、社會的動力，每一間宣道會在其中的

參與，使我們看見在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發展之輝煌業績背後有一雙無

形的手在帶領。

除了這歷史記載和分析之外，我們也可以看見整個運動中神所

使用的工人美好的靈性、華聯會歷年來事奉的原則、西國宣道會領袖

的國度精神。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作者透過自己親身的經歷和在教會

發展歷史所學到的功課，提供了一個開荒植堂的計劃。深信這可以成

為加拿大華人宣道會以後開荒植堂的藍圖，也可以促進以後宣道會在

加拿大和世界各地植堂的工作。願神使用這本書，也成為其他華人教

會的參考。

      黃鴻興牧師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新約研究副教授暨教牧學博士科主任

����-�� aw.indd   10 10/5/13   2:24 PM



xi

簡  序
 

早期羅腓力牧師及梁家麟院長先後出版了兩本宣道會在華發展

歷史，後者詳述了百年來各地區教會發展情形，其中加拿大部分是由

1953至1994年的發展情況，為時到現在已隔十多廿年，為要供人認

識當日事及今日事，就有重整的必要。如今譚文鈞牧師及江昭揚牧師

兩位同工，致力重整，將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由1953年到現在發展的

經過情形，單獨出書，供有志認識加拿大華人宣道會歷史人士，方便

知道，應是教會發展當做的事情。

歷史功能讓人能體認隱藏在每一堂會的經過，有痛苦的，也有愉

快的，將客體的變成主體的，讓自己融入成為角色，在宏觀的大場景

中，給自己一個位置，是自觀的，也是人觀的，感同身受，在歷史上

共同承擔責任，無虧於歷史！

簡國慶牧師
2012年12月8日於渥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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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序

本書是筆者自1992年至今，在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參與幾次植堂

的經歷。

筆者五歲時，由鄰居古正民姊妹帶到虎尾浸信會參加兒童主日

學，從此認識了主耶穌基督。十二歲在虎尾基督徒聚會處參加主日

崇拜，十七歲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十九歲北上在臺灣大學就讀時，參

加景美萬盛里貴格會（改名：貴格會合一堂）崇拜和臺大校園團契的

聚會，二十四歲在臺中清泉崗服役時巧遇歸主協會美國宣教士詹信

加牧師（Rev. Jason Johnson），在聚會時，筆者為他作翻譯。退伍

後，在1978年由詹信加牧師介紹筆者給美國宣道會差到臺灣之宣教

士胡約翰牧師（Rev. Robert Harrison），從此便和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結下不解之緣。1979至1983年與胡牧師

同工，參與臺北天母宣道中心的傳福音和植堂事工，並於1983年完

成建堂。1983至1987年繼續和接任的美國宣道會宣教士衛友義牧師

（Rev. Steve Wible）同工，將天母宣道中心轉型成教會，並改名為宣

道會天母堂。

筆者二十五歲時，宣教士詹信加牧師第一次鼓勵筆者，說筆者

很適合當牧師，是不是願意與他同工，一塊兒傳福音。當時年輕不懂

事，不曉得甚麼是呼召，更不知甚麼叫憑信心過日子或靠福音養生，

況且自己才剛退伍，只想先求經濟上自立，所以，就在維力食品公

司擔任外銷經理，1980年自行創業，作食品外貿生意。直到1985年

三十三歲時，才由加拿大來臺灣的宣道會宣教士蕭保羅牧師再次提醒

神對筆者的呼召：「Solomon，你願意在此終老一生嗎？雖然你事業

有成，早已一無所缺，可以安逸的過下半輩子了，但你是否考慮將餘

生獻給主使用，為主做一些大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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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這句話再次提醒筆者，神的呼召已經臨到了自己。除非全職事奉

神，否則無法滿足神的心。

1987年，筆者三十五歲才進入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就讀道學

碩士班，從此走上全職事奉這條道路。三十七歲轉學到加拿大神學

院，1990年取得道學碩士；1991至1992年就讀於溫哥華維真神學

院（Regent College）神學碩士班；1992年9月搬到多倫多，參與北

約國語宣道會之開荒植堂事工。由5人開始的植堂小組，逐漸發展到

2003年底，主日崇拜成人小孩約300人。在這一艱辛開荒植堂過程

中，本人和教會弟兄姊妹皆經歷過諸多神的恩典。往事歷歷在目，一

言蔽之，信心有多大，恩典就有多少。

2004年1月到2007年2月曾到美國新澤西主恩堂服事三年多，

並且參與籌劃新澤西Randouph地區植堂計劃， 2010年已正式成立

教會。2007年有感於加拿大國語事工的強烈需要，再次回到加拿

大，就任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主任牧師。蒙神眷顧，教會人數逐漸

地增長到500多人，地方不夠使用，於2009年12月開始推展擴堂事

工， 2010年2月推展鄰近多倫多大學美城校園中國留學生事工，並於

2010年11月正式成立植堂小組，推動鄰近橡城（Oakville）地區植堂

事工，已於2011年9月舉行首次主日崇拜。

感謝神一路引導直到如今，筆者過去一生事奉主幾十年來，不管

是平信徒或作全職牧師，皆參與了不少次植堂的事工。過去二十多年

（1989-2010）在加拿大讀神學或全職服事時，也經歷過加拿大華人宣

道會人數和堂會（包括粵語、國語和第二代英文事工）的不斷地增長

的過程。

有感於此，筆者期盼能寫一篇有實際效用的論文，除了研究植堂

的聖經基礎和實務之外，並研究宣道會創始人宣信博士和宣道會的簡

史，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的歷史，收集各堂會植堂成立至今歷

史之簡介，作四個植堂的個案研究，並分析其宣教植堂策略和增長的

江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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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希望對北美華人教會想從事華人宣教植堂事工的教會或傳道人

有所幫助，大家一起來參與北美華人植堂事工，以回應神託付我們的

「大使命」，讓北美華人教會能夠遍地開花結果。

江昭揚牧師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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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  序

常言道：「教會的歷史是由殉道士的血所寫成！」這話絕不為過。

回想宣道會在中國及全世界華人社區的歷史早已超越百年，今

天在加拿大被建立的第一間華人宣道會亦已超過五十年。在神所掌管

的歷史巨輪運轉下，不少先賢哲人前仆後繼地為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流

汗、流淚、流血，他們若不是被基督的愛所激勵和受大使命的鞭策，

實難持續。

華聯會在最近的十年，其實都是在不斷的演變和改進中，以往是

以教牧團契為主，如今亦致力推動堂會和教牧健康成長，配以本地傳

福音植堂，海外差傳宣教，及發展神學教育培訓教牧領袖。2012年

夏天，加拿大宣道會總會要求華聯會「再上一層樓」，在行政架構上

作出全面改革，以規範性的慈善機構模式運作，盼望在未來的日子，

加國眾華人宣道會能更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2004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與香港、美國、

臺灣、澳洲、歐洲、中南美洲等地的華人宣道會合作，在「世界宣道

會團契」的認可下，共同合作創辦「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跨越了國

家地域的限制，擴闊了差傳事奉的視野，彼此關懷、互相支持、資源

整合及事工協調，願意更有效的傳承宣信博士對傳福音宣教的責任。

路是人走出來的！現可與江昭揚牧師合作，將過去幾十年加拿大

華人宣道會的發展過程作整理記錄，讓我們更明白昔日所走過的路，

實屬榮幸。本書大部分的資料，乃來自江牧師教牧學博士論文傑作，

願神親自賜福恩待江牧師的事奉。因純歷史文字往往是枯燥無味，故

本書刻意向各華人宣道會搜集不少圖片，並加插華聯會過往十年所舉

辦的事工照片，以增其活潑性及可讀性！

感謝神的恩典，筆者早在1980年以信徒領袖身分參與宣道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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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當年在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得吳偉權牧師悉心教導，學習認識宣

道會的體制及長執事奉概念；後因工作緣故，於1987年轉往渥太華

華人宣道會繼續事奉，後於1991年蒙召作傳道人，展開人生事奉新

里程，並得與筆者亦師亦友的楊慶球牧師的指導。1992年，到多倫

多全時間進修神學；1994年畢業後獲母會邀請，負責渥太華恆愛華

人宣道會開荒植堂；在神奇妙恩領下，1998年轉往多倫多城北華人

宣道會牧養群羊，建立教會；2002年，得資深華人教牧同工們的鼓

勵推薦，獲加拿大宣道會總會委任為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執行幹事

至今，晃眼間又走過了二十寒暑。華聯會在此段時期歷史性的成長，

也印證了筆者屬靈生命的謙卑成長！

能為華聯會作出微小的寫作貢獻，內心誠然欣慰，在數算主恩

之餘，也藉此機會謝謝家庭眾成員過往的關愛，尤其是師母從起初讀

神學時就一直無條件的支持，在未來的日子，只有更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的事奉神！

譚文鈞牧師
2012年12月31日於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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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之歷史，就不得不追溯到宣道

會之創辦人宣信博士（Dr. Albert B. Simpson, 1843-1919）對世界基

督教的影響力。在近百年以來宣信和其創立之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帶給世界基督教極大的影響。宣信是一位出生

於加拿大的長老會牧師，他年輕時，就蒙召作牧養、文字、福音和

宣教的工作。他是一位屬靈人、傳福音者，又有醫病的恩賜，也是一

位感覺柔細、才華橫溢、文筆流暢的作家、詩人，又是一位偉大的

聖詩作詞、作曲者。除此以外，他是一位偉大的牧師、佈道家、最偉

大的傳教士之一，更是一個宗派的創立者。

直到今天，全球各地追求靈命進深的信徒在讀他的著作或唱他

的詩歌時，都能感覺到從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靈命熱力；然而他真正

的價值，只有到永世的時候才能完全的顯明出來。

宣信所創立的宣道會十分獨特，既是一個宗派，又是一個宣教

組織、差會，這種將「宗派」和「差會」結合的一個基督教組織機構

新模式，對普世宣教影響很大，尤其對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

期，美國宣教組織成長的影響更大。目前許多宣教的學者都公認，

宣道會是一個工作滿有果效的國際宣教組織，這和宣道會「宗派」和

「差會」結合的這種模式很有關係。二十世紀北美的海外宣教工作大

多受宣道會影響，成為北美福音派教會最重要的宣教外展工作。

現嘗試去探討宣信博士的生平、事工、主張、神學特色與他所

創立的宣道會所從事的普世宣教運動，最後評估宣信及宣道會對普

世宣教之影響，以成為後世有心宣教者之借鏡。

第一節  宣信生平和宣道會簡史

宣信在1843年12月15日生於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一個很敬虔的家庭中。他父親雅各（James Simpson）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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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禤嘉路得（Ruth A. Tucker），《宣教披荊斬棘史》，邱清萍等譯（美國：中信出版 
 社，2007），275-279。
2 「宣信──詩人小傳」，「基督見證使團網站」，http://www.tochrist.org/Hymns/ 
  AlbertSimpson-T.htm (accessed 2009/11/11)。
3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姆史圖斯，《全然為主》，許雲嫻、文逢參譯（香港：宣 
 道出版社，1988），50-54。

個非常愛主，並且把一生完全奉獻給主的人。宣信年幼時對海外宣教

已略有認識，出生才數星期，便由加拿大首名往南太平洋宣教的格迪

（John Geddie）給他施洗。他家中的「宣教氣氛」對他影響深遠。年

輕時，他深受威廉斯約翰（John Williams）的傳記影響，威廉在埃羅

芒阿島（Erromango）殉道。1

由於在一個嚴謹和滿有宗教背景的家庭長大，宣信很早就感覺

到全職事奉的呼召。當少年時代仍被罪惡纏繞時，他接受了基督作為

他的救主。

1861年10月，他進到多倫多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讀

書，準備作傳道的工作，在學校中就顯出他的聰明和恩賜。有一位屬

靈的長者米契爾先生，在學校中就看出宣信將來會成為一個神所重用

的器皿，因為他擁有特殊的恩賜和熱切追求主的心，並且嚴格的操練

自己。在學校學習時，他一直在進步中，所以他沒有修完整個的課

程，就得到了講道的執照，常在主日講台上證道。同時，神給他一個

特別的訓練，使他將來能過信心的生活。很多時候他身上一文錢也沒

有，但他堅定的相信神是信實的，神會適時的供應那些投靠祂的人。

此外，他也非常用功讀書，以便得到獎學金，完成他的學業。2

宣 信 就 讀 諾 克 斯 學 院 時， 就 十 分 關 心 海 外 宣 教。1865年，

二十一歲的宣信從諾克斯學院神學系畢業後，隨即接受海明頓

（Hamilton）的諾士教會的邀請，並於當年9月連續三天以教會牧師的

身分講道，然後正式被按立成為長老會牧師，不久他和多倫多的瑪嘉

烈（Margaret Henry）共諧連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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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道甚有能力，又在加拿大其中最負盛名的教會牧會，這些

因素影響他成為宣教偉人。宣信在普世宣教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除

了講道出色有能力外，還需要其他一些特質，而這些特質需經多年才

能養成。4

在他滿有活力的領導下，諾克斯教會在九年內增加了750位新會

友，並且償還了8,000元的債項（這在當時是個頗大的數目），宣信留

在海明頓的最後一年，教會為宣教的奉獻達到870元。5

1873年， 宣 信 接 受 肯 塔 基 州（Kentucky）路 易 維 爾 市

（Louisville）栗街（Chestnut St.）的長老會邀請和其他同工合作，發

展一個全市的佈道大會。在佈道家惠特爾（Major Daniel Whittle）和

歌唱家畢禮士（Philip P. Bliss）滿有聖靈的生命中，宣信發現自己從

未有過這屬靈的經歷。他便獨自來到神面前，後來他形容這感受為：

「我的心初次被潔淨……心靈作為祂的居所，以致可以榮耀祂……就

是那一小時，成為了我生命被潔淨，與基督同死，和向基督委身的一

個轉捩點。」從此，耶穌基督成為他「成聖的主」。6

但路城並不是他開展普世佈道事工的地方，因此，1879年宣信

轉到紐約市第十三街的長老會牧會，並展開了全球性的工作。面對這

個大城市裏眾多失喪的靈魂，越發堅定他對外傳福音的決心。當時，

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喜歡這位新上任的牧師，不過他們卻不曉得他決心

帶些不受歡迎的人士到教會來。

由 於 缺 乏 運 動 和 活 在 很 大 壓 力 的 日 子 下， 宣 信 終 於 支 持 不

住。 他 被 迫 作 一 段 長 時 期 的 休 息， 在 緬 因 州（Maine）古 果 園

（Old Orchard）的一個退修會裏，宣信聽到很多屬靈醫治（Divine 

4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275-279。
5 湯普信，《非我唯主──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的一生》，陸忠信譯，四版（香港：
 宣道出版社，2007），111-112。
6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姆史圖斯，《全然為主》，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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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的見證。宣信覺得這是新的道理，於是他回到聖經中求證，

得到肯定的答案以後，便憑信心接受耶穌為「醫治的主」。宣信靈命

因此得以振奮，並且勝過肉體的疾病，身體得以復原。

回紐約後，宣信發覺會眾對階級的觀念，和他對主耶穌關心群

眾的領受背道而馳。1882年，他決定離開長老會，隨即投身紐約群

眾裏事奉，宣信的福音會幕堂（Gospel Tabernacle）成為一個傳福

音和治病的機構，他並創辦一份有關基督徒成長和宣教的刊物，即是

今天的《宣道會生活雜誌》（Alliance Life）。7

1883年，他成立了宣道出版社（Alliance Publishing Co.），

開始印發他的刊物和講章，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出版社（Christian 

Publications）。同年他創辦了現今的奈亞學院（Nyack College）的前

身── 北美第一神學院（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Bible College），

裝備人們一些基本事奉技巧和增進他們的服事，並造就年輕弟兄姊妹

投身宣教工作。同時，宣信在紐約市開設一所宣教訓練學校。宣信很

有熱情地培訓年輕人作為宣教士，幫助他們開始踏上美國宣教偉人前

鋒的腳蹤。8

1886年，宣信在忙碌中抽空參加古果園夏令會。一位來自派茂

伯頓（Plymouth）的商人及平信徒講員伯士頓（W. E. Blackstone）發

表了一篇有關基督再來和普世宣教的講道，會眾都感到驚訝，於是決

定翌年在同一地點舉行「宣教聯盟」。

宣信最終目的是要組織一班信徒全然委身普世佈道事工。但他

不滿意這運動只侷限於紐約市的會眾。為了擴展呼籲的範圍，他創辦

一份圖文並茂的宣教刊物《福音遍傳》（The Gospel in All Lands），

然後在北美各城市展開宣教大會的工作。

7 同上，56-113。
8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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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國際宣道會（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成立了。同年，並成立了另外一個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Alliance），

用來推動宣信名為「進深生命」的教導，意思就是說基督徒要被聖靈

充滿和完全向基督順服。1897年，這兩個組織聯合成為「基督徒和

宣教士聯盟」（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基督教宣道會的成立之初是作為一個宣教的團體，而不是一個

宗派。宣信也常常藉筆和口來重申宣道會原有的立場和使命。他在

1899年11月11日的《宣道周刊》（The Alliance Weekly）裏有以下

的話：9

我們切不可忘記主對宣道會特別的呼召。我們不是要

組織一個新的宗派，不是要重複別的教會所做的，不

是要主張特別的神學，也不是要榮耀任何人。宣道會

的首要宗旨是高舉耶穌基督，認定基督為「昨日、今

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其次是要引領那些飢

渴慕義的神的兒女們，認識他們在基督裏豐富的基

業，並祂為他們的靈、魂、體所預備的全備救恩與福

祉。
早期的宣道會會眾被稱為「分支」（branches），志在促進宣教

行動和追求「更深的屬靈生命」。他們通常在星期日下午舉行，這樣

人們就可以參加他們原先宗派教會的早晨禮拜，因為當時那些參加者

大部分來自主要宗派。在那時代越來越多主流宗派偏向自由派的教

義，促使這些「分支」開始運作成如同教會的組織了。

這些「分支」的形成，主要是通過在美國主要城市和加拿大舉行

宣教的聚會。這些宣教聚會的特色就是宣教士述職的報告，以及教導

「更深的屬靈生命」。夏令營的會議也發揮了作用，帶出了很多關於宣

9   湯普信，《非我唯主》，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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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的資訊。

為了促進宣教的努力，宣信更在美國出版最早的一本關於宣教

的雜誌，報道所有國家的宣教消息。後來，他又創辦另一份雜誌《宣

道周刊》，現在改名為《生命月刊》（alife）。

宣道會第一個宣教工場是非洲的剛果，亞洲的中國、印度和菲

律賓；之後，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阿根廷、智利和委內瑞拉也有宣道

會的事工。10

1918年，宣信將各樣工作的責任逐步交託給其他同工。1919

年10月28日，宣信離開世界，臨終前所作最後一件事：為宣教士禱

告。11

第二節  宣信與宣道會大事記12

1843.09	 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出生於加拿大愛德華王

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

1861.01	 宣信獻身傳道。

1861.10	 宣信進入多倫多諾克斯學院就讀。

1865.05	 宣信從諾克斯學院畢業。

1865.09	 宣信接受安大略省海明頓（Hamilton）諾克斯堂聘請擔任

牧職；同年與瑪嘉烈女士結婚。

1873.12	 離開加拿大，受邀到美國肯塔基路易維爾牧養栗街長老會。

1875.02	 聯合路易維爾不同宗派教會舉行佈道會。

10 王文基，「認識宣道會傳統（一）── 宣道會的起源」，「王文基blog網站」，
 http://blog.yam.com/felixwmk/article/24244384  (accessed 2009/10/9)。
11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姆史圖斯，208。
12 參「宣信博士與宣道會大事記」，「宣道會臺灣省聯會網站」，http://twcama.fhl.
 net/world/introduce.htm (accessed 200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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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	 領受宣教異象，對中國產生強烈宣教負擔，但妻子沒有感動。

1879.11	 辭去栗街長老會的事奉。

1879.12	 受邀到紐約，擔任十三街長老會牧師。

1880.02	 出版《福音遍傳》（The	Gospel	in	All	Lands）宣教期刊，

報道宣教事工。

1881	 宣信親身及女兒的病痛經歷神醫，並得著醫治的恩賜。

1881.11	 辭去十三街長老會牧職。

1881.11	 開始一個不隸屬任何宗派的聚會。

1882	 出版《聖言‧聖工‧世界》（The	Word,	The	Work	and	

The	World）宣傳普世宣教事工。

1882		 創立後來稱為奈亞學院（Nyack	College）的聖經學院，是

北美第一間聖經學院。

1883.03	 組織普世宣教聯會（Missionary	Un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1883.05	 成立信心及治療之家（Home	for	Faith	and	Physical	Healing）。

1883.07	 成立福音會幕堂（Gospel	 Tabernacle），獲紐約市政府正

式批准為合法團體。

1883.10	 成立宣教訓練學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訓練

海外宣教士。

1884.04	 福音會幕堂遷入二十三街的新會址，改名為第二十三街會

幕堂（Twenty-third	Street	Tabernacle）。

1884.05	 成立福蔭之家（Berachah	Home），提供接待與輔導的服事。

1884.09	 在第二十三街會幕堂舉行以「學習真理」、「推展傳道及宣

教工作」的主題。之後宣信巡迴各地，並在每年10月舉行

類似聚會。

1884.11	 	五位宣教訓練學院畢業生前往非洲剛果宣教。一位病逝，

三位放棄，一位服事到1888年，返回紐約後一年內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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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08	 在緬因州的古果園舉行大型聚會推動宣教事工。

1887	 古果園舉行第二屆大會後成立基督徒聯會（Christian	

Alliance），主要贊助及支持北美的宣教工作，而且不分宗

派，只為真理做見證，鼓勵有同一心志的信徒把真理實踐

出來。隨後又成立福音宣道聯會（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作為基督徒聯會的屬會，專責宣教工作。

1887	 賈錫德（William	Cassidy）醫生前往中國宣教，是聯會第一

位被按立的宣教士。在赴中國的船上染上天花，1888年

1月在日本過世。

1889.02	 在加拿大成立基督徒聯會加拿大輔助分會（The	Dominion	

Auxiliary	Branch	 of	 the	Christian	Alliance），監管全加拿

大地方分會。

1889.11	 EMA改稱為國際宣道聯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1893	 從1887年到1893年，共有180名宣教士分別前往12個工

場的40個宣教站工作，其中23名同工在開荒工作中犧牲

了。工場包括剛果、蘇丹、印度、中國（分北、中、南三

區）、日本、保加利亞、巴勒斯坦、阿拉斯加、海地、多明

尼加。

1895	 約有300名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教。

1895	 兩位女性宣教士進入委內瑞拉。

1896	 加拿大首次派宣教士翟輔民（Robert	 A.	 Jaffray）和希爾茲

（George	G.	Shields）前往華南和西藏。

1896.10	 開辦國內學校（Home	School），培訓分會監督及其他國內

同工。

1897	 差派宣教士進入厄瓜多爾和阿根廷。

1897.04	 紐約宣教訓練學院遷往奈亞（Ny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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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04	 	「基督徒聯會」與「國際宣道聯會」合併，取名為「宣道會」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00	 差派宣教士到上海、波多黎各、菲律賓。

1900	 從瑞典加入宣道會的32名宣教士，在中國「義和團事變」

中，		21名喪生，另外15名兒童與他們的父母同遭殺害。

1902	 巴西成為宣道會的宣教工場。

1907	 方言運動（或作靈恩派運動）興起，引起宣道會同工間的分

歧。幾位因而脫離宣道會的同工，成為神召會早期的中堅

份子。

1909	 宣道會的宣教士進入日本宣教。

1910	 祕魯成為宣道會的宣教工場。

1911	 翟輔民與另外兩位宣教士進入法屬印度支那。

1912	 這一年統計的海外據點包括中國的廣西、湖南、西藏、法

屬印度支那（包括今越南、寮國、柬埔寨）、菲律賓南部、

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智利、耶路撒冷、別示巴、法屬畿

內亞、敘利亞。

1912	 為避免靈恩運動的影響，造成宣道會的物業流失，在愛荷

華的班尼（Boone）所召開的總會年會上通過新會章，使宣

道會的會員組織朝向宗派組織的方向發展。但有很多會員

反對，希望宣道會維持最初的宗旨，讓宣道會只是一個屬

於團契性質的組織。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部分海外宣教工場受影響，美國本

土教會所受的影響不大，但加拿大的宣道會受許多影響。

1914	 在中國甘肅西藏邊境的宣道會總部，受到土匪集團白狼隊

的攻擊，宣教士逃脫後再度返回，重建陣地繼續宣教。

1917	 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宣道會的發展未受影響，更

具有宗派的規模。在美國本土的34個州中有宣道會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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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270名傳道人或監督，在海外有16個宣教工場，	292

名宣教士，		599名當地同工。

1918	 宣信博士將各樣工作的責任，逐步交託給其他同工。

1919.10	 宣信博士離開世界。

1929	 寮國成為宣道會工場	。

1929	 宣道會宣教士進入泰國東北部，五年後接收長老會在泰國

的工場。	

1929	 宣道會宣教士進入象牙海岸宣教。	

1929	 宣道會宣教士開始在印尼宣教。	

1941	 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使宣道會海外宣教士喪生，損失

大量財物。在20個宣教工場中，有10個遭到日軍蹂躪，80

名宣教士和45名兒童被監禁，當中有10位宣教士被殺。	

1942-45	 共有42位宣教士被派往南美洲五個宣教工場──阿根廷、

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	

1944-45	 非洲的法屬西非、加彭、剛果，增加28名宣教士。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宣教士返回工場。

1945-50	 又另外增加250名宣教士到飽受戰火蹂躪的地區宣教。	

1974	 總會年會通過宣道會改組後的結構，宣道會正式成為宗

派。	

1975		 「宣道會國際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成立，成

員包括世界各地5,845間有組織地方教會。	

1983		 「宣道會國際團契」的成員包括世界各地10,238間有組織的

地方教會。	

1992		 從北美差派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有1,248名；「宣道會國際

團契」包括在世界各地49個工場的16,923間有組織的地方

教會。	

1999			 從北美差派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人數共有1,02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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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宣道會國際團契」包括在世界各地共有81個工場的

13,245間有組織的地方教會（organized	 church）和

16,378間無組織的地方教會（un-organized	 church）

和聚會點（preaching	 point）。受洗的會友共2,825,256

人，聚會人數共4,528,170人，牧師和傳道共6,764

人，加上職員共29,508人。神學院和聖經書院116

所，全時間神學生5,663人。13

第三節  宣信的屬靈書籍和詩歌作品
　　

宣信寫了許多的屬靈書籍，如《先賢之信 ——  四重福音》、《列

王與先知》、《全然成聖》、《能力的澆灌》（上冊 —— 舊約、下冊 ——

新約）、《馬太福音講義》、《馬可福音講義》、《士師記靈訓》、《基督的

生命》、《神醫的福音》、《神醫》等，大都滿有屬靈生命上的供應。14 

宣信另作了聖詩三百多首，比較有名的被收集在不同的聖詩集中的詩

歌如下： 15《惟獨耶穌》（Jesus Only）、《今要主自己》（Himself）、

《在曠野加低斯》（Speak to the Rock）、《主，求祢向我吹聖靈》

（Breathing Out and Breathing In）、《祂為我死》（He Died for 

Me）、《一直走十架窄路》（All The Way To Calvary）、《你這奮鬥的

聖徒！》（O, Doubting, Struggling Christian）、《聽哪，天上有聲音

喊說》（Hark! A Voice from Heav'n Proclaiming）、《時常喜樂》（O, 

Let Us Rejoice）、《我的恩典夠你使用》（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13  "The Alliance Worldwide,"(2009)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http://cmalliance.ca/statisticsc1419.php (accessed 2009/10/9).

14 參「宣信簡史」，「瑪波羅教會網站」，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intro-
duction/ABS%20New.htm (accessed 2009/4/6)。

15 參「宣信」，「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zh-tw/宣信 (accessed 
2009/10/9)。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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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耶穌不改變》（Yesterday, Today, Forever）、《有一仇敵其

力潛伏》（There is a Foe Whose Hidden Pow'r）、《我不是屬自己》

（Tell Me Not of Earthly Pleasures）、《基督在我心》（Christ in Me 

the Hope of Glory）、《真神永遠膀臂》（The Everlasting Arms）、《跟

主行走》（It's So Sweet to Walk with Jesus）、Let Us Reckon。

第四節  宣道會之神學特色

宣信博士於1887年創立宣道會，為要宣講更深屬靈生命的真理，

以及加強普世宣傳福音的事工。不分宗派、不分傳道人和信徒，只要

有傳福音的使命和異象，即可聯合差人往未得之地，去得未得之民。

宣信認為，基督不僅是他的救主，也是使他成聖之主，透過一

次戲劇性的靈性經歷，從而改變了他一生的方向。他經過多年跟自己

不佳的健康狀況搏鬥，他也經歷了基督作為他的醫治者。而且在他那

個時候，教會也重新發現到基督作為我們再來之主的真理，這就成為

宣道會教義上的理論基礎，被稱為「四重福音」：基督是我們的救贖

之主，基督是我們的成聖之主，基督是我們的醫治之主，基督是我們

的再來之王。

宣道會的神學特色，可以透過其「會徽」的意義顯明：

十字架：象徵基督的死作成每個信徒的救恩

洗濯盆：象徵神使我們成聖的恩典，使我們每日從罪中得潔

淨

油 瓶：象徵聖靈和醫治

冠 冕：象徵主的再來，和那些分享基督榮耀的信徒所獲得

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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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督是拯救之主16

這是基督的福音所給予罪人的第一個福分︰使我們因信奉耶穌

基督而獲得赦罪稱義，與永生之恩。

神的話清楚告訴我們，罪並非一種偶而發生的不幸事件，或品

格上的一種弱點，或遺傳與複雜環境所造成的一種問題而已，它乃是

一種故意的悖逆，是一種敵對神的態度，是那死於過犯之敗壞天性的

自然流露。自我改良和任何醫治，對於罪是無能為力的。除了由神而

來的無限恩典與能力，甚麼都不能解決罪的問題。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按照聖經所記，為我們的罪犧牲了祂的生

命，祂所經受的痛苦是代替性的，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祂捨性

命作為我們的贖價，我們藉祂的寶血才能得救，我們因祂的死和復活

而得稱義，因其名而蒙天父悅納。

我們同時相信，當一個罪人相信福音而接受耶穌為救主的時

候，他的罪過立刻獲得赦免，他的心靈立刻獲得重生，成為天父的兒

女，將來承受永遠的榮耀，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享受天父家

中的一切特權。

II. 基督是我們成聖之主17 

我們所宣講的成聖之道是這樣的︰主耶穌居住在我們心裏，運

行在我們的行動中，以至我們變成祂的樣式。這並不使我們產生自足

的驕傲，因為我們必須來到自己的盡頭，才能獲得成聖的經驗，我們

離開了基督決不能自足。

成聖是一種單純的信靠生活，每時每刻倚靠基督。進入此種豐盛

的福分，必須經過兩個步驟：完全順服與憑單純信心接受基督。藉這

16  「四重福音」，「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網站」，http://www.ccaca.org/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 (accessed 2009/10/9) 。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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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條件──順服與相信，而住在基督裏面，就是成聖的祕訣。正如

保羅所說：「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西2：6）

神藉著聖靈作成「成聖」之工。聖靈的工作就是向我們顯明主耶

穌能使我們成聖，同時基督透過聖靈供應我們靈性生活中的一切需

要。所以在時間上而言，聖靈的洗和我們與基督聯合而獲得成聖的經

驗，是同時發生的，聖靈決不離開基督而獨自工作，祂乃是把基督的

一切顯示給我們。

成聖的經驗，是我們每個人生命史中的一個確實而清晰的轉捩

點；它並不是一個信徒自己逐漸長進而進入的境界，乃是因與基督聯

合而獲得的經驗；「神使祂（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

（林前1：30）

III. 基督是醫治之主18

雖然今日科學大有進步，但是無疑的，信徒仍然須要學習聖經

裏面的一個簡單教義：基督醫治身體。

我們所相信的乃是憑著單純的信心接受基督的醫治。這並不是

那些神蹟專家和屬靈商人的私有物。當你看見有人把神的恩賜當作得

利門路的時候，你最好站得遠一點，想一想使徒行傳第八章裏面所記

載西門的事件。

……我們所相信的是，主耶穌已經為其順服而有信心的兒女

們，預備了身體所需要的力量與醫治，這福分正如祂在福音中所預

備的那些屬靈的福分一樣豐富。「祂……擔當我們的疾病。」（太8：

17）我們今日仍然可以藉著信心，由基督的復活生命支取健康與力

量，直到一生工作完畢的時候。

我們並不需要任何人做媒介，因為基督就是我們的大祭司，祂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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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今日仍和過去一樣，「凡摸著祂的人，就都好

了」（可6：56）。

獲得這福分必須具有三個條件：一、完全向基督降服，願意把由

祂而得的生命與健康，用來榮耀祂和事奉祂；二、篤信不疑的接受祂

的應許；三、住在祂裏面，每時每刻倚靠祂，支取身體所需要的力量。

IV. 基督是再來之主19

我們不能準確說主耶穌在何時何日再來，因為那是只有父神才

知道的事。我們只可以大概指出聖經預言應驗的時間近了。我們必須

時時刻刻以最謙卑的心，等候主再來。

我們深信主耶穌必親身降臨地上。祂的再來並非指精神上的重

臨，或我們在離世時見主，或聖靈工作的更深體驗，或福音廣傳世

界，乃是指主耶穌親自降臨地上；祂的降臨和祂的升天是同樣的真

實。祂不是在千禧年後再來，而是在祂再來的時候就建立其榮耀、公

義、和平的國度。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應當儆醒等候主來，並且渴慕祂的顯現，

在祂的統治之下生活。這有福的盼望是一種強大的屬靈能力，可以

幫助我們過聖潔和儆醒的生活，忠誠盡力地將福音傳遍全世界，因為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

24：14）。

上述四方面都是從宣信博士的著作中節錄出來，足以闡明宣道

會的信仰和宗旨，今日教會正需要這一種「全備」的福音。它救我們

脫離錯誤信仰和靈性上的失敗，它激發我們的信、望、愛。讓我們自

己領受，也傳給我們四周的人，指明它是個人和整個世界所需要的完

整福音。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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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宣信對普世宣教影響

宣信博士對宣教影響很大，尤其對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

期美國宣教組織成長的影響為然。蘇丹內地會和非洲內地會的創辦人

都深受宣信影響，並且在他開辦的宣教訓練學校就讀。特別是那些參

與聖潔運動的福音派宗派，多因他對宣教的熱心受激勵而投身普世宣

教活動。從1883年起，宣信博士在美、加兩國發起超宗派的宣教大

會，以不同宗派和宣教組織的海外宣教士為特色，這些大會將海外宣

教的資訊帶給出席的人，結果促成宣道會的成立。宣道會由宣信博士

創辦，是一個工作滿有果效的國際宣教組織。二十世紀的海外宣教工

作大多受他影響，成為北美福音派教會最重要的海外宣教工作。20

一個懷有如此偉大原則和使命的團體，自然會逐步成為一個有

形的龐大差會或宗派組織。但是宣信博士最感欣慰的，就是看見許多

與宣道會並沒有明顯關係的人，也都接受宣道會所傳的福音資訊和異

象。他向來反對閉關自守、分門分派。他認為教會應當在社區裏扮演

燈塔的角色，也當成為基督精兵的招募站，好招聚並差遣精兵到地極

去宣揚主道。21

第六節  宣信對普世宣教的主張

宣信為海外宣教事工呼籲時，有一種催逼的感覺，他不但想拯

救人脫離地獄，並且切望基督快來。宣信常用的宣教經文是馬太福音

二十四章十四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才來到。」22

20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275-279。
21 湯普信，《非我唯主》，112。
22 同上，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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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宣道會在獨立的宣教組織中，顯得與眾不同的，也就是這個

向全球推進的策略。多數差會集中於一個特定地區，或是選擇二、三

個工場，但宣道會的工作很快便遍及全世界，五年內已有近150名宣

教士在15處工場工作。23

這數字聽來相當可觀，卻仍無法掩飾一個事實，就是宣道會成

立初期，曾經歷一段嚴厲的考驗。差會正式成立前三年，即1884

年，第一批由五個青年男子組成的隊伍乘船前往剛果。抵達後不過數

月，康迪特（John Condit）便告死亡。在剛果和蘇丹兩地，早期佈道

工作得付上生命的代價。據湯普信（A. E. Thompson）說：「那地致

命的天氣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多年來，兩處工場宣教士的墳墓比活著

的宣教士還多。」在中國早期的工作也染滿了殉道者的血跡，在1900

年義和團之亂奪去了35名宣道會宣教士和兒童的性命。24

然而，工作不斷向前推進，及至1919年宣信死時，宣道會已在各

大洲樹立穩固的根基。同一年，他的宣教訓練學校，在紐約奈亞的永

久校址發展得頗具規模。他在基督教教育方面所遺下的財富，遠遠超

越學校的牆垣；他對宣教訓練學校的概念，促使聖經學院運動蔓延，

遍及北美洲，其後數十年，為獨立信心差會培養了許多宣教士。25

第七節  論昔日宣信與宣道會對
   普世宣教運動的省思

I. 歷史環境因素的配合
宣信從來沒有成立一個新宗派的念頭，他只強調宗派間共同合

作，推動海外宣教和生命進深的教導。當時他的地方「分支」機構通

23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277-278。
24 同上。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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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主日下午才有聚會。二十世紀初，很多主流宗派因發展自由神

學，使很多相信聖經的基督徒都離開了他們原來的教會和宗派，組成

獨立的群體，很多這樣的群體後來便加入了宣道會，可說是「無心插

柳柳成蔭」。26 為了適應這個新趨向，1912年間宣道會修改憲章，這

些群體於是成為了宣道會的成員。如今宣信所創立的宣道會，既是一

個宗派，又是一個宣教組織、差會，這種將「宗派和差會」結合的一

個基督教組織機構新模式，對普世宣教影響很大。

II. 神學的突破
宣信所建立的宣道會，不但注重悔改與重生，而且注重聖潔生

活，聖靈充滿，並神的醫治，以及基督千禧年前榮耀再來。在宣道

會初創時，即已開始用十字架、洗濯盆、油瓶和冠冕，來象徵基督

福音的完備性；這就是宣道會神學內容最主要的重點，名為「四重福

音」：基督是拯救之主，基督是我們成聖之主，基督是醫治之主，基

督是再來之主。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

到。」（太24：14）這是宣信強調普世宣教急迫性時，經常引用之經

文，他認為宣教是「主親自揀選的方法，藉此加速祂再來的日子」。

「我們的主在千禧年前，會再降臨地上，而教會和世界必須為基督的

再臨作準備。」27

湯普路博士（Dr. Walter Turnbull）在宣信的喪禮中說：「宣信是

我們認識的偉大教師中，唯一把普世宣教的使命，看作是迎接基督再

臨的準備，也與聖經的預言相連。」28

26 王文基，「認識宣道會傳統（一）」。
27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姆史圖斯，《全然為主》，122-124。
28 同上，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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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宣教屬靈的動力
宣 信 說：「 福 音 宣 道 聯 會（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乃由世界各地熱心事主的基督徒成立，旨在把福音傳遍天

下。我們希望用最屬靈的工具，最經濟而有效的方法，把福音傳到世

上最缺乏、最被忽略的未聞福音之群體中。」29

福音宣道聯會起初所議定的原則如下：30

1. 聯會強調一切宣教事工都是由聖靈動工和監察。

2. 宣教事工必須憑信心。

3. 宣教工作是以傳福音為主。

4. 我們所選擇的工場是外邦世界裏鮮有人到的地方。

5. 將行政經費削減至最低點。

6. 犧牲精神是我們工作的總綱。

宣信非常強調「內在靈命的深化」是宣教之基礎，沒有深化的靈

命就去宣教，如此宣教難以達到長遠的果效。

IV. 使命架構之運作
宣信所創立的宣道會，既是一個宗派，又是一個宣教組織、

差會，這種「宗派結合差會」的一個基督教組織機構、對宣教影響

很大。宣道會兼有「會眾架構」和「使命架構」。各地方堂會將宣

教奉獻，上繳給宣道會全國總會差傳部。全國總會差傳部成立宣

教基金（在加拿大稱為Global Advance Fund，在美國稱為Great 

Commission Fund）。宣教基金之使用採統籌統辦的方式，由總會負

責國外宣教，按不同宣教工場的需要，撥款和差派宣教士去福音尚未

傳達的地區。

29 湯普信，《非我唯主》，104。
30 李穎強，「宣道會的差傳策略和事工的特點」，多倫多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宣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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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採用集體信心制，個別宣教士毋須自己募款，而由總會

差傳部成立宣教基金來支付。全國總會設有差傳宣教部門，負責統

籌辦理宣教事工，類似差會組織，負責選拔、訓練、差派、監督、管

理、支援海外宣教士。

V. 關鍵性人物的領導
宣信博士效法保羅，拒絕接受任何的薪水，過著只憑信心的

生活，也拒絕一切的榮譽和個人崇拜。宣信博士對失喪的靈魂有

極大的負擔，這負擔可見於他一首沈痛的聖詩《傳道人的呼喊》

（A Missionary Cry）中：　

每日有十萬靈魂，一個一個走向滅亡，在罪中無指

望，沒有一線希望之光，前途有如無盡黑夜，他們快

要滅亡。31

宣信博士一生持守福音的基本要道和純正信仰，他曾清楚表

明，宣道會最主要的使命並非宣揚甚麼特別的道理，而是救人的靈

魂，把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並接觸和關懷那備受忽視和拒絕，以至

沒有參加教會的一群。他曾立三個志向：一、立志作安靜人；二、立

志要得主的喜悅；三、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32

宣信具有和其他同工合作的恩賜，因此他能結合一群志同道合

的牧師一塊兒同工，一起推動普世宣教。並且由一個宣教運動，促成

一個差會，最後又形成一個兼具差會特性的宗派，使宣道會在諸多宗

派中擁有其獨特性。

曾有許多人問道：「宣信博士一旦去世，宣道會將會

怎樣呢？」答案見於宣信離世前的那一年，因為那年

31 禤嘉路得，《宣教披荊斬棘史》，278。
32 湯普信，《非我唯主》，139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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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已不能再承擔文字及講台的事奉了，不能再領

會，也不能再辦公了。雖然如此，宣道會的事工並不

比以前遜色，而且那年所得、作宣教用途的獻金是空

前最多的。在他離世後的一年，宣道會繼續發展，各

方面都有進步，所作事工亦有增無減。這一點已經足

以證明宣信博士真是從主領受異象，並遵從異象而創

辦宣道會的。33

VI. 有效而廣泛的資訊傳播
美國宣道會除了以下這些雜誌刊物之外，在各國家地區也發行

不同語言文字之刊物促進宣教。目前網路發達，各國家地區宣道會也

採用電子媒體傳送宣教資訊，共同推動普世宣教。

VII. 配合時代的領袖訓練與選召模式
1882年，宣信所創立奈亞學院，是北美第一間聖經學院。這所

聖經學院其實也是一所培養宣教士之學院。1883年10月，宣信另外

成立一所宣教訓練學院（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則是專門訓

練海外宣教士。宣教訓練學院的老師許多都曾是海外宣教士，他們不

斷地以生命去影響學生的生命，並且把這大使命宣教的異象、對象、

地區都傳遞給學生。學生畢業後，經由宣道會總會考核，最少作兩年

之地方教會實習（home service），再由總會按需要差派他們到世界

各地最缺乏福音和福音未得之民當中，去擔任全職宣教士。

33 同上，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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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02-1881.10 The Gospel in All Lands 月刊

1882.01-1887.12 The Word, the Work and the World 月刊

1882.02-1882.12 The Word and the World 月刊

1888.01-1889.06 The Christian Alliance 周刊

1889.09-1893.12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周刊

1894.01-1896.12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周刊

1897.01-1898.11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周刊

1897.12-1899.05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月刊

1899.06-1911.09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周刊

1902.07-1907.09 Living Truths 月刊

1911.10-1958 The Alliance Weekly 周刊

1958-1967 The Alliance Weekly 雙周刊

1967-1973 The Alliance Witness 雙周刊

1973 -現在 Alliance Life 月刊

34  「宣道會傳遞宣教異象的主要文字事工」（2000），「基督教宣道會臺灣省聯會網
站」，http://twcama.fhl.net/world/word.htm (accessed 2009/10/9) 。

表1.1		宣道會傳遞宣教異象的主要文字事工	34

����-�� aw.indd   23 10/5/13   2:24 PM



����-�� aw.indd   24 10/5/13   2:24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宣教植堂簡史

第二章

����-�� aw.indd   25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26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的增長令人矚目。從1961年第一間堂會──

雷城華人宣道會的成立，至2010年的五十年間，共建立了80多間

堂會。據華聯會統計資料，2010年教牧人員共237人，基本會友共

21,446人，每年信主人數1,751人，受洗人數962人，奉獻收入共約

加幣3,090萬，內含轉奉獻給總會環球宣教基金（Global Advanced 

Fund）238萬。1

幾乎加拿大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有華人宣道會。她不單在國內擴

展，並且也伸延至海外；早年在南美、美國，近年在澳洲、紐西蘭，

以至中南美洲、歐洲的法國、荷蘭，日本都有宣教工場，向各地華人

傳揚福音，先後差出去的華人宣教士共有45對夫婦，內含全職全薪

宣教士共19對，部分自籌基金宣教士17對。2

第一節  草創期3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一位平凡、沒有甚麼恩

賜，甚至連中國話也不懂的加拿大基督徒莊寶石（Ruby Johnston）

姊妹身上。她於1909年出生在雷城（Regina），父母皆虔誠熱心愛

主。莊姊妹二十歲那年重生得救後，充滿宣教熱情，很多和她同年紀

的年輕人，都獻身作宣教士；然而莊姊妹卻沒有到海外宣教的感動，

卻對當時住在雷城的中國人有傳福音的負擔。

莊 姊 妹 開 始 她 的 華 人 事 工 時， 全 加 拿 大 的 華 人 只 有46,000

多 人， 大 部 分 在 卑 斯 省（British Columbia）（58%）及 安 大

略 省（Ontario）（15%）； 宣 道 會 華 人 福 音 工 作 肇 始 的 沙 省

1 2011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年會報告（Irvine, CA: CCCACA/CCA CMA Joint Con-
ference，2011年7月12-15日），5。

2 同上。
3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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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katchewan），當時只有300多個華人。雖然華人在白人的眼中

是低等民族，但莊女士卻願意傳福音給他們。雖然她不懂中國話（華

人主要是講台山話），卻懂得利用文字，去接觸這些未得之民。她有

一個朋友剛去中國當宣教士，便向他訂購了一批中文的福音單張，請

宣道會的青年分發給當地的華人。由於當時的華人大都是單身漢，她

不便單獨去探訪，幸而有一位基督徒員警Dave Rempel願意與她一

同去探訪。

當時華人對福音的反應冷淡，一些同工也因各種原因相繼離

去，因此福音工作只能斷斷續續地進行，然而神也在不同時候賜下新

的同工。1945年，加拿大聖經學院搬到唐人街附近，有些同學加入

向華人教英語的行列；加上數個華人家庭因移民條例修改，獲准來雷

城，主日下午的崇拜又重新開始。

1953年， 曾 在 中 國 宣 教 多 年 的 包 忠 傑 牧 師（Rev. Paul H. 

Bartel）到加拿大聖經學院任教，在他的幫助下，華人福音工作進入

嶄新的階段，並結出果子來。雷達弟兄在包牧師的帶領下信主，後來

還被按立為宣道會的牧師。

1955年，雷城華人基督徒團契正式成立。1956年，官維正醫生

夫婦搬到雷城執業，這時他們感到需要有華人牧師來負責雷城的華人

事工，並且恆切為這事禱告；適時神也感動香港一位在美國銀行工作

的趙士昌弟兄，要他放下工作，來到加拿大傳道。趙弟兄要來加拿

大作牧師，當時遇到許多困難。第一，那時他還不是牧師，只是熱心

信徒；第二，雷城的信徒少，經濟力弱，不足以負擔他一家七口的開

支。然而，沒想到神感動菲律賓的菲律賓納卯華人福音教會，將教會

的宣道基金全數撥出，支持趙弟兄來加一年的費用。

1960年6月2日，趙士昌弟兄安抵雷城，成為雷城華人宣道會第

一位傳道人，也是全北美華人宣道會的首任牧者。開拓已久的華人福

音工作，至此得到華人牧者全力發展與照顧；莊姊妹多年的心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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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看見果效。

1954年，趙弟兄對加拿大華僑有很重的福音負擔，於是便開始

祈求神在這塊廣闊的大地上，賜下50間華人教會；當時華人宣道會

尚未具雛型，這實在是大膽的信心禱告。1961年1月29日雷城華人

宣道會才正式成立，成為加拿大第一間華人宣道會，被稱之為加拿大

華人宣道會的「母會」。

第二節  在加拿大中部擴展4

1923年加拿大政府實施華人移民法，完全禁止華人進入加拿

大，在加拿大的華人也受許多限制；這促使一些華人離加返回中國，

華人在加拿大的數量迅速遞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限制華人的

移民政策才較為寬鬆，華人人口重新回升，由1941年的34,627人增

長到1961年的50,197人；這年正好是雷城教會醞釀成立的同一年。

雷城華人宣道會剛站穩了陣腳，趙牧師便向鄰近幾個城市的華人

傳福音。1962年，急流鎮（Swift Current）西人宣道會的牧師Melvin 

Sylvester（以後曾出任宣道會總會主席）邀請趙牧師赴急流鎮，探訪

當地華僑。蒙西人宣道會借出地方，趙牧師每周二由雷城駕車前往領

會。急流鎮的華人雖不多，但福音還是傳到那裏，並建立了教會。

與 此 同 時， 神 也 在 沙 省 和 緬 省 動 工。1950年 代 末 期， 沙 城

（Saskatoon）已由幾位西人宣道會會友發起的華人團契和查經小組。

為著福音的緣故，趙牧師除赴急流鎮外，也前往沙城佈道。

1961年，雷達弟兄夫婦前往沙城大學唸書，雷城教會便差派他

們去開荒佈道，與當時華人福音工作所結的第一個果子──關玉榮弟

兄同工。雷弟兄夫婦除逐家探訪外，也開辦中文班，吸引許多華僑子

4 同上，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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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到教會來；後來加拿大聖經學院的神學生也經常到此協助聖工，工

作才漸漸展開。1967年，雷弟兄離開沙城；1969年，沙城華人宣道

會正式成立，聘請曾家彬牧師擔任首任牧師。

1959年，遠在緬省的溫尼辟已有一群熱心愛主的基督徒大學

生，於課餘時間向學生和唐人街的華僑傳講福音；經過兩年辛勞，已

有一些僑胞歸主。

1966年，緬省大學的學生團契已是北美一個具影響力的團契。

同年雷達弟兄從沙市來到溫城開荒；7月，借用中央街西人教會的地

庫，開始主日崇拜，宣佈教會正式成立。當時聚會人數只有26人，

由加拿大宣道會總會每月資助200元。1967年1月1日，教會正式向

政府註冊，成為溫城華人宣道會。

第三節  往加拿大西部擴展5

卑斯省是華人移居加拿大時的落腳處。1960年代的溫哥華華人

不斷增加。當時一位西人宣道會會友Joe Ottem對華人甚有負擔，主

動的要求太平洋區監督展開華人工作。不少人卻認為，既然華人遲早

與白人社會同化，又何須開辦華人教會。但是身為計程車司機的Joe 

Ottem獨排眾議，用一部客貨兩用車，接載50多名華人到教會，為

他們開辦英文班，藉以吸引他們到教會來。Joe Ottem曾就讀過雷城

的加拿大聖經學院，因此認識了趙牧師。他多次寫信給趙牧師，要他

來溫哥華牧會，因為溫哥華的華人多，需要也大。趙牧師經過禱告等

候，終於1966年6月決定去溫哥華建立華人教會。

開始時，華人教會借用西人宣道會聚會，只有幾十人。但人數

不斷增長，五年後，教會已能夠購地自建堂址，聚會人數增加至200

5 同上，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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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隨著移民的增加，福音事工的需要越來越大，而溫哥華堂也迅速

增長。

1967年，趙牧師又開始了域多利（Victoria）的福音工作。雖然

反應不佳，事工被擱置，但已撒下福音的種子，到1975年終於重新

開展福音事工，建立了域多利華人宣道會。1975年，加拿大西區會

發起，華聯會響應，開辦溫哥華宣道會福群紀念堂，以誌繼續香港建

道神學院院長劉福群牧師（Rev. William Newbern）之心志，廣傳福

音。1977年，開辦列治文堂；1981年，開設本立比堂；1991年，建

立菲沙崙堂。

第四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的誕生

1967年，華人宣道會已有四個堂會，即雷城堂、沙城堂、溫城

堂和溫哥華堂，另有急流鎮和域多利佈道所。四個堂會的牧師和雷

城教會熱心事奉的官維正醫生發起組織「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CCACA，簡稱華聯會）。1967年9月9日，各堂各派一位代表，連

同牧師聚集於雷城華人宣道會，商議組織華聯會。當時出席的有趙士

昌、雷達、潘士端、劉國安牧師，關玉榮、鄺耀庭、吳偉權弟兄和

官維正醫生。基於「同一呼召，同一負擔，同一看見，而各站各人崗

位，在各人的地方，應該互相關懷，彼此勸勉，激發愛心、熱心的必

要」，於是稱華聯會便宣告成立，並推舉官維正醫生為第一屆主席。

華聯會宗旨並不干涉各地方教會行政，只在工作與靈性上，彼此扶

助，並同心合意在全加擴展新堂。6 在1984年的華聯會手冊，已將

華聯會的功能與組識更清楚地表述出來。

6 同上，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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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上，華聯會不是一個區會，而是一個團契；它存

在的目的，不是為了管轄和負累，乃是為了聯絡和互

助；華聯會的工作不是要重複地方教會的事工，乃是

要集中各地方教會的人力物力，開發國內新工場和國

外宣教工場，協助認識與介紹傳道人等。為了聯繫各

堂，實踐以上目的，華聯會出版一份聯會通訊，即早

期的宣道通訊季刊，協助各堂會的溝通及認識。7

華人宣道會發展至此，在組織上已臻完善。之後，對各區華人

宣道會的建立，便較有計劃和策略。

第五節  開辦加拿大基督徒青年冬令會8 

雷城宣道會於1961年1月成立後，隨即在12月舉辦首屆的青年

冬令會。冬令會的發起人是三位加拿大宣道會熱愛華僑的弟兄姊妹；

第一位是莊寶石女士，另外兩位就是在中國出生，後追隨父母腳蹤成

為第二代在華宣教士的包忠傑牧師夫婦。包牧師夫婦在中國川黔地區

開荒多年，至政權易手後遷至香港，任職於宣道書局，繼續出版發行

《聖經報》。1953年回加，擔任加拿大聖經學院教務主任一職。

包牧師夫婦特別關懷來加就學或就業的華人青年，常邀請他們

到家中吃飯，讓他們在異國中享受家的溫暖，藉以排遣寄居異鄉之

寂寞。為了避免這些留學生在聖誕和新年的假期中，於寒冷孤單中度

過，他們便提議舉辦學生冬令會，使他們有機會相聚，並藉此機會向

他們傳福音。這個異象得到官維正醫生夫婦和溫城緬省大學就讀的學

生何皓光、陳滿堂、李乃光等支持，加拿大基督徒青年冬令會就這樣

7 同上，149。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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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了。第一屆冬令會只有35人參加，然而一個微小的開始，竟在

往後三十年來大大發展。之後，每年舉辦，人數每年遞增，發展為一

個千多人的聚會。1978年，延伸到加東；1985年，延伸到加西及加

中三處的冬令會。冬令會栽培了不少年青的弟兄姊妹，不少青年在其

中蒙恩得救，決志奉獻，亦有不少蒙神帶領，成為教會領袖，被主使

用；如蔡元雲醫生、羅曼華教授、游宏湘牧師、李耀全牧師、何皓光

醫生等。9

有人認為1960年代是學生運動的年代，大批年青人歸主獻身，

從而造就了1970年代的植堂運動，及1990年代的宣教運動。10

加西學生冬令會一直持續舉辦至今，每年約有400人參加。加中

的冬令會因香港留學生漸少，已停辦多年。加東的冬令會也因香港留

學生漸少，交由使者協會舉辦學生領袖訓練營。2008年加拿大華福

會重新主辦加東的冬令會，對象改變成以中國留學生為主，但已不復

往日之盛況。

第六節  繼續開拓加西卑斯省和亞省新工場

在開發新工場方面，華聯會最先的目標是在卑斯省的域多利及

亞伯特省（Alberta，簡稱亞省）的愛民頓（Edmonton，簡稱愛城）。

域多利的福音工作早於1967年開始，但一年後因工作沒有成果

而擱置。經華聯會鼓勵，溫哥華堂再度派遣佈道隊前往開荒，漸有了

福音果子，並開始主日崇拜。1967年，聘得何海儔牧師為域多利堂

的主任牧師，工作才漸上軌道。

在1969年時愛城華僑約有5,000多人，大學生約有300至400

9 同上，149-150。
10 同上，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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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潘士端牧師介紹，華聯會聘請了其兄長潘士諤牧師前來開荒。

潘士諤牧師於1969年10月抵達溫哥華，由趙牧師陪同前往愛

城。藉著探訪及召集信徒，商討組織教會。10月19日的主日早上舉

行禱告聚會，參加者約20餘人；10月26日借西人宣道會的體育館舉

行第一次主日崇拜。教會早期在經濟上獲各華人宣道會、華聯會及區

會大力支持，愛城華人宣道會就這樣建立起來。雖然潘士諤牧師於翌

年查出患有血癌，但仍勉力事主十年；教會大大蒙福，人數不斷增

加，三次購堂，三遷會址，並於1982年植城北堂，  1988年植城南堂。

1971年底，潘士端牧師一家由雷城遷來卡城（Calgary）事奉，

探訪當地的大學生；然後於1972年成立卡城華人宣道會，開始首次

的主日崇拜，人數只有26人，後來竟迅速增長。1974年，曾家彬

牧師上任，當時只有60位學生，經濟拮据，後來在區會幫助下，才

應付過來。不久卡城經濟大有發展，華人家庭漸多，信徒努力的傳

福音，教會日益興起，成為加西區一大華人教會。他們於1988年開

植南卡城華人宣道會；1991年，植出以英語人士為對象的福音宣道

會；1993年，又植出城西堂。11

卡城華人宣道會秉承宣道會廣傳福音、開荒植堂的傳統，很快

就發現距離卡城南方130公里的列城（Lethbridge）有千多華人，而

沒有華人教會；遂於1973年1月開始，分批輪流前往開荒佈道。4、

5月間，潘熙宇牧師暫作牧養工作；後得西人宣道會的幫忙，聘請由

草原聖經學院剛畢業的莊明立夫婦擔任牧師，自此教會穩定發展，但

經濟上仍靠區會與華聯會的支持，直至1982年才自立。12

11 同上，150-151。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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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向加拿大東部安省和魁省發展

1970年後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的發展，也進入新的階段。那時正

逢1966年中國掀起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時期。1967年後，不少浮屍沿

珠江漂流，震撼香港，從而激起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加拿大政府也

於1967年實行新的移民法，完全取消以申請人的國籍或民族背景作

為挑選移民的條件；在強調技術及學歷的移民政策下，香港很多專業

人士得以移居此地。這批在1967年以後來加的華人，其教育程度與

從事的職業都比過去的老華僑為優越，有足夠條件到東部的工商業發

達的多倫多、滿地可及其他各城市發展。

此時中國移民從事服務業工作（例如餐館和食品服務

業，及非技術性行業）的只佔約18%，而專業人士和

從事管理階層的卻佔多數。據1981年的人口調查，卑

斯省不再是華人數量最多的地方，該省華人只佔全加

華人總數的34.5%，安大略省的華人則佔40%，魁北克

省雖是法語區，也有6.3%。換言之，東岸華人越來越

多。13

華聯會有見及此，便有計劃地向東發展。1970年9月，官維正

醫生被邀至宣道會加西中區年會，將全加華人福音事工的需要帶給

宣道會總會。當時總會主席Dr. N. Bailly非常關心華人福音的需要，

為回應挑戰，總會國內部與加中東區請華聯會主席及雷達牧師前往加

東，作實地考察，探討在加東開設新工場的可能。經過九個月的調查

籌備，決定先在滿地可成立華人宣道會，並邀請從越南來的簡國慶牧

師前往植堂。

1971年初，簡牧師從越南抵達滿地可，開始開荒佈道，建立教

13 同上，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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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972年2、3月間，簡牧師借得Jean Mence路德會的教堂，於

下午舉行崇拜。5月，教會宣告成立。9月，開學後人數增加，第一

個聖誕慶祝會已有上百人參加。早期教會經費由區會資助，香港希伯

崙堂也有少量資助；自1976年開始，教會已完全自養。發展至今，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已三度購堂，並於1988年開設新堂。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不單留意本地華人的福音事工，也注意附近城

市華人之需要，早於1972至1973年間，鑒於有多家滿地可的信徒移

居渥太華，而渥太華只有一間未有牧師的華人教會，認為有開堂之需

要；簡牧師多次往返探訪，聯絡剛成立不久的香港希伯崙差會，分享

在渥太華開堂的異象。1973年3月，聘得賴建鵬牧師到渥太華開荒，

聚會人數漸增。1977年，購入一小學校舍聚會；1990年，拆建新堂。

除渥太華外，滿地可華人宣道會也向多倫多的仕嘉堡區伸展。

1981至1982年間魁北克省鬧獨立，離開滿地可的會友很多，他們大

多數搬到卡城及多倫多兩地。當時華聯會也有相同異象，遂委託簡國

慶牧師前往考察，於是在1981年9月開始籌辦成立仕嘉堡堂。

自從加拿大修改移民法例後，多倫多華人由原來數千人迅速增

加至近30,000人，福音工作的需要大大增加。早於1968年陳耀基牧

師夫婦初到多倫多，赤手空拳開展福音工作；後得西人浸信會借出禮

拜堂供華人崇拜用，從而成立中國基督徒國語教會。教會漸漸成長，

改為粵語崇拜。1971年3月，正式加入宣道會，成為多倫多華人宣

道會，並獲加拿大宣道會的資助。往後二十年間，已發展成為多倫多

較具規模的華人教會，並且自購堂址。

此外，神也在多倫多附近的城市動工。1975年，安省的海明頓

華人宣道會開始了第一次崇拜，借用西人宣道會聚會。初期數月，雷

達牧師每主日從滑鐵盧城前來領會，至7月吳偉權牧師夫婦才接受開

荒植堂之工作。創會後三年，一直得到中東區會及雷城華人宣道會資

助；1978年，經濟才自立；1980年，開始有新堂，人數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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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1988年植出聖市華人宣道會（St. Catharines CAC），又於1991

年4月，開始海明頓國語宣道會。14

1975年，安省的溫沙市亦開展福音工作。莫新靈牧師於同年5月

底到達加拿大，經宣道會區監督施惠德牧師的授意，在溫沙市開始事

工，借用西人宣道會崇拜。教會得香港希伯崙差會支持，1983年，自購

堂址，由開始的15人，到1992年已有差不多200人參加崇拜聚會。

1975年9月，左恩宜牧師被滿地可華人宣道會差到安大略省倫

敦開荒建立教會。

華人宣道會除開荒植堂外，也致力於華人留學生的福音工作和

門徒訓練。1974至1975年於滑鐵盧（Waterloo）這所大學城建立活

泉華人宣道會。15 活泉華人宣道會於1985年初在附近另一大學城高

城（Guelph）開荒設立高城華人宣道會，後改稱為高城劍橋華人宣道

會。

1985年，多倫多宣道會恩典堂成立，服事從越南移民來的基督

徒。其中部分信徒原為講粵語難民，先由黃家旺牧師牧養，後來交給

馬桂豪牧師接棒，牧養至今。

第八節  1986-2000年粵語華人
     宣道會大量成長時期

1980年代自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宣佈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

中國，雖然中國採一國兩制，保證香港五十年體制不變，但由於對香

港政治前途感到不安，許多香港移民不斷湧入加拿大各大都市，福音

工作反而比1970年代更為迫切，許多香港牧師和基督徒也加入此移

14 同上，154。 
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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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潮，造成加拿大粵語華人教會在各大都市短期內快速增長。這現象

可由加拿大移民部官方網站公佈的統計資枓，可見其端倪。

香港移民加國情形：1986年5,893人， 1987年16,170人， 1988

年23,281人， 1989年19,908人， 1990年29,261人， 1991年22,340

人， 1992 年 38,910 人， 1993 年 36,582 人， 1994 年 44,174 人（高峰

期）， 1995年31,766人， 1996年29,915人， 1997年22,194人， 1998

年8,071人， 1999年3,771人， 2000年2,865人。從1986到2000年，

近十五年來，共約有330,000人之多。16

加拿大各華人宗派從東岸到西岸普遍開展了植堂運動，宣道會

身為加拿大最大華人宗派恭逢其盛，華聯會也響應大力推動植堂。以

下按加拿大宣道會各分區簡述華人宣道會植堂歷史概況。

I. 太平洋區（卑斯省）

1989年，溫哥華華人宣道會植出活泉宣道會，由賴建鵬牧師負

責植堂。

1991年，溫哥華國語教會申請加入宣道會，改名為溫哥華國語

宣道會。

1993年，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植出列治文城北堂，由余丹白牧

師負責植堂。1994年，植出列治文恩典堂，後由鄭慶樂牧師負責牧

養。1996年，又植出仁愛宣道會，由朱俊松牧師負責植堂。

1993年，由曾憲裕牧師建立之高貴林華人教會，於1994年10

月加入宣道會，改名高貴林華人宣道會。

1997年，由本立比華人宣道會植出成立素里華人宣道會。

16    "Canada Facts and Figur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http://www.cic.
gc.ca/english/pdf/research-stats/facts2010.pdf (accessed 2011/10/11).

����-�� aw.indd   37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38

II. 西區（亞伯特省）

1989年，卡加利華人宣道會植出城南宣道會；1993年，植出城

西堂。

III. 中東區（安大略省）

1988年2月，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向加中東區會和華聯會提出一

個「十年植堂計劃」，就是在1988至1997年十年內，在大多倫多市

建立10間華人宣道會。區會、華聯會及其他堂會均熱烈支持響應，

朝著這目標前進。從1988至1995年早已達到10間堂會的目標。17

此時，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全力協助新教會的成立，差出數個植

堂小組，於1988年，開設翟輔民堂；1989年，開設宣信堂；1991

年，開設麥咸堂；及1992年，開設希伯崙堂。此外，於1989年也派

出部分核心小組成員幫助成立美城堂；1992年，並以宣教基金支持

剛成立的北約國語宣道會。

1990年，多倫多華人宣道會也差派區應毓牧師在多倫多北部列

治文山（Richmond Hill）植堂，建立城北華人宣道會。

1991年，東約華人宣道會成立，由邱樹華牧師負責植堂，牧養

至今。

1994年，華人宣道會錫安堂成立，先由羅志強傳道負責，後由

郝繼勇牧師從香港來牧養此新堂。

1994年，倫敦華人宣道會植出倫敦國語宣道會，由黃明揚牧師

負責植堂，牧養至今。

1993年，美城華人宣道會成立一植堂小組，植出美城迦密國語

宣道會，後來聘得姜禮振牧師來牧養。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吳偉權牧師也大力推動植堂，於1988年植出

17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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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市華人宣道會（St. Catharines CAC），又於1991年植出海明頓國

語宣道會，由楊宗正牧師負責植堂。在渥太華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楊

慶球大力推動植堂下，1989年，於渥太華西部植一間加城華人宣道會

（Kanata CAC），後改名為渥太華主恩宣道會；1994年，再植出恆愛

華人宣道會（Agape CAC），由譚文鈞傳道擔任植堂牧師；1995年，

再植出渥太華國語宣道會，由張福成牧師主領。

1999年，莊百里牧師建立之基石華人教會申請加入宣道會，改

名基石華人宣道會。

IV. 華人宣道會紛紛建堂
從1986到2000年可說是加拿大粵語華人教會的黃金時期，神

祝福許多不同宗派的粵語華人教會，不但教會數量大量增加，信徒人

數也不斷地增長， 500、 600人甚至上1,000人的華人教會不斷地在加

拿大各大城市出現。他們購地，建立大型教堂，常令本地洋人驚嘆不

已。例如，大多倫多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於1997年另建立了約1,000人

座位之會堂，多倫多翟輔民堂、麥咸堂、城北堂、恩典堂、宣信堂、

基約宣道會、美城堂皆陸陸續續建了擁有300至500個座位之教堂。

第九節  2000-2009年全加
           華人宣道會發展情形

I. 太平洋區（卑斯省）

2000年，由於溫哥華郊區的中國移民漸增，林維楷牧師決定前

來高貴林開荒植堂，成立了高貴林國語宣道會。

2004年，由於溫哥華島北部華人移民漸增，域多利華人宣道會

於是植出乃磨堂，由愛城轉來的藍仲芳牧師負責植堂。

2004年，由溫哥華5間華人宣道會聯合區會成立了溫哥華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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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宣道會，由王志允牧師負責植堂。2006年，王志允牧師又在白

石平安宣道會中建立華人事工。

2006年，在西人母會智理華宣道會支持下，在南部的智理華

（Chilliwack）成立智理華華人宣道會，由姚易良傳道牧養。

II. 西區（亞伯特省）

2007年，西南卡城華人宣道會成立，由朱仁倡牧師負責植堂，

在恩道大學學院（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內聚會。

2008年，愛城城北華人宣道會與區會達成協議，成立了愛城活

泉宣道會，向國語族群傳福音。

III. 中西區（緬尼吐巴省）

沈寂多年的中西區，由溫尼辟華人宣道會陳伍能牧師大力推動

下，於2009年在溫城西部的布蘭豋市（Brandon）成立布蘭登華人宣

道會，聘得臺灣來的田頌恩傳道，針對中國工作簽證的工人作傳福音

的工作。

IV. 東區（安大略省）

在華人聚居最多的安大略省，華人宣道會的植堂工作當然是義

不容辭。

基約華人宣道會於2000年成立城東國語宣道會，由余東海牧師

負責植堂。在余東海牧師推動下，又於2009年在多倫多北部成立列

治文國語宣道會。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在華聯會和區會支持下，於2001年成立榮光

宣道會，由黃大衛傳道負責植堂，牧養至今。同年，又於本堂成立仕

嘉堡國語宣道會，由王安石傳道負責植堂。

1993年，由李經寰牧師建立的中華福音基督教會於2001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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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宣道會，之後，改名為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並於2007年5

月建堂。

2006年，多倫多北邊新城華人宣道會成立，由林忠凱傳道負責

植堂。

2007年，仕嘉堡華人宣道會英文堂開始堂內客家語植堂事工。

該英文堂在母會祝福下，於2009年7月5日正式自立，並改名為仕

嘉堡社區宣道會，由郭國權牧師擔任主任牧師，牧養300多名第二代

講英文為主之華人，並向附近社區不同族裔廣傳福音，建立一個多種

族之英文教會。剛獨立不久之仕嘉堡社區宣道會又於2010年2月28

日幫助、支持並建立全加拿大第一間客家人宣道會。

2009年，城中宣道會在多倫多城市中區成立，由歐洲荷蘭宣教

植堂返加的黃萬臻牧師負責植堂。同年，南仕嘉堡宣道會成立，針對

國語族群傳福音。同年，何君華牧師針對國語族群，在多倫多城區唐

人街附近成立多倫多基督教宣道會。

V. 聖羅倫斯區（魁北克省）

位 於 加 東 滿 地 可 的 華 人 宣 道 會 也 不 落 人 後， 在 滿 地 可 本 地

開始植堂工作。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恩光堂，於2001年在凡爾登

（Verdun）成立。西島華人宣道會於2000年6月成立。1998年，由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和恩典堂支持下，成立滿恩堂。2003年，恩雨堂

在聖羅倫斯（St. Laurent）成立。2009年，曾鼎發牧師開荒成立滿地

可宣道會活水泉教會。

這段時期，全加共有26間華人宣道會誕生，教會人數不斷增

長。但粵語教會由於香港移民人數漸少，會眾也漸漸老化，之後，

植出粵語教會的數量越來越少。香港移民人數由2001年的2,865

人，逐年下降， 2002 年 1,451 人， 2003 年 1,472 人， 2004 年的

1,547 人，  2005年的1,783人，  2006年1,489人， 2007年1,1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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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 1,324 人， 2009 年 924 人，  2010 年 790 人。這十年和

1990 至 1997 年移民的高峰期盛況相比，不可同日而語。18

許多粵語教牧同工一方面感受到此危機，另一方面對講普通話

的移民人口漸增有負擔，紛紛展開國語事工，在教會內成立國語堂。

第十節  2010年以後及未來
     華人宣道會發展情形

I. 太平洋區
2010年，列治文城北宣道會在余丹白牧師和曾國雄牧師領導下，

由母會轉出100多名會友，植出以講粵語為主的列治文使命宣道會。

II. 加中區
2010年，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在江昭揚牧師和長議會推動下，

於9月在鄰近橡城，成立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

根據華聯會2011年的報告，未來可能植堂的地區在安省的

Belleville、渥太華附近的Deep River，因為當地都已有華人團契每

個月或每周按時聚會。華聯會正在聯繫他們，探討未來在當地成立華

人宣道會的可能性。19

展望二十一世紀，基於宣道會的優良傳統，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的植堂運動在區會、華聯會和各地華人宣道會的合作下，將會不斷地

發展下去。

18    "Canada Facts and Figures." 
19  2010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年會報告（Irvine, CA: CCACA/CCA CMA Joint Con-

ference，2011年7月12-15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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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1991-2011年加拿大國語
     宣道會植堂發展概況

I. 國語宣道會植堂第一波（1991-1995）

加拿大粵語華人教會處於黃金期的同一時期，卻是加拿大國語事

工的草創期。國語教會或華人教會國語堂大量植堂的外在因素，是由

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產生中國民主運動以來，大批從中國大陸

來加的學者，因為參加海外民運，害怕回國會受到迫害，於是申請居

留加拿大，此時加拿大政府也順應時代國際情勢，於1990年通過特別

移民法令，發給這些約一萬人的留加中國留學生移民簽證，准許他們

定居加拿大。於是中國移民由1989年的4,430人，增加到1990年的

7,989人，  1991年的13,915人，  1992年的10,429人，  1993年才回落

至9,409人，  1994年又再回升到12,487人，  1995年的13,308人。20

因此，加拿大國語福音工作日形重要，於是宣道會渥太華堂、

美城堂、海明頓堂和倫敦堂針對這群新移民的需要，都展開了國語事

工，如此便掀起了國語宣道會植堂運動的第一波。

1991年，海明頓堂植出海明頓國語堂。由楊宗正牧師擔任植堂

牧師。

1992年，宣道會加東區會和多倫多一些華人宣道會，開辦北約國

語宣道會（North York MAC），在沒有任何母會支援情況下，由中東區

會直接委任江昭揚傳道擔任植堂牧師，從零開始拓荒，建立教會。

1993年，由美城華人宣道會派出30多人核心小組，成立美城迦

密國語宣道會，並於1994年聘得姜禮振牧師由美國德州北上，前來

牧養會眾。

20  "Canada Facts and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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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倫敦華人宣道會也分出一些講國語之會眾，開設倫敦

國語宣道會，由黃明揚傳道擔任植堂牧師。

1995年，渥太華華人宣道會差遣一批講國語之會眾，在渥太華

大學附近，建立渥太華國語宣道會，由張福成牧師擔任植堂牧師。

II. 國語宣道會植堂第二波（2000-2002）

1994年後由於中國政策改變，容許專業人士移民出國，因此，

從中國大陸直接移民來加拿大定居的華人大量增加，掀起了第二波國

語宣道會植堂運動。

中國移民來加拿大的人數由1996年的17,458人，增加到1997

年的18,450人， 1998年的19,736人， 1999年的29,095人， 2000年的

36,749人。同一時期臺灣移民來加拿大人數也由1993年的9,867人，

1994年的7,412人，到1995年的7,694人，到1996年的13,183人，

到1997年的13,287人的最高峰期，1998年才回落到7,169人，1999

年5,461人。21

早期臺灣人選擇移民的原因不外乎1990年代臺灣治安和孩子教

育品質欠佳。另於1995年中國發射導彈越過臺灣，令臺灣人人心惶

惶，造成1996至1997年的臺灣人移民國外的高潮。但隨著海峽兩岸

的政治局勢不斷地緩和，移民便逐年遞減，2000至2010年每年約只

有3,000人移居加拿大。22 2002年後，許多當年帶孩子移民到加拿大

的父母親，因孩子們皆已大學畢業，在本地、中國或臺灣找到工作，

或成家立業，他們便陸陸續續返回臺灣定居。

由於大陸新移民來此須要找工作，因此大部分定居安大略省和

大多倫多市和附近城市，因為加東是加拿大的工商業重鎮。所以，這

21 同上。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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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時期國語植堂大都集中在加拿大多倫多市。

2000年9月1日，成立的多倫多城東國語宣道會，借用基約華人

宣道會教堂聚會，由余東海傳道擔任植堂牧師。

2001年4月7日，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差遣一批講國語之會眾在母

堂聚會，正式成立仕嘉堡國語宣道會，由王安石傳道負責植堂。

2001年10月1日，成立榮光堂國語宣道會，由黃大衛傳道負責植堂。

III. 國語宣道會植堂第三波（2009-2011）

2001年之後，中國經濟情形改善許多，有大批專業人士移民出

國，因此，來加拿大定居的中國人大量增加，這批專業人士大都有一

技在身，學歷皆不錯，甚至帶著一些財富出國。

中國移民來加人數分別為2001年的40,365人， 2002年的33,304

人， 2003 年 的 36,251 人， 2004年 的36,423人， 2005年的42,292人

（高峰期），到 2006 年的 33,078 人， 2007 年的 27,013 人， 2008 年

的 29,337 人， 2009 年 的 29,051 人， 2010 年 的 30,197 人。 近 十 年

來，約有 330,000 人之多。23

這些移民掀起了全加拿大第三波國語宣道會植堂運動。這段時

期，國語植堂在加拿大各大都市遍地開花。由於臺灣和香港移民數量急

速下降，此後國語事工的對象，皆是以大陸群體為對象。許多國語教會

中大陸群體約佔70%至80%，甚至有純是大陸群體的教會出現。

為因應此一新情勢，許多華人宗派，包括華人宣道會，紛紛成立

國語教會，粵語華人教會也不落人後，紛紛成立了國語事工或國語堂。

2009年12月6日，溫城華人宣道會在附近布蘭登市成立布蘭登華

人宣道會，由臺灣來之田頌恩傳道擔任植堂牧師，向中國工人傳福音。

2010年1月26日，多倫多城東國語宣道會於列治文山成立列治

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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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國語宣道會，由余東海牧師由母堂主任牧師轉至新堂，擔任植堂

牧師。

2010年2月18日，多倫多基督教宣道會於市區唐人街成立，由

何君華牧師擔任植堂牧師。

2011年3月29日，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華聯會和中區區會簽

署，將於橡城成立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由中國來之高路傳道負責植

堂。

另外，2010年5月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成立國語堂，由中國來之石

英剛傳道擔任國語堂傳道。

2009年7月，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成立國語堂，服事來自中

國新移民，預定五年後能夠財務自立，成為一間獨立的國語宣道會，

目前由臺灣來之顏進德傳道擔任植堂牧者。

第十二節  全加華人宣道會舉辦
      的華人宣教大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華聯會策劃主辦每四年一次的全加拿大的

華人宣道會的宣教大會，對普世華人宣教的推動有深遠的影響。

早期全加拿大的華人宣教大會，最先是由華聯會提議舉辦的，

第一屆於1982年在雷城的加拿大聖經書院舉行， 參加人數約有800

人，之後交由全加華人教會聯合辦理，但辦了兩屆就停辦了。十年

後，華聯會再次舉辦全加拿大的華人宣道會宣教大會，於1997年

在同一地點舉行，參加人數超過800人。2001年在Three Hills的草

原神學院舉行，參加人數同樣超過800人。2005年在尼亞加拉大瀑

布（Niagara Falls）附近的聖市（St. Catharines）布魯克大學（Brock 

University）舉行，有近1,700人參加，這次的參加者主要是來自加拿

大華人宣道會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華人宣道會的代表，盛況空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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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大陸	 香港	 臺灣	 移民總額	 全加移民總額	 中港臺所佔比率

 1986 1,902 5,893 695 8,490 99,219 8.6%

 1987 2,625 16,170 1,467 20,262 152,098 13.3%

 1988 2,778 23,281 2,187 28,246 161,929 17.4%

 1989 4,430 19,908 3,388 27,726 192,001 14.4%

 1990 7,989 29,261 3,681 40,931 214,230 19.1%

 1991 13,915 22,340 4,488 40,743 230,781 17.7%

 1992 10,429 38,910 7,456 56,795 252,842 22.5%

 1993 9,469 36,582 9,867 55,918 252,137 22.2%

 1994 12,487 44,174 7,412 64,073 216,588 29.6%

 1995 13,308 31,766 7,694 52,768 212,198 24.9%

 1996 17,458 29,915 13,183 60,556 225,834 26.8%

 1997 18,450 22,194 13,287 53,931 215,850 25.0%

 1998 19,736 8,071 7,169 34,976 174,080 20.1%

 1999 29,095 3,771 5,461 38,327 189,914 20.2%

 2000 36,749 2,865 3,535 43,149 227,455 19.0%

 2001 40,365 1,965 3,114 45,444 250,638 18.1%

 2002 33,304 1,541 2,910 37,755 229,048 16.5%

 2003 36,251 1,472 2,126 39,849 221,349 18.0%

 2004 36,429 1,547 1,991 39,967 235,824 16.9%

 2005 42,292 1,783 3,092 47,167 250,638 18.8%

 2006 33,078 1,489 2,823 37,390 262,241 14.3%

 2007 27,013 1,131 2,778 30,922 236,754 13.1%

 2008 29,337 1,324 2,972 33,633 247,248 13.6%

 2009 29,051 924 2,542 32,517 252,172 12.9%

 2010 30,197 790 2,761 33,748 280,681 12.0%

  1986-2010 538,137 349,067 118,079 1,005,283 5,483,749 18.3%

表2.1		1986-2010年中港臺移民、全加移民總額和中港臺所佔比率 24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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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了全球華人宣道會的宣教精神，意義深遠，給大家宣教的熱情注

入嶄新的活力。25

2009年仍在聖市的布魯克大學舉行，當時有近1,400人參加。

之後，加西區的華人宣道會也要求在加西舉行宣教大會，於是華聯會

在2011年7月在卡城的恩道大學學院舉行，約有400多人參加。

全加華人宣道會聯合宣教大會除了早晚堂有培靈資訊之外，中

間時段設有許多宣教工作坊，使參與者能得到第一手宣教工場的資

訊，並且也能和返國與會的宣教士面對面的接觸。歷屆大會的中文講

員包括有滕近輝牧師、王永信牧師、蕭壽華牧師、梁家麟博士、楊慶

球博士、區應毓博士等。在每次大會中，講員都會在最後一晚向會眾

發出全職事奉的呼召，總有幾十位弟兄姊妹被聖靈和宣教士的見證感

動，回應神的呼召，願意當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士，或「第二里」宣教

士，場面十分感人。

第十三節  結論

綜觀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的歷史，大約可分為以下五個

時期：

1. 草創期：1960年代，第一間華人宣道會教會在雷城誕生，並

開始在加拿大中西部開始粵語華人教會之植堂。這段時期全加中部和

西部共建立了5間華人宣道會。

2. 穩定發展期：1970年代粵語華人宣道會，在加拿大東部開

始植堂，主要的外在因素是由於1967年香港暴動帶來第一個移民浪

潮，加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1973年加國舉行第一次大赦，使越、

25 容展略，《加拿大華人宣道會40周年特刊》（多倫多：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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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寮、中南半島難民群體大量湧入加國。

此時期的牧者大多具香港背景，以傳福音為主，信主人數不

少，所建立的教會皆受到香港文化和教會傳統的影響。華人教會初期

大都是借用學校開始聚會，在各大小城市紛紛開設教會。這段時期全

加各地共建立了13間華人宣道會。

3. 快速成長期：1980年代，華人宣道會在全加拿大主要都市大

量建立粵語華人教會，主要是由於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的大限所造

成的移民潮（1984-1997）。許多成熟的信徒和教牧同時移民到加拿

大。各宗派與獨立教會爭取此良好時機，不斷地植堂，堂會數字倍

增，教牧和資源不斷地增加。此時，華人教會英語事工才剛起步，十

分欠缺牧養英語會眾的同工。這段時期全加共建立18間華人宣道會。

4. 粵語華人教會的成熟期或黃金時期和國語教會的草創期：

1990至2000年是粵語華人宣道會的成熟期或黃金時期，許多教會建

築自己堂址，發展多元化的事工，特別是國語事工。發展特大型的教

會模式，但大多是集中於大城市，偏遠小城市事工卻有退縮的現象。

同一時期正是華人宣道會國語教會開始植堂期，因為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造成中國留學生的移民潮，教會主要是向這些留學

生的移民傳福音。這段時期全加共建立19間華人宣道會。

5. 國語教會大量成立期：2000至2010年是全加國語教會大量成

立期，是因應1998年大量中國技術移民到加拿大定居。華人宣道會

也重新調整事工的方向和策略，此時，面對的挑戰是中國移民的國語

事工，第二代的英語事工，國語教牧人員的需求大增，許多兩文兩語

的華人宣道會紛紛轉型成兩文三語的教會模式。這段時期全加共建立

26間華人宣道會。

同一時期加拿大華人教會領袖們，也開始成立以國語授課的

神學院，培養將來要服事講國語族群的牧者。華聯會眾牧者們也多

方參與，幫助在多倫多天道神學院（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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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y）中建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以及在恩道大學學

院（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中建立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由此可見，加拿大華人宣道會之宣教植堂歷史除了受加拿大政

府的移民政策影響之外，也深受中國、香港、臺灣地緣政治和經濟外

在環境因素極大的影響。如果要策劃未來加拿大華人宣道會之宣教植

堂的策咯，必須先掌握這些重要外在因素，才能因勢利導，作出適當

的回應，畢竟神掌管歷史的走向，掌管列國的未來，掌管君王的心，

也是教會的元首。神開的門，沒有人能關；神關的門，沒有人能開。

第五章將會依照成立的年代先後秩序來介紹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各個堂會成立的簡史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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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教會的型態
 

因為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較早（1960）之故，因此在加拿大以

粵語為主要事工的教會皆冠以「華人教會」為中文名稱，Chinese 

Church為英文名稱；其後臺灣和中國大陸（1990）才有大量移民到

加拿大，由於移民較晚之故，因此在加拿大以國語（普通話）為主要

事工的教會皆冠以「國語教會」為中文名稱，英文名稱為Mandarin 

Church，以便區分服事不同語言的群體。由此觀之，加拿大國語教

會植堂的發展比粵語教會整整晚了三十年。

在1997年之後，由於香港人移民加拿大人數大量減少，許多原

以粵語為主的華人教會，為因應大量中國人移民加拿大，紛紛成立國

語事工、國語團契、國語堂或幫助他們建立獨立的「國語教會」。

反之，一般獨立的「國語教會」除了有一小群會講普通話的香港

人，仍留下來幫忙發展國語事工外，並不會發展粵語事工。但不管

「華人教會」或「國語教會」，移民第二代的事工皆以英文為主，不再

強調母語，因此英文堂便紛紛成立，但絕大部分皆不會成立獨立的華

人英文宣道會。第一間以英語為主的華人宣道會是卡城的福音宣道會

（Evangel CAC），她於1991年成立，因事工發展困難，遂於2006年

1月與宣道會南卡城堂合併。直到2010年5月，仕嘉堡社區宣道會才

脫離母會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正式成立，成功確立第一間以服事第二代

英語華人為主的華人宣道會。

一般來說，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可分下列五種類型：

I. 兩文（中、英文）兩語（粵、英語）轉變成兩
文（中、英文）三語（粵、國、英語）之華人
宣道會

此類型教會由粵語堂發展開始，針對移民第二代（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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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Chinese加上Overseas Born Chinese）開展英文事工，產生

英文堂，因此形成了兩文（中、英文）兩語（粵、英語）的教會。在

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此類型教會以香港移民為主，其特色是有

許多香港留學生到加拿大留學，在大學成立查經班，慢慢轉型成立

華人教會。因此，加拿大許多大學城附近皆有有華人宣道會。如：雷

城、卡城、愛城、溫城、多倫多、溫哥華、海明頓、渥太華和滿地可

華人宣道會。

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中，因為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

故，引發大量香港人移居加拿大，當中有大量的基督徒，因此教會人

數成長快速，此時期成立的粵語教會也非常多，如：仕嘉堡、宣信、

麥城、翟輔民、美城、錫安和城北華人宣道會，並在1990年代末期

興建很多教堂。

1997年以後，香港移民人數由每年30,000至40,000人急速下

降至1999年的3,771人，甚至2000年以後香港移民每年都在2,000

人以下。反之，中國移民卻快速增長到每年30,000至40,000人。為

因應此移民族群的變化，此類型教會逐漸開展國語事工，成立國語團

契、查經班，或成立國語堂，開始國語崇拜，遂漸轉變成兩文（中、

英文）三語（粵、國、英語）教會。例如：仕嘉堡、溫哥華、麥城、

翟輔民和美城華人宣道會。

此類型的教會目前是加拿大華人教會的主流，仍以粵語群體為

主要服事對象。但隨著移民群體之變化，香港移民越來越少，中國

移民越來越多，有些華人教會講普通話的會眾，反而超過講粵語的會

眾，教會型態也會跟著改變，例如溫莎和滑鐵盧活泉華人宣道會，近

幾年來講普通話的會眾早已超過了講粵語的會眾，甚至滑鐵盧活泉華

人宣道會的主任牧師也由國語堂牧師擔任，這是過去未曾發生過的

事。相信這種情形以後會越來越多，粵語教會應該有所認知，並且因

勢利導，改變領導管理模式，甚至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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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備「兩文三語」能力的主任牧師供不應求，同時「兩文

三語」的教會在行政組織十分複雜，語言溝通有極大困難，堂會設施

在使用上不易適當安排，再加上「兩文三語」的教會不會刻意植出另

一所「兩文三語」的教會；由此可見，「兩文三語」的教會模式目前雖

是主流，也只能是過渡性！

II. 兩文（中、英文）兩語（粵、英語）之粵語華
人宣道會
此類型教會形成的背景和第一類型相同， 2000年前是加拿大華

人教會的主流。但目前70%至80%兩文（中、英文）兩語（粵、英

語）之粵語教會都已轉型成兩文（中、英文）三語（粵、國、英語）之

華人教會。此類型教會尚未開拓國語事工，崇拜仍使用粵語，另為移

民第二代成立開英文堂，聘請英語牧師牧養他們。例如：溫哥華的福

群堂、活泉堂和多倫多的基石堂、基約堂、城北堂。

此模式教會隨著移民群體的改變，若不支持建立國語事工或朝

兩文三語教會路向發展，會眾年齡會逐漸老化，人數會遞減，宜趁早

轉型。

III. 兩文（中、英文）兩語（國、英語）之國語華
人宣道會
此類型教會以國語為主，隨事工發展，才開設英文堂。最早的

是成立於1968年的溫哥華國語教會，她於1990年才加入宣道會。

1960至1990年間，全加拿大絕大部分華人教會皆以粵語為主，包括

其他宗派在內，只有少數幾間國語教會，屬於國語教會的草創期。加

拿大這種華人教會以粵語為主和美國華人教會大都以國語為主的歷史

發展情形不大相同。

1989年後，加拿大國語教會的發展才大大改觀，這和當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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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有絕大關係。1 海外中國學者一方面心靈受傷，使他

們重新思想人生，許多人走進教會，尋求人生意義。當時加拿大政府

准許近萬中國留學生留在加拿大，並發給他們移民簽證。當時華人宣

道會教會向這些學者敞開大門，牧者有共同異象，要為他們成立國語

教會，因此在各區會、華聯會和粵語教會的財政、人力支援下，國語

教會逐漸成立。

此後，每年都有超過一萬中國人，包括學者們的親人陸陸續續

取得移民身分移居加拿大。此階段成立的教會有海明頓國語宣道會

（1991）、北約國語宣道會（1992）、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1993）、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1995）、溫哥華仁愛宣道會（1996），這是第一波

建立的國語宣道會。

1998年之後，每年有超過30,000人以上的中國技術、投資移民

進入加拿大，此時成立的教會有：卑斯省高貴林國語教會（2000）、

多倫多的城東國語宣道會（2000）、國語宣道會榮光堂（2001）、仕嘉

堡國語宣道會（2001），這是第二波建立的國語宣道會。

2009年之後，由於中國移民移居不同的城市，溫城華人宣道會

朝西植出布蘭登華人宣道會；城東國語宣道會朝北植出列治文山國語

宣道會；2011年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朝西南植出橡城溪畔國語宣道

會，這是第三波建立的國語宣道會。

因此，隨著中國移民不斷移居加拿大各城市，此模式在未來

二十年將成為華人宣道會植堂的主要模式。

IV. 一文（英文）一語（英語）之華人宣道會
此類型教會以服事第二代講英文的華人為主。這是最近（2010）

華人宣道會發展的新方向，為因應加拿大多元化、多種族、多語言之

1   徐武豪，「海外大陸群體事工回顧與裝備反思」，《中國雙月刊》（2001年9-10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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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社會需要而誕生。他們在此長大受教育，文化、思想和第一代移

民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早年已採用複式教會模式，

並於2010年決定讓英文堂從母堂獨立出來，單獨成立仕嘉堡社區宣道

會。除了服事第二代基督徒外，也兼向社區其他族群傳福音。

此 外 於2010年， 黃 萬 臻 牧 師 在 多 倫 多 成 立 城 中 宣 道 會

（Midtown Alliance Church），傳福音給第二代未信主華人。雖然也

開放給其他族群，但很難吸引他們加入華人教會。目前只是一種嘗試

階段，未來發展之前景不明。

簡國慶牧師在2011年4月8日在渥太華宣道會長議會開會時，

提醒華人英語教會將來要成為加拿大華人教會的主流，並於2011

年7月於美加宣道會華聯會公開建議，呼籲成立獨立華人英語宣道

會的時機迫在門前，會中在華人宣道會服事近二十年之西人Larry 

Anderson牧師回應時，覺得簡牧師的立意良好，但對此建議持保留

的態度，他不認為成立獨立華人英語宣道會的必要性，畢竟加拿大到

處已有英語教會，如果成立獨立華人英語宣道會，果真能有效地服事

第二代華人嗎？如果第二代講英語的華人願意加入英語教會，為何不

祝福他們去呢？他倒是認同兩文三語的教會模式更適合華人宣道會未

來的發展，這種模式更體現出主內一體的合一和互助。2

由此看來，一文一語的獨立英語華人教會模式，相信在可預見

未來十年內仍不會成為華人教會植堂的主要模式。

V. 西人教會的華人事工
有些華人基督徒聚居的地方，要成立一間獨立的華人教會在財

務上確實有困難，因此和當地西人宣道會合作成立華語事工。例如：

2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年會報告（Irvine, CA: CCCACA/CCA CMA Joint Conference,  
     July 12-15, 2011），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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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理華華人宣道會、乃磨華人宣道會、力士谷宣道會華語堂和鹿園宣

道會華語堂。

此類型的教會，往往有強大的西人母會，他們看到華人福音的需

要，而成立了獨立的普通話崇拜，也聘有專任的普通話牧者來牧養會

眾，並視未來發展情形，可以成立獨立的教會。例如：智理華華人宣

道會後來才登記為獨立的教會，但財務上仍須區會和華聯會之支援。

列治文城北宣道會余丹白牧師認為，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面

對另一挑戰就是如何回應西人教會所附設的華人事工，這種福音工

作，既不是「分堂」，也不是「植堂」，固然有些西人教會是完全支持

「附設的華人事工」，但將來也可能用「附設的華人事工」，來期待華

聯會資源上的供應。

加拿大華福會統計出2006年全加華人教會約有354間， 3 隨著華

人移民散居各地，不斷地成立華人（國語）教會，因此，「西人教會下

附設華人事工」此模式未來發展空間不太大，只是過渡時期的一種暫

時的模式。

VI. 結論
「兩文三語」的華人教會是一個加國華人教會成長的自然現象，

並無所謂的優缺點問題，因為任何一間華人教會，若拒絕任何一個語

言群體，在成長上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未來，加拿大的大環境會逐漸轉以國語為主，但因粵語方言文

化根深蒂固，粵語的弟兄姊妹需學習國語，與國語會眾彼此同工，互

相承擔教會聖工，雖然將來「兩文兩語」（國、英語）教會必定成為

發展的主流，但「兩文三語」的教會仍能以過渡性的主流情況發展下

3  傅潔明，「加拿大華人教會現況」，「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加拿大聯區 
 網站」，http://www.cccowe.ca/art/11/0000191/ (accessed 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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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堅持「兩文兩語」或「一文一語」的粵語教會，由於香港人移民

已逐年減少到每年1,000人以下（2010），將會日趨沒落，宜趁早轉型。

第二節  兩文三語教會處理
                不同群體共處的問題

I. 加拿大中、港、臺移民的特性簡述
A.	社會意識形態

中國：以前是共產主義社會，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雖守著

「四個堅持」，實際上已走上資本主義路線。人民較沒有自由和民主。

從前管制戶口，不能隨便出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雖有換職業的自

由，但遷移戶籍仍有限制；基本人權沒有保障，只要條件許可，許多

人會選擇移居國外。

臺灣：屬資本主義社會。戒嚴結束後，實行民主政黨政治，民

眾有自由、敢於表達意見。

香港：實質上仍是資本主義社會。民眾較西化，有自由，但沒

有民主政黨政治。

B.	思想模式
中國：邏輯思維較強，條理分明，善於表達自己，辯論能力強。

臺灣：邏輯思維相對較鬆散，不善於表達自己。

香港：受西方教育影響，較願妥協和接納。說話較會對事，不

對人。

C.	個性比較
中國：態度相當積極進取。

臺灣：採中庸態度，移民來加，只求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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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態度積極進取，生活忙碌。

D.	教育程度
中國：大學或以上程度佔多數。早期留學生很多，現在專業經

濟移民較多。

臺灣：大學程度或以上，經濟移民較多。

香港：中學至大學程度，專業技術人士很多。

E.	家庭問題
中國：太空人家庭越來越多。大部分不想回流。因北美政治、

經濟環境比中國好。

臺灣：孩子大學畢業或成家立業後，家長多數選擇回臺灣。

香港：已有粵語群體之社交圈，大部分已定居，最近移民減少

很多，所以太空人家庭也減少了很多。

F.	語言方面
中國：普通話為主，加上其他方言。英文溝通能力中上程度。

臺灣：國語為主，加上台語。英文溝通能力中上程度。

香港：粵語為主，英語溝通能力較好，和香港過去受英國統治

有關。

G.	宗教背景
中國：無神論。自改革開放後，各種宗教已在中國蓬勃發展，

但仍限制宗教自由。一般視教會為慈善團體。

臺灣：多神論，宗教自由。但祖先崇拜根深蒂固，信主時，信

徒要面對上一代祖先崇拜問題，壓力很大。對教會不熟悉，基督徒只

佔2.6%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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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西方思潮影響較早，對基督教不陌生。熟悉教會事務，

能建立強大的粵語教會。對教會觀念較正確，門徒訓練做得不錯，又

強調宣教。

H.	信仰方面
中國：信主的人雖很多，信主容易，但造就難，成聖更難。

臺灣：因有祖先崇拜，很難信主。信主後，仍頗世俗化。

香港：信主後，較能投入參與教會生活。

I.	教會事奉
中國：在教會中喜歡一次性、短期的服事，不願投入長期委身

的事奉。

臺灣：比較願意投入主日學和詩班的事奉。

香港：比較願意投入參與長期委身之事奉。

II. 三種族群彼此相處互動情形
中國人跟香港人因語言不通，來往並不密切。臺灣人跟香港人

因語言不通，也沒有甚麼來往。彼此的社交圈也不同。近年來大陸群

體成立的社團越來越多，和臺灣人的社交圈也不同。

早期中國移民以留學生為主，臺灣移民則是以經濟移民為主，

但有不同政治傾向（國民黨、民進黨）。雙方雖講相同語言，但政

治、經濟、教育、社會、文化背景不相似，加上兩岸斷交四十年，因

此海峽兩岸移民會隨著兩岸政治、軍事關係緊張，造成本地中、臺群

體關係也會跟著緊張。例如1995年臺灣舉行總統選舉前，中國發射

導彈示警事件等。

在教會歷史中，初期教會也有族群相處的問題。而國語教會會

眾對「教會觀」概念一般不太清楚，問題出於背景複雜，因著是多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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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以 前 是 共 產 主 義 社
會。不能隨便出國、
遷 移 戶 口。1979年
改革開放後，實質上
走資本主義社會。開
始有換職業、出國旅
遊的自由。但基本上
人權沒有保障。
邏輯思維強，條理分
明，善於表達自己，
辯論能力強。
積極進取

大學或以上。早期留
學生多，現在專業技
術移民多。
太空人家庭多，大部
分不想回流。

普通話為主，加上各
省方言。英文溝通能
力中等。
無神論，沒有祖先崇
拜的傳統。一般視教
會為慈善團體。

信主容易，信主人數
雖多，但造就難，成
聖更難。

喜歡一次性、短期的
事奉，不願投入中長
期事奉中。

香港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西
化、自由化，但沒有
民主政黨政治。

受西方思潮影響，妥
協、接納性較大。說
話對事、不對人。
積極進取

中學至大學，經濟、
專業技術人士多。

大部分已定居。太空
人家庭已減少。

粵語為主，英文溝通
能力強。

社會西化，對基督教
不陌生。熟悉教會事
務，能建立強大的粵
語教會。
有較強的委身，願多
參與教會事奉。

願意投入參與長期事
奉。

臺灣

資本主義社會，民主
政黨政治。

邏輯思維較弱，不善
於表達自己。

採中庸態度，只求安
定。
大學左右，經濟移民
較多。

太空人家庭多。孩子
大學畢業或成家立業
後，多數回臺灣去。
普通話為主，加上台
語。英文溝通能力中
等。
多神論，祖先崇拜根
深蒂固。宗教自由，
廟宇很多。基督徒人
口2.6%。
因祖先崇拜問題，較
難信主。信主後，若
沒有受造就，仍頗世
俗化。
願意投入音樂、詩班
的事奉。

社會意識型態

思想模式

個性比較

教育程度

家庭問題

語言方面

宗教背景

信仰方面

教會事奉

表3.1		加拿大中、港、臺移民的特性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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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教會（中、港、臺），以致因政治議題很容易引起衝突。最近幾年

海峽兩岸關係已經緩和，也使中臺移民族群之間相處較融洽多了。

III. 認識北美教會中國移民群體
中國來的移民也可分老、中、青、新、新新五代：

1. 老一代（1945年前出生）約66至80歲左右，即經歷過三反、

五反、反右的一代。

2. 中年一代（1945-1960年間出生）約51至65歲，即經歷過中

國十年文革一代。

3. 青年一代（1960-1975年間出生）約36至50歲，經歷1989年

六四事件的一代。

4. 新人類一代（1976-1990年間出生）約21至35歲，屬E世代。

5. 新新人類，則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約20歲以下。現在

來加之中國留學生約20多歲，大部分是沒有政治意識傾向，是愛玩

的世代，他們跟臺、港年青人的喜好很接近。

蘇文峰牧師在「認識海外大陸知識份子」一文中曾對中國老中青

三代人的背景加以分析如表3.2。4

播種者國際宣教協會中國事工部主任張路加牧師對中國大陸不

同時代的青年特點作過分析，參表3.3。5

以下兩表對海外大陸知識份子和中國大陸不同時代的青年特點

有很好的分析。對想從事或發展中國學者或移民事工的教會牧者和同

工有很大的幫助，最好詳加研究，再去開展。

4   蘇文峰，《海外中國學人事工》（美國：美國海外校園雜誌社，2001），139。
5 張路加，「理性與躁動──當代大陸青少年面面觀」，《恩福月刊》，第三卷第二

期（2003年4月），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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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中國老中青三代人的背景對照表

人生經歷

人生如夢
運動健將
 
從理想到幻滅
紅衛兵→上山下鄉
→回到大學→成功
→出國→挫折（或歸國）

  
一帆風順的尖子
一胎政策下的驕子
開放政策下的驕子 
六四事件後的孽子

世界觀

宿命論
悲觀主義
傳統道德觀
實用主義
無神論
進化論
科學主義
唯物辯證論
真理相對論
看透一切
一切靠自己
實證主義
成功主義
五子登科
唯物主義
科學主義
無神論
享樂主義

年齡

老

中

青

方法論

明哲保身
經驗論
 
辯證論
實證主義
反形式主義

 

辯證法
實證主義
理性主義

對信仰的態度

懼怕多
顧慮多
但不排斥殊途同歸
排斥，事不關己
弱者的拐杖
心靈的家鄉
人間的淨土
救國之道
良知、秩序、懺悔
民主、富強、法治

好奇、開放、研究、
入境隨俗、漠不關心
或淺嘗即止、宗教是
愚夫愚婦的寄託、認
真尋求

IV. 妥善處理不同族群會眾共處的原則
中港臺三種會眾共處一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即使同是中

國人，也有早移民和晚移民的問題，大城市和內陸來的問題，北方

人和南方人的問題。同是臺灣人，也有早移民和晚移民的問題，政治

立場上，也有藍（非台獨）與綠（台獨）傾向之分。臺灣早期移民加

拿大者大部分是1960至1970年代的留學生，和後來1990年代臺灣

經濟起飛後的移民，他們兩代之間也存在一些緊張關係。

從人類學或社會學來看舊舊人類（60-75歲），舊人類（45-60

歲），新人類（30-45歲），新新人類（20-30歲）因成長背景、年紀、

文化、科技的不同，彼此也有許多的差異。由於每一代的世界觀、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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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1950年代已在中、
大學裏或已參加工
作。

「長子型」特徵。長
輩視他們為自己生
命的延續和家庭中
的希望，但已和傳
統的中國文化價值
意義上的「長子」有
所背離。
深明大義、承擔責
任、 維 繫 家 庭、 忍
辱 負 重； 朝 氣 蓬
勃，有使命感和責
任感；具浪漫的理
想主義色彩。

五 十 年 來 歷 經 滄
桑， 坎 坷 人 生 路，
多次的政治運動使
他們心灰意冷，難
以對人抱持信任；
但心中的渴望還在。
敬 業、 勤 懇、 有 責
任心、忠誠。

有一批人為今日各
領域中的骨幹，「技
術」、「學術」權威。

	

出生環境

	
	
人格特徵

文化薰陶

人生經歷

工作特點

	
	

今日地位

表3.3		中國大陸不同時代的青年特點對照表

第二代

文 革 時 期 在 中 學 就
讀， 隨 後「 上 山 下
鄉」的「知青」一代。

「浪子型」特徵。經歷
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而變得憤世嫉俗，甚
至玩世不恭。

對傳統文化抱持敵意
（歷史原因），多數犧
牲了受教育的機會，
但對這五十年來的政
治、經濟環境驟變感
受最深。

「先天不足」（教育/
婚 姻/家 庭 ）； 人 生
走下坡；從下鄉到下
崗；自認是「毛的犧
牲品，鄧的處理品」。

有 責 任 感、 進 取 心
強、敬業；能吃苦耐
勞，有團體意識。
有小部分努力而成才
者，許多為今日企、
事業界的中堅力量；
早年公派留學或自費
流學者中，不乏這一
背景的。

第三代

出 生 於1960至1970
年代；學業、工作基
本上未受太大的政治
環境影響。

「 養 子 型 」特 徵。 既
想報答國家、上級、
師長的養育、栽培之
恩，又要尋找自己真
正的價值和血緣（今
日之潮流）。

匯入現代大潮，出國
熱 和「 國 際 接 軌 」，
但 在 中/外 文 化、 傳
統/現代思潮、保守/
開放的交會和撞擊之
間。

學習就業比上一代順
利， 不 愚 忠、 少 固
執、會追潮流、有反
思； 但 部 分 目 睹 中
國政治動盪和人生沈
浮。
競爭、效率、強烈的

「致富觀念」；最佳的
「橋樑型人物」。
不少留學海外，許多
已學有所成；在目前
中 國 領 導 層 中 尚 處

「智囊/幕僚」角色；
在中國白領階層中佔
相當比例。

第四代

1980年 代 之 後 出 生
的一代，也稱「新新
人類」/E世代青年。

「獨子型」（老么型）
特 徵， 自 我 忠 心、
現實功利、「速食主
義」、叛逆；一切講

「相對」。

後現代主義文化取向
明 顯， 流 行 聽 歌 上
網；同伴認同超越家
庭認同；但他們當中
有嚴肅思考型人才；
也有對理念、責任無
興趣。

「一胎化」造成家中
「 唯 我 獨 尊 」； 生 活
優 越； 對 中 國 過 去
的歷次政治動盪（包
括「六‧四」）全無概
念。
忠誠度低，講求及時
行 樂， 工 作 態 度 是

「趣味化/卡通化」。
大學校園或出國留學
中念大學者，小留學
生；「新新人類」；追
星族中的大部分；所
謂「迷失的一代」；有
部分很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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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信仰態度都不一樣，五代之間彼此或多或少都有些難處。

在教會中，牧者處理不同會眾共處問題之原則和方法如下：

A.	要按照聖經作最高原則，公平對待會眾
牧者要對不同族群的會眾一視同仁，學習互相尊重。中國移民

尤其會看牧師怎樣待不同群體的會眾。

B.	教會中的長者有責任作溝通的橋樑
教會中需有屬靈智慧的長老、執事去作溝通的橋樑，排解糾紛。

C.	在教會聚會時，要避開政治敏感話題
在教會聚會時，要避開政治敏感話題。在聚會中應多傳講耶穌、

信仰、聖經和分享生命改變的見證。中國移民很羨慕強調信望愛的基

督信仰，應常與他們多分享生命之道。

D.	按照聖經教導會眾正確的教會觀
教導會眾正確的教會觀，不再分文化、階級、人種。「並不分猶

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

許承受產業的了。」（加3：28-29）

E.	教導會眾彼此相處的原則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

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

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

心裏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當用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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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

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謝父神。」（西3：12-17）第十二

至十四節講到許多會眾彼此相處的原則；而第十五至十六節則提到在

教會中信徒要多講基督的道理，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弟兄姊妹既有同一信仰，應該要常常一起聚會、聚餐、敬拜、

禱告，彼此相愛，彼此服事。互相代禱，作別人的代禱者；彼此相

愛，作別人的天使；彼此服事，作別人的好僕人。處理會眾彼此相處

的原則上：「在基要真理上，要合一；在非基要真理上，要寬大；在

所有的事上，要有愛心。」

第三節 兩文三語和兩文兩語的華人宣道會
   在發展國語事工上的長短處

I. 兩文（中、英文）三語（粵、國、英語）的華
人宣道會的國語堂事工

兩文（中、英文）三語（粵、國、英語）的教會目前是加拿大華

人教會的主流模式。此模式下對國語事工發展上的長短處如下：

A.	長處
1. 因為教會早成立，所以財務穩定，主要奉獻來自粵語堂會眾。

2. 人力資源大部分來自粵語堂，可以幫助國語堂事工發展，提

供司琴、主日學老師等。

3. 由於粵語教會發展早，長議會運作穩定，牧者較成熟，長執

同工對教會行政事務運作成熟，國語堂會眾可以從中學習如何治理教

會。

4. 全教會的大學生、青少年、兒童事工可由教會統籌，策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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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運作，甚至聘有專任牧師來牧養不同堂會、年齡層之會眾。

5. 在不同族群合成的教會，可以互相學習，截長補短，體驗不

同族群的文化、習俗。不同族群在教會中和睦相處，也是合一的見

證。

B.	短處
1. 三種語言的會眾在開會時（如：長執會、會友大會），或舉行

團體活動時，有言語上溝通的難處，因而缺乏效率。

2. 行政上，雖由整個堂會長議會決定，但大部分仍由粵語堂來

主導，引致國語堂和英文堂不能獨立自主決策、運作，導致國、英語

堂會眾覺得自己像是二等公民。國語堂和英文堂事工淪為教會次要的

事工。

3. 國語信徒依賴粵語堂的幫助，靈命成長緩慢。又信徒不願擔

任小組組長、主日學老師、執事、長老，使得信徒領袖不易產生。

4. 國語會眾信主後，在價值觀上改變不大，很難做到十一奉

獻。財務上會長期仰賴粵語堂的會眾。

5. 第二代英語事工，包括青少年團契、兒童主日學多半依賴粵

語堂人力的支援，國語堂會眾家長大多不願付出時間和精力來帶領。

II. 兩文（中、英文）兩語（國、英語）的國語宣
道會
此類型的教會是以服事講國語群體為主，另開英文堂的教會。

這類型國語宣道會的國語事工發展上的長短處：

A.	長處
1. 行政上能獨立自主作決策和運作，比較沒有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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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牧者在牧養上能夠專一服事單一語言群體。

3. 財務上學習自養自足，不會長期依賴外來支援。

4. 會眾來自相同背景，溝通較容易，思想模式一致，教育程度

相同。

5. 開會較有效率。

B.	短處
1. 缺乏成熟信徒來帶領，初信者成長較慢，須要花時間牧養、

培育和訓練。

2. 信徒信主年資不長，被選為同工後，對教會運作沒有概念，

常會以世俗的觀念和經驗去治理教會，造成衝突。

3. 信徒喜歡從事一次性的事奉，不願委身長期事奉，例如擔任

小組組長、兒童主日學、成人主日學導師等長期事奉的崗位。

4. 由於靈命成長緩慢，奉獻不足，以致教會在財務上會較短絀

缺乏。

5. 容易變成同鄉會，缺乏互相學習對象，外人更不容易進入小組。

第四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國語
          植堂事工牧養上的難處

姜平牧師提到推展大陸信徒事工的三個難點：「來教會容易，信

主難；決志容易，受洗難；受洗容易，成長難。」 6 不管是兩文三語、

兩文兩語或一文一語的教會，在牧養中國移民信徒上，皆有以下普遍

之難處。

6 姜平，「如何栽培大陸信徒成長」，第二屆海外大陸群體事工諮詢會手冊（2001
年4月21日）（多倫多：加拿大恩福協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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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個人方面
1. 無神論教育導致對基督教一無所知，科學至上，對耶穌完全

空白，只當作是西方文化之一。7

2. 沒有良好讀經、靈修、禱告生活。

3. 沒有守主日的習慣，主日崇拜常遲到。喜歡參加團契活動多

過出席主日崇拜。8

4. 國內移民講情，不講法，不願受教會規章和制度的約束。

5. 許多國內信徒信主後，不會為主而活，仍為自己而活。仍以

自我為中心，深信「有志者事竟成」。9

6. 缺乏信心，遵行十一奉獻，大約只有十分之一信徒做到。10 因

為奉獻不足，導致教會財務短缺，很多聖工難以推動，牧者待遇偏

低；建堂更是一大難題。

7. 信主容易、成聖難。例如：履歷表仍會作假；不自覺地說謊。11

8. 信徒受洗後，人就消失了，因此會友流失比例偏高。

加拿大環球廣播公司中國事工部主任徐武豪說：「中國每年移民

和簽證到加拿大的學生數以萬計（移民三、四萬，簽證學生剛突破一

萬五千人），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些大陸群體抵加後，不少會踏

足教會，也有不少會信主受洗。美國有機構估計大陸群體信主的百分

比是6-10%，根據過去移民數字，在加拿大信主的大陸群體便很可能

在六萬以上。但今天在教會中的大陸群體信徒只是在一萬以上，這告

訴我們大部分『信徒』若不是『以為』自己信，其實未信，便是信後，

『無家可歸』。」12

7 同上。
8 同上，30。
9 同上，28。
10 同上，30。
11 同上。
12 徐武豪，《我的中國心》，第二期（2011年10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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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家庭方面
1. 家庭問題常造成牧養上的難處。家暴、婚外情、離婚事件越來

越多、太空人家庭數量不斷地增加。家庭生活不和諧，夫妻常吵架，

又不肯彼此認罪道歉，不知謙卑。道歉猶如低三分，丟人似的。13

2. 國內信徒信主後仍以家庭、事業為重，不願委身教會事奉。

3. 移民家庭有代溝問題，造成許多矛盾，三代之間難以和諧相

處，甚至影響教會事奉。

III. 教會方面
1. 領袖培訓不足，缺乏成熟的執事、長老，不知如何管理教會。

2. 在教會事奉上，仍常會以社會經驗掛帥，不知以聖經原則治

理教會，造成許多衝突。

3. 只願參與一次過的或短期的服事，不願參與團契主席、小組

組長等長期委身的服事。

4. 參加主日學、門訓的人數偏低，缺乏主動受造就的心態，以

致難以分辨異端，主日學老師也難以產生。

5. 同工不足，事工常落在少數熱心的弟兄姊妹身上，造成他們

過重的負荷。

6. 英文事工發展資源不足，難以開展。因財務缺乏，無法請專

任的英文傳道人。願意牧養第二代的牧者難尋，主任牧師與英文堂牧

師在文化上、思想上的差異，常起衝突，使英文堂牧者難以長期待在

一個教會。

7. 信徒流動性高，這是因為他們要換工作，家庭常會搬遷，難

以有系統造就門徒。

13 姜平，「如何栽培大陸信徒成長」，31。

����-�� aw.indd   70 10/5/13   2:24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的模式

71

8. 雖有傳福音訓練，但普遍缺乏宣教教育，較少參與海外宣教

的活動。

9. 青少年事工牧者難尋，無法有專人照顧，以致青少年團契不

健全，長期會影響這階段青少年的屬靈成長。

10. 兒童主日學師資不足，難以按年齡分班，或同齡兒童過多，

難以再細分成兩、三班，以致無法滿足家長需求。

IV. 牧者方面
1. 國語教會財務較缺乏，因此沒有足夠經費多聘請教牧同工。

許多牧者皆是一人獨立牧會，甚麼事都要自己作，很容易耗盡。

2. 在國語教會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牧者，由於大部分來加拿大

後才信主，教會生活、事奉和歷練不足，就去神學院就讀。畢業出來

牧養教會時，普遍遭遇到許多困難。

3. 有些信徒在神學院就讀部分時間課程，有火熱的心服事主，

但往往對呼召不清楚，就選擇以「部分時間就讀」的方式，邊工作邊

讀神學。在心志上不夠堅定，畢業後，在教會牧養上較易遇到挫折。

因此海外校園社長蘇文峰牧師對獻身者有以下建議：14

1. 先幫助他們清楚明白呼召，而非一時的衝動。

2. 預備時期的培訓：

a.  幫助獻身者的靈修生活、心靈醫治、受苦心志、工人之

路、信心功課。幫助他們對神、對人、對己、對物都有全

方位的操練。

b.  積極參與事奉，培育團隊精神，發掘事奉恩賜，建立支援

體系和同輩扶持。

14 蘇文峰，《海外中國學人事工》，41-47。

����-�� aw.indd   71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72

c. 獲得肢體印證（如：夫婦同心、同工認同、牧者肯定、恩

賜顯明、生命成長）。主觀的蒙召，應有客觀的印證，才

更可靠。

d.  在教會先有固定、擔負具體責任的事奉。並最好在社會上

工作一段時間，讓信仰接受考驗，並儲備學費。

3. 神學院訓練：

a.  進神學院前，教會提供資源，介紹各神學院的特點、立

場、宗派、師資、獎學金等，給予入學前的建議和提醒。

b.  關心神學生出路：讀神學期間，教會支援、關心他們，提

供實習機會或師徒式的帶領，以生命影響生命。

4. 畢業後，最好先在有長輩帶領的教會中實習，不要讓他們太

快獨當一面，以免自高自大。

以上這些難處是大部分國語教會共同經歷到的。以粵語為主的

華人教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湧進加拿大，難免都想要發展國

語事工，但不要冒然為之，要先衡量自己的實力。必須根據本身教會

的背景、人力、資源、環境作出取捨，更要經過禱告尋求，是神的心

意，才去進行。15

開展國語事工前，必須先瞭解講普通話中國移民的特質，以免

期望太高，失望太大，很容易放棄，或對大陸信徒產生不滿，恨鐵不

成鋼。對他們要極端忍耐，花長時間陪他們成長，然後放心交棒給他

們。以筆者牧養國語教會二十年的經驗，植堂五、六年後，培養出中

國大陸背景的執事長老比率已超過50%，甚至80%。十年後，也培

養出一些中國大陸來的傳道人。

15  黃文超，「中國大陸移民福音事工的挑戰」，第六屆海外大陸群體事工諮詢會
（多倫多：加拿大恩福協會， 2008年9月6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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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教會與國語教會不同之處，在於粵語教會很多弟兄姊妹移

民加拿大前，在香港就已是成熟的基督徒，在教會中都曾擔任過長

老、執事、同工，甚至當時有牧者也移民來加拿大，因此能建立素質

較好的教會。

反觀國語教會，移民來加前已是信徒的並不多，成熟信徒更是

稀少。信徒大都是無神論背景，來到加拿大後才信主，從初信到成熟

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因此造成國語教會在領導上的難處。加上信徒多

屬新移民，除了面對環境適應、家庭、教育、工作等問題，缺乏足夠

的人去做關懷外，信主後的培訓工作，更是缺乏同工。他們對教會行

政管理也不熟悉，雖然國語教會人數仍然會不斷成長，神學院畢業的

神學生也會越來越多，但體質上，就是比較虛弱。這是粵語教會要發

展國語事工，或是要成立國語堂或國語教會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五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植堂模式

I. 母堂在附近植出一個同語言的子堂
A.	卑斯省

1975年，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在趙士昌主任牧師推動下，植出了

華人宣道會福群堂，由李世勳牧師帶領植堂；於1977年，植出了列

治文華人宣道會，由陳終道牧師帶領植堂；又於1981年，植出了本

立比華人宣道會，由潘士端牧師帶領植堂。

1992年，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在陳家柏主任牧師推動下，植出了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城北堂。1994年，植堂成立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恩

典堂。1996年，再次植堂，成立列治文仁愛宣道會，專向講國語的

移民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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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伯特省
1989年，卡城華人宣道會在潘國華主任牧師推動下，開設南卡

城華人宣道會；1991年，植出福音宣道會；1993年，植出卡城華人

宣道會城西堂。

1982年，愛城華人宣道會開設愛城城北堂；1988年，復設愛城

城南堂。

C.	安大略省
1980年代，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在吳偉權牧師推動下，在附近植

出聖市華人宣道會和高城華人宣道會。

1985至1992年，為響應西元2000年教會倍增運動，仕嘉堡華

人宣道會李穎強牧師配合加拿大宣道會中東區會，大力推動在仕嘉堡

區和臨近的麥咸區植堂計劃，當時植出希伯崙華人宣道會、宣信華人

宣道會、翟輔民華人宣道會、麥咸華人宣道會，並且部分參與美城華

人宣道會和北約國語宣道會之植堂，成效顯著。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在這些年間，因為不斷地植堂，母堂主日崇

拜人數雖沒有增加，卻植出許多新的華人宣道會。神也特別賜福這間

願意宣教植堂的教會。在1985年，建了第一個會堂之後，1997年又

在附近的土地上蓋了一間約有1,000人座位的大會堂。每年會眾奉獻

宣教基金約有600,000至700,000元，支持宣教和植堂事工。2011

年2月，又在附近的土地上展開第三期建堂工程，已於9月完工。

1989年，渥太華華人宣道會楊慶球牧師推動，植了加城宣道

會。1994年，墾植了渥太華恆愛華人宣道會。

2008年，城東國語宣道會余東海牧師帶領一群移居列治文山的

弟兄姊妹，先成立植堂小組，然後於2009年底植出列治文山國語宣

道會。

2010年，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先指定一群移居橡城的錫安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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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植堂小組，一年半後再植出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

D.	魁北克省
1972年，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成立後，在簡國慶牧師、陳志誠牧

師推動下，於1988年，成立恩典堂；又於1998年，成立南岸華人宣

道會滿恩堂；於2000年，成立西島華人宣道會恩福堂。

這種植堂模式最為普遍，也是比較容易成功的模式，因為有較

大規模的母堂強力的支援，隨時可以提供財力、人力和各種資源。

II. 母堂在附近城市植出一個不同語言的子堂
A.	沙省

1962至1963年間，雷城華人宣道會趙士昌牧師協助成立急流鎮

華人宣道會；於1969年，協助成立沙城華人宣道會。

B.	亞伯特省
1973年1月，李世勳牧師帶領卡城華人宣道會的佈道隊前來南

邊的列城大學城附近開拓植堂。

III. 母堂在附近城市植出一個同語言的子堂
A.	安大略省

1972年，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成立後，在簡國慶牧師推動下，於

1988年，成立渥太華華人宣道會。

B.	緬省
2009年12月，溫城華人宣道會在西邊之布蘭登市植出一間以移

居當地講普通話，在Maple Leaf工作的中國人為對象的布蘭登市華

人宣道會。

����-�� aw.indd   75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76

II和III這兩種植堂模式因植堂地區偏遠，離母堂也較遠，缺乏資

源，母堂也不能立即隨時提供支援，植堂牧者會比較孤單。長期看

來，效果並不明顯。

IV. 母堂的某語言族群事工獨立植出一個新堂
1990年，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在同一城市植出海明頓國語宣道會

（現改名海明頓主恩國語宣道會）。

1991年，美城華人迦密國語宣道會先指派一群國語會眾組成植

堂小組，經一年多的禱告後，於1993年9月植出美城華人迦密國語

宣道會。教會建立之後，再從美國德州請來姜禮振牧師前來牧養這間

教會。

1995年，渥太華華人宣道會指派國語堂張福成牧師在同一城市

植出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2000年，余東海傳道在母堂基約宣道會支持下，在仕嘉堡市中

區成立城東國語宣道會。

2001年，王安石傳道在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支持下，在原堂址成

立仕嘉堡國語宣道會。

這種植堂模式由於新堂會眾有同一語言，來自同一個母會，彼

此都認識，溝通比較方便，內聚力較強，很快就可以獨立運作，效果

比較明顯。

V. 由一個植堂牧師帶領在一特定地區植堂
A.	安大略省

1992年，中東區會聘任江昭揚傳道在多倫多開荒建立北約國語

宣道會。

2006年，東區會聘任林忠愷傳道在多倫多以北開荒建立新城華

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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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亞伯特省
2008年，西區會聘任朱仁倡傳道在卡城西南部開荒建立西南卡

城宣道會。

C.	卑斯省
2000年，林維楷牧師在卑斯省高貴林市開荒建立高貴林國語宣

道會。

此類型屬開荒植堂模式，個案很少，皆由植堂牧者帶領極少數

人情形下建立起教會，因為沒有強大母堂為後盾支援，人力和資源

上較缺乏，財務上又必依靠各區區會及華聯會多年的資助，才有可能

建立起來。而且植堂牧師必須對某特定族群有負擔，並有強烈的呼召

心志和使命感，才能建立教會。對這類型植堂之牧者而言，牧會較孤

單，工作會比較辛苦，宜多加以關心和鼓勵。

VI. 堂內植堂，在未來建立一個新堂16

這是堂內植堂（In-House Church Planting）的模式。此模式先

由幾個有異象者開始，在母堂成立一個植堂小組，在未來建立一個新

堂。2009年，仕嘉堡宣信華人宣道會先在粵語堂為主的教會中成立

國語堂，並在東區會和華人宣道聯會財務上共同支持下，聘請顏進德

傳道負責推展國語事工，並期望未來五年內成立一間行政完全獨立的

國語教會。

這種模式可以減輕母堂的財務壓力，可先在堂內培訓數年成熟

之後，再獨立出去。粵語堂為主的教會若要幫助中國移民建立一間國

語教會，先採用這種堂內植堂的模式開始會比較理想和安全。

16 陳建安，2010 CCACA Annual Conference Report，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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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由母堂在選定地區成立分堂
A.	卑斯省

1991年，溫哥華華人宣道會乃街教會於東溫哥華區成立菲沙崙

教會，並於2009年，在本立比區成立北本立比教會。

B.	安大略省
2009年，多倫多華人宣道會在麥咸區成立靈磐宣道會。

採分堂方式植堂，分堂無法獨立運作，行政、牧養和財務皆受

母堂管理。若有強大的母堂支援，採用這種模式也可以。將來看分堂

發展情形再決定是否自立。宣道會規定獨立的堂會才須受區會監督。

VIII. 鼓勵認同宣道會宗旨之獨立教會加入宣道會
宗派

卑斯省的溫哥華國語宣道會、安省的多倫多華人宣道會、基石

華人宣道會、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加入宣道會之前，都是獨立的

教會。因為他們認同宣道會重視傳福音、宣教的異象，並且願意接受

宣道會的組織架構與制度，在會友大會同意之下，然後才加入宣道會

的大家庭。

這種「教會接納」之植堂策略與臺灣靈糧堂和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之「宣教視窗」中公佈之「宣道植堂策略共識」之策略有雷同之處。17

加拿大宗派下華人教會較多，獨立華人教會較少。這種模式只可被

動接納，不可主動接觸，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17「宣道植堂策略共識」，「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網站」，http://www.efcga.org/
Content/Mission-Strategies.aspx (accessed 20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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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I. 宣道會是以宣教、植堂、傳福音為主的宗派
1996年，宣道會前會長Dr. Arnold Cook說：「我們是一個以宣

教為重的宗派。我們相信大使命乃教會首要的任務，向普世宣教，

包括向加拿大本土傳福音及向普世宣教。」因為宣道會具有良好的宣

教、植堂、傳福音的傳統，所以深深地影響到牧者。他們透過主日講

台、宣教年會、禱告會、會友班課程去影響和教育會眾重視宣教、植

堂和傳福音。

II. 組織體制上的優點所帶來植堂的果效
在宣道會之體制下，主任牧師領受從神來的異象，與長老分享、

經同意後，就可以全力推動植堂。在植堂上，區監督和主任牧師承擔

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長執同工樂意配合主任牧師，去鼓勵會眾一起去

植堂，也很重要。兩者互相配合，合作無間，則事半功倍。這是制度

上的優點所帶來的果效。但主任牧師之責任很大，畢竟宣道會是主任

牧師帶領教會方向之主要負責人。若是主任牧師曾擔任過宣教士，或

是植堂牧師者，在推動植堂上會比較熱心，有經驗，而且有果效。

III. 華聯會和區會財務上對植堂之輔助
當有植堂的可能性時，若母會財務不足，植堂小組的奉獻也不

足時，華聯會和區會在財務上提供之輔助更顯得重要。華聯會還可邀

請其他財務較健全的堂會以宣教基金來幫助植堂，如果沒有這些外來

資源，巧婦也難煮無米之炊。大家一起同工來推動植堂，共享傳福音

的成果。可見華聯會和區會在財務上之輔助，在植堂上適時助上一臂

之力，促其實現，也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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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植堂沒有固定模式，只要行的通，都是好模式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沒有甚麼固定植堂模式，可因不同的人、

事、時、地、物來制定。一般而言，植堂最好還是由一個健康強大的

母堂直接「生出」一個子堂來比較容易些。若母堂先在教會中成立分

堂，壯大後，再植堂出去也不錯。若由一位有異象的牧者帶領一小群

人直接到拓荒區植堂也可行，但這種人才畢竟不多。若由一個健康的

母堂之副牧師或助理牧師被差遣帶領植堂小組去拓荒，由於牧者和植

堂小組彼此認識，容易同工，根基更好，在植堂上更是事半功倍，效

果更佳。

V. 合適肯委身的牧者來帶領成功的植堂
任何植堂的模式中，若最初沒有合適肯委身的牧者來帶領教

會，還是少做為妙，畢竟「對」的人才會作「對」的事。植堂牧者必

須要有清楚的植堂呼召，對神要有堅強的信心和完全的忠心，有這樣

全然委身的牧者，才會竭盡全力去投入植堂事工，若不成功，絕不罷

休。能夠如此，長期的委身、開拓和牧養，一定會看到果效。

VI. 植堂確實有失敗的例子，但不要因害怕失敗而
不去植堂
在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近五十年的宣教植堂歷史中，雖已取得很

好的成果，但也有少數幾間教會關閉的例子。可能是因為當地移民、

留學生人口的變化、會眾的流失、教會分裂或牧者的離開等各種因

素，但不要因這些少數失敗的例子而不敢去植堂，畢竟宣教植堂是神

的心意，努力去作即可。況且神不以成敗論英雄 ，而以忠心、良善

和信心論英雄（來11章）。

����-�� aw.indd   80 10/5/13   2:24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之宣教植堂策略

第四章

����-�� aw.indd   81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82

第一節  加拿大宣道會總會的組織

加拿大宣道會總會設有董事會來管理，13位董事在每兩年舉

行之全國代表大會中產生。內設主席、副主席，文書由董事互選。

2011年現任主席是Rev. Steve Kerr，副主席是Rev. Wilson Kaan，

文書是Rev. Mike Wilkins，會長是Dr. Franklin Pyles。執行長（Ex-

office）即是會長，每四年一任，最多三任，也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中

產生。會長下設有President’s Cabinet 和 World Transformation 

Team。會長負責處理總會日常事務，管理總會同工，和監督六個區

會，並且對外代表宣道會參加超宗派之會議或活動。

宣道會總會負責國外宣教事工。總會期盼每一地方堂會將每年大

部分之宣教基金，約每年預算的10%，支持總會的環球宣教基金，由

總會負責管理這些基金，並選拔、栽培、差派和監督、管理宣教士。

宣道會的精神是宣教士在前面宣教，基督徒在後面支持。宣教士

與基督徒是同盟。基本上，所有宣道會要承擔海外的這些宣教工作，

所以宣教基金的奉獻一定要維持堂會全部奉獻（不包括建堂奉獻）

10%的比例。

加拿大宣道會的海外工場在Four "S"， 就是四個不同的地區：Silk 

Road（歐洲、中東、中亞）、Caribbean Sun（拉丁美洲）、Desert 

Sand（非洲）、Asian Spice（亞洲）。

宣道會在宣教工場有以下四方面主要事工：

1. 教會事工（church ministry）：傳福音、植堂是最主要的事工。

2. 帶職事奉（market place ministry）：到宣教工場帶職事奉主。

3. 扶貧工作（compassion ministry）：到宣教工場去從事扶貧的

慈善工作。例如：中國四川在2008年發生汶川大地震，宣道會差派

同工把慈善捐款送到中國災區，救濟災民。

4. 支援事工（support ministry）：支援宣教士事工。例如：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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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子女的學校。宣教士的子女也須要受教育，他們須要上學。這

類宣教士則在學校裏教書或作行政業務。

宣信所創立的宣道會，既是一個宗派，又是一個宣教組織、差

會，這種「宗派結合差會」的一個基督教組織機構，對宣教影響很

大。宣道會兼有「會眾架構」和「使命架構」。各地方堂會將宣教奉

獻，上繳給宣道會全國總會差傳部。全國總會差傳部成立環球宣教基

金。環球宣教基金之使用採統籌統辦的方式，前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李

穎強主任牧師指出統籌統辦的原理與優點如下：1

堂會間在同一宗派裏已經有相當程度上的聯繫和團

結。有相同的信仰（信條）、組織、和事奉的方針。

集腋成裘，統籌統辦，集合力量資源差派宣教士比各

堂獨自承擔更容易和更有效。例如：每一位宣教士每

年所需要的費用是＄35,000至＄40,000。一間堂會若能

在一年內籌得＄20,000差傳基金，是很難差出一位宣教

士的；若有＄60,000也不能差出兩位宣教士。但是10間

堂會每間一年籌得＄8,500，統籌統辦的結果，卻可以

差出2位宣教士，而還有＄5,000結餘，這就是統籌統辦

的好處。

相較於信心差會，在統籌統辦的體制下，宣教士在籌

款事情上不必浪費時間和體力，並且，宣教士不會因

為籌款的手法不一，而得到厚此薄彼的待遇。

屬於一個宗派的宣教士可以在工場開設同一宗派的教

會，當這些宣教工場的教會多起來時，可以很容易地

聯繫起來，一起配搭去做植堂和宣教事工，繼續擴展

1   李穎強，「宣道會的差傳策略和事工的特點」，多倫多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宣教單
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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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度。故此，真正能夠實現自治、自養、自傳的

宣教策略。

相對於超宗派差會的情況，基於各宣教士的宗派背

景，或是資助教會的宗派，或是當地的教會背景，他

們所差派的宣教士在同一工場開設不同宗派的教會。

如此，當地堂會多間被建立時，仍不容易一起合作去

植堂和差傳。

宗派裏的各教會是直接地和容易監察到自己宗派的宣教

士與宣教事工。獨立的教會應該加入超宗派的差傳組

織。超宗派的差傳組織不用要求屬宗派的堂會合作。

屬於一個宗派的教會應該忠心地支持所屬的宗派的差

傳事工。理由：能夠建立一個宗派很多堂會間的團結

和配搭，是不容易的事。這也正是超宗派差會想做到

的。我們若能盡量利用同一宗派裏的團結合一，推動

普世宣教的事工，就再好不過了。
總會負責海外宣教，各區會配合各族裔聯會負責加拿大國內植

堂，彼此分工。有強大的本地宣道會為後盾，才有能力支援在海外的

宣教士。

第二節  加拿大宣道會各區區會的組織

在加拿大宣道會總會網站上的Sea to Sea，可看到加國國內事

工分成六個區：加拿大太平洋區（Canadian Pacific）、加拿大西區

（Western Canadian）、加拿大中西區（Canadian Midwest）、加拿

大中區（Central Canadian）、加拿大東區（Eastern Canadian）、

聖 羅 倫 斯 區（St. Lawrence）。 每 區 都 有 一 個 區 監 督（District 

Superintendent），管理所有區裏的教會。有些比較大的區裏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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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間教會；有些比較小的區有50、  60間教會。

區會經費的來源：首先，加拿大宣道會之每一堂會將每年預算的

10%奉獻給總會作海外宣教，每年預算的3%支持各區區會，支持國

內各區會之事工，包含植堂在內，由區監督或助理區監督負責監督植

堂事工。藉此模式之運作，西人教會透過區會間接對建立華人宣道會

作了貢獻；反之，華人教會透過區會間接對建立其他語言或族裔的宣

道會也同樣作了貢獻，這是一種良性互惠的策略，體現出主內一家，

植堂人人有責，家家有貢獻。

區會之植堂策略如下：

1. 由於區會對於所轄區內華人移民動態不是很清楚，因此常先

由地區華人宣道會提出植堂的申請，同時也向區會和華聯會提出植堂

財務上的補助，然後由區監督負責召開會議，邀請華聯會和地區堂會

決定初步植堂草案，和各單位補助金額。

2. 區會負責管理各地方堂會，各地方堂會可以設立分堂，仍由

母堂管理。若採用分堂模式，新堂的財務需要，皆由母堂來負責，奉

獻收入也歸母堂管理。例如：溫哥華華人宣道會乃街教會有菲沙崙堂

和北本立比堂兩個分堂，由梁海華牧師帶領10多位教牧同工一起牧

養3個堂。

3. 分堂將來在母堂同意下，也可以申請自立，行政上則歸區會

管理。例如：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將英文堂分出來，成立仕嘉堡社區宣

道會。

4. 母堂可以直接植堂，建立新堂後，由區會直接管理新堂。例

如：仕嘉堡華人宣道會直接植堂，建立宣信華人宣道會、麥咸華人宣

道會。

5. 區會指派牧師在特定地區直接植堂。例如：1992年加東中區

會 Robert Gould牧師指派江昭揚傳道在北約開荒植堂，建立一間國

語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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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會配合華聯會在地方堂會先堂內植堂，待成熟後，才自立

成新教會。例如：2009年東區會配合華聯會先在宣信華人宣道會成

立國語堂，指派顏進德傳道植堂，預定五年後，成為獨立的國語宣道

會。

7. 區會會配合華聯會、母堂和植堂小組共同資助新堂的部分經

費。建堂初期，原則上約各佔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一般華聯會補助

金額不會高過區會。

第三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之組織2

I. 簡史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在1967年9月於沙省雷城由4間教會組

成。當時大部分堂會規模小，須要借用西人宣道會聚會，經過四十年

來神施恩賜福，在中西同工合作努力耕耘下，華聯會現已有89間堂

會，大部分都有堂址，有一半堂會主日崇拜超過200人，聯會整體教

牧人數接近240人，會眾總數（主日崇拜）亦已超過21,000人。聯會

和各堂會仍在不斷增長中，現在已有30多位不同類別的華人宣教士

由各堂會差派，顯示聯會正踏入宣教的成熟階段中。

II. 宗旨
華聯會乃由加拿大各華人宣道會聯合起來，堂會與堂會、牧者

與牧者之間的團契，彼此關顧，互相服事，各堂會聯合與總會、區會

合作，共同推動華人福音事工，在國內植堂，向海外宣教。

2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組織」，「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網站」，http://www.ccaca.org/
index.php?option=com_sobi2&Itemid=80 (accessed 2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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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組織
華聯會乃加拿大宣道會總會及區會認可之組織，由加拿大眾華

人宣道會組成，每年召開年會一次，輪流在各堂舉行。年會由各堂牧

者、宣教士及信徒代表出席，在主裏交通，共同決策每年事工、財政

預算等。

IV. 核心價值
1. 關顧教牧同工

2. 支援堂會增長

3. 授權領導得力

4. 聯繫資源網絡

5. 策劃新堂建植

6. 盡展宣教功能

V. 異象（2002）

靠主恩典，我們要竭力成為一個有關顧性、支持性、授權性及

網絡性的群體。在2012年時我們盼望看見：有200位健康的牧者在

服事加拿大100間健康的華人宣道會，或30,000名會眾；有20對華

人宣教士夫婦被總會和聯會差派前往世界不同的宣教工場。

VI. 使命（2002）

透過以下的事工，我們對神給我們的異象鍥而不捨： 

1. 更新華聯會的功能結構

2. 推動聯會與各堂會之間有效的溝通

3. 組合「二十一世紀植堂系統」為商榷教會增長的策略

4. 協助堂會造就和裝備同工

5. 招募新同工以迎合事工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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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造關顧的環境以支持氣餒的同工

7.藉主動協調以減免事工的失敗

8. 啟始國內植堂及海外宣教

9. 聯繫全世界不同的華人宣道會組織

VII. 經費
華聯會每年之經費來自經常費──為植堂、宣教、行政等用，由

各堂以常費3%數額支持，可由國內佈道或海外宣教金預算撥出，以

不超過該基金10%為限。

華聯會聖工是神親自興旺的。每年經費雖然龐大，但各堂著眼

於聯會異象，以愛心鼎力支援，各堂應以支援本身堂會、總會及區會

之同樣精神支持華聯會，這實在是神賜各堂額外的恩典和福氣。

VIII. 職員會
在2012年以前，華聯會職員會包含主席、副主席、文書、財

政、差傳、文字、英語事工、國語事工共八位組成。每年定期召

開職員會兩至三次。目前職員會另設有一位執行幹事（Executive 

Secretary）、兩位助理執行幹事（一位負責國內植堂，另一位負責海

外差傳）、一位行政助理，共同處理聯會日常行政事務。在2012年華

聯會年議會中，正式接納宣道會總會所提議的Policy Governance行

政架構。在新的行政架構裏，華聯會職員會包含主席、副主席、文

書、財政和其餘四位董事，共八位組成。華聯會職員會議決執行幹事

改名為執行總幹事（Executive Director），每四年一任，最多三任。

薪資由總會負責，行政差旅費由聯會自行負責。

歷任華聯會執行幹事名單如下：

1992年，華聯會聘任梁碧瑤姊妹為執行幹事，為全職同工。

1997年，華聯會聘任呂浩賡牧師為執行幹事，繼續推動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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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2001年辭職，往香港房角石基金會推動中國宣教事工。任內

得癌症，  2009年病逝於香港。

2002年，華聯會聘任譚文鈞博士為執行幹事，繼續推動華聯會

事工和海內外宣教植堂事工，果效顯著。任期至2014年。

第四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之組織

I. 華聯會過往的事工簡介
華人宣道會在加拿大能夠紛紛成立，的確是得到各地區的宣道

會、總會及各區區會的不少幫助。華聯會在1967年成立後，推動開

荒植堂，繼卑斯省的域多利及亞省的愛城後，又著眼於東岸的福音事

工。

1977年，華聯會確立與總會、區會之關係，乃是與其他教會平

等，不單要自立自養，更要對總會有貢獻。3

過往（1967-1995）華聯會事工的方向如下：

A.	著重國內的佈道工作，並於全加各地開始新堂會
華聯會協助列城華人宣道會、北約國語宣道會、仕嘉堡國語宣

道會、多倫多城東國語宣道會、仕嘉堡國語宣道會等建立教會；後來

也協助不少福音站式的教會，例如夏城華人宣道會。這些植堂都得力

於各堂會的合作，並透過各區會和華聯會的資助得以展開。4

B.	支持美國新工場
早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與美國華人宣道會的關係非常密切。底

3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55。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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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律華人宣道會最初三年的經費是由滿地可堂負擔支持的；溫哥華華

人宣道會支持Wheaton、San Diego的華人宣道會。5

目前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與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每四年輪

流在美加不同的城市舉行，除了各開年會之外，並互相觀摩，分享

事工，共同商議一些宣教事宜，有良好的互動。最近一次美加華人

宣道聯會聯合會於2011年7月12至14日在洛杉磯Ervine市Bethel 

Korean Church舉行，約有200多人參加。

C.	南美的差傳工作
國外的差傳工作最早始於南美的蘇里南（Surinam）。1977年，

潘士諤牧師已被邀往蘇里南，向該地華僑傳福音；曾家彬牧師更於

1979年舉家到蘇里南宣教一年，建立教會。以後尚有張永信、岑文

華、李國安及梁得人牧師。福音工作由蘇里南擴展至蓋亞那，有左強

宜先生在該地宣教。6

D.	澳洲的差傳工作
1982年，澳洲來信要求加拿大華聯會幫助；1985年，簡國慶牧

師奉派前往開堂。簡牧師於1986年1月赴澳，於西部柏斯（Perth）

工作一年，建立堂會後，將教會移交香港希伯崙差會遣派之黃建輝夫

婦；然後前往澳洲雪梨另闢新的工場。自此澳洲華人事工得以展開，

於1989年成立澳洲華人宣道聯會，至1993年已有7間堂會設立。7

E.	歐洲的差傳工作
1990年，英國約有200,000多華人，早年以香港新界客家人居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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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從事餐館行業。1980至1990年代，香港移民顯著增加，1997

年約有20,000多港人移居英國。英國參加主日崇拜的華人基督徒估

計約有3,000人，福音工作需要甚大。1990年，陳志誠牧師乘安息

年之便赴英，鼓勵香港基督徒團契成立教會。後來，由黃沐明牧師擔

任倫敦華人宣道會牧者。黃牧師於1992年7月離開，簡牧師於12月

赴英暫代職務，直至1993年9月馬定波先生到任；並於倫敦以北再

設立哈勞堂。李錦基先生在1994年暑假到任，在1995年1月8日帶

領哈勞堂首次崇拜，向本地人及學生傳福音。8

F.	華聯會推動差傳不遺餘力
1977年蔡元雲醫生成為友誼宣教士，被差派返香港；張練能牧

師及莊明立牧師也分別被差往香港教學及臺灣宣教。為推動差傳教

育，除於1982年主辦北美華人宣教大會外，並於1983 年將華人宣

教推至超宗派。9

II. 華聯會目前主要的事工
2011年，譚文鈞博士提到目前主要事工有四方面：

A.	聯繫堂會，推動事工
目前華聯會有89間會員堂會（包含分堂、西人宣道會下之華人

事工、海外加盟堂會），教牧同工會講不同的言語：國語、粵話、英

語、客家話，華聯會把所有的牧師聯在一起，達到團契交誼的目標，

並且一起推動宣教植堂事工。1990年以後，國語事工慢慢發展，

2000年以後，華聯會幫助許多普通話國語教會成立。華聯會也幫助

8 同上，156。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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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粵語的會眾學習講國語；此外，華聯會也義不容辭地去推動至於第

二代的英語事工。

B.	鼓勵植堂
沒有新的堂會產生，就會老化，所以需要栽植新的堂會。植堂

往往是由華人宣道會來主導，然後，由區監督認同支持。先由本地的

一個堂會作為母會，差派弟兄姊妹來植堂，約有10個家庭， 20人左

右，接著，有來自區會和聯會經濟的支持，就開始一個新的堂會。

C.	從事宣教和舉辦宣教大會
宣道會現在全世界有很多宣教同工，差派到中南美洲、歐洲、

中東、亞洲。華聯會不斷地推動宣教事工。華聯會每兩年，就有一個

在加東和在加西舉行的全國性聯合宣教大會。2009年則在聖市的布

魯克大學舉行，約有1,400人參加加東的宣教大會。2011年7月在卡

城的恩道大學學院舉辦聯合宣教大會，約有400多人參加。2013年6

月將在聖市的布魯克大學舉辦另一個聯合的宣教大會。

華聯會也在海外，像巴拿馬、巴黎、杜拜，與一些宣教士聯合

舉辦宣教工場會議，華聯會會邀請加拿大的牧師、傳道、長老、執事

和有宣教心的人去參加。假如牧師不到工場去看看，就不會對宣教有

負擔。所以，華聯會一直鼓勵各堂會一定要差派牧長同工去宣教。

D.	神學教育
目前華聯會也負責推動加拿大華人中文神學教育。以中文授課，

培養教牧和宣教人才。沒有神學院培養教牧人才，教會就沒有牧者，

許多教會事工就沒法推動。2004年，在加東多倫多，華聯會本著「華

福」精神，協助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在天道神學院成立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2011年，華聯會在加西的卡城，與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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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及恩道大學學院簽署計劃書，共同合作成立加拿大

恩道華人神學院，培養華人教牧人才。利用國語授課，培養華人牧

者，幫助華人教會。正是「今日神學教育．明天教會茁壯」！

第五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植堂的指導原則10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設立的植堂的指導原則如下：

1. 各堂會應遵守宣道會各區區會，和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設

立的植堂的指導原則，去植一個新堂。

2.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只支持宣道會各區會支持的植堂案子。

3.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支援的補助款，通常會相同或少於各

區區會。除了少數案例，華聯會支援的補助款會多於各區區會50%。

4.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將於新堂成立的第六年年底停止補

助款，不管各區區會是否繼續支持該堂。除了少數案例，華聯會會支

援第七年的補助款。

5.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會逐年減少補助款。為了支援其他

新堂的建立，華聯會之財務支援如下：

a. 第三年支援補助款應少於原補助款之65%

b. 第四年支援補助款應少於原補助款之45%

c. 第五年支援補助款應少於原補助款之25%

d. 第六年停止支援補助

e. 應鼓勵受補助之新堂主動加速減少補助款

6.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通常在財務上會支援新堂每年經費的

10  陳建安，「植堂的指導原則」，江昭揚譯，2010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年會報
告，2010年5月10-12 日（Regina, SK Canada），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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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或少於三分之一。各區會會支援新堂每年經費的三分之一。

剩餘財務缺口將由其他教會，其中包含母堂和新堂會眾的奉獻來補

足。

7. 如果在既成立的教會中的堂內植堂，並決定將來植出新堂，

華聯會也會支援這類申請案；但是這事工必須於兩年半內成立一個新

的堂會，否則華聯會將會停止支援。

8. 植堂牧者必須於每年的5月和11月兩次提交教會進展報告和

財務報告給華聯會。如果未能履行，華聯會將會暫時保留財務支援。

（各區區會可能會要求各植堂牧者必須每年提交教會進展報告和財務

報告給區會更多次數。）

9.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保留任何時刻皆能減少或停止輔助

各新堂的權利。例如：新堂一旦健康成長，並成立建堂基金之後，華

聯會將會提早停止對該新堂的財務支援。

植堂的財務由區會、華聯會、母會和植堂小組，四方約各承擔

四分之一，因為當植堂開始的時候，經費不足，聘請牧師的薪水加上

其他費用等，起碼$60,000以上，這個堂會才能開始運作。假如母會

不能承擔，華聯會再找幾個大堂會的宣教基金來幫助。另外，加上參

與植堂的十幾個家庭的奉獻，這就成為植堂教會財務的來源。例如：

北約國語宣道會於1992年9月開始植堂，1997年底才不需要補助

費。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於1993年9月19日開始第一次主日崇拜，

1995年4月2日便財務自立。渥太華恆愛堂於1994年植堂，當年區

會和華聯會有幫助，但一年過後，就不需要資助了。華聯會就將這些

經費給其他有需要的新堂會。所以，新堂成立之始，來自區會和華聯

會財務上的幫助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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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宣教植堂運動之評估

現對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運動加以評估如下：

I. 歷史環境因素的配合
1949年，由於中國政權改變，許多華人躲避共產獨裁政權而逃

難，移居加拿大，造成第一波華人宣道會之建立。

1960至1970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運動，造成許多香港人將

孩子送到美加留學，這些華人在大學城附近紛紛建立學生查經班或團

契，以後建立了教會，因此在許多大學附近皆有粵語華人宣道會，這

是造成第二波華人宣道會建立的原因。

1980至1990年，許多香港人為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

國，害怕政治社會動亂，紛紛移居加拿大，在各城市建立各宗派之

華人教會，同時也造成第三波許多華人宣道會之建立。直到1997年

之後，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由每年30,000至40,000人降到每年幾千

人，此後情勢立刻逆轉。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近萬名中國留學生取得加拿

大移民身分，加拿大華人宣道會開始拓展國語事工，建立國語宣道

會。在此之前，所建立的華人宣道會皆以粵語為主，但是在2000年

之後，所建立的華人宣道會開始以普通話（國語）為主。

1998至2010年，中國改革開放二十至三十年後，又有大量技術

人才、企業家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定居，為因應此一新情勢，各地華

人宣道會又開始重視國語事工，紛紛在粵語教會中建立國語團契、國

語堂或直接建立國語宣道會，這樣造成第四波以國語為主之華人宣道

會之建立。

由此可見，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宣教植堂運動深深地受到中港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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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的影響，導致移民潮。今後也將會如此。

II. 神學的突破
前加拿大宣道會總會會長Arnold Cook博士說明宣道會有以下特點：

A.	我們的教會是以基督為中心
宣道會在初創時，已開始用十字架、洗濯盆、油瓶和冠冕，來

象徵基督福音的完備性；這就是宣道會神學內容最主要的重點，名為

「四重福音」： 

1. 十字架代表基督是拯救之主

2. 洗濯盆代表基督是我們成聖之主

3. 油瓶代表基督是醫治之主

4. 冠冕代表基督是再來之王

B.	我們是一個以宣教為重的宗派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24：14）這是宣信博士強調普世宣教急迫性經常引用之經文，他

認為宣教是「主親自揀選的方法，藉此加速祂再來的日子」。11 「我們

的主在千禧年前，會再降臨地上，而教會和世界必須為基督的再臨作

準備。」 12 因此，傳福音、宣教、植堂便成為宣道會之優良傳統。普

世華人宣道會也從西人宣教士身上繼承了這一個優良傳統。

宣道會是一個以宣教為重的宗派。因為我們相信大使命乃教會

首要的任務，向普世宣教，宣教地區包括了加拿大本土傳福音及向普

世宣教。除此之外，宣道會總會規定每個地區教會每年都要舉辦宣教

11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姆史圖斯，《全然為主》，122。
12 同上，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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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推動海內外宣教。激勵弟兄姊妹去海外宣教，去推動國內的植

堂。所以，宣道會始終是一種外向型的教會。

C.	我們對次要的神學爭論議題採取中立立場
例如：對預定論的看法，加爾文派與亞米念派的分別，和教會

行政架構等等，我們採取中立立場，不花時間來辯論這些問題。

D.	我們著重聖經是神的話
我們不單相信聖經的權威性，也接受其無誤性。聖經就是神透

過每一位作者所講出無錯誤的話。

III. 宣教屬靈的動力
宣信非常強調由聖靈更新所帶來豐盛的生命，這種「內在靈命的

深化」才是宣教之基礎，沒有深化的靈命就去宣教，難以達到長遠的

果效。宣道會為福音派之宗派，除了傳講聖經真理之外，也十分重視

「內在靈命的深化」之操練，體貼主的心，存憐憫人的心，才會去傳

福音和宣教。有些運動只著重於宣教行動的一面，另一些運動則著重

聖潔的能力。宣道會則一直強調兩方面要兼備。

IV. 使命架構之運作
區會和華聯會雖是會眾架構（有眾多堂會的支持），但非使命架

構（信心差會），宣道會總會才是使命架構，負責國外宣教，和差派

宣教士。國內的宣教植堂則由區會負責。華聯會在區會和地方堂會

中的主要工作是居中聯繫，互相配合，幫助區會和地方堂會不斷地植

堂。雖然區會和地方堂會有行政組織上的關係，但華聯會乃是堂會與

堂會、牧者與牧者之間的團契，彼此關顧，互相服事。華聯會雖是一

個團契，但她也接受各堂會的奉獻，又設有專職的執行幹事，服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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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華人宣道會，並聯合各華人堂會與總會、區會互相合作，共同推動

華人福音事工，在國內植堂，和向海外宣教、植堂。

在加拿大本地華人宣道會之植堂事工，一般由母堂提出植堂計

劃，配合各區區會和華人宣道會聯會之財務上支援，以這種方式運作

來植堂，取得很好的成果。

此外，華聯會每兩年分別在加東、加西舉行聯合宣教大會，推

動宣教、植堂，鼓勵會眾參與宣教，或呼召會眾全職事奉，都產生積

極鼓勵的作用。這是地方堂會和區會都難以做到的事工。

V. 關鍵性人物的領導
宣信博士曾清楚表明，宣道會最主要的使命是救人的靈魂，把

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並接觸和關懷那備受忽視和拒絕，以致沒有參

加教會的一群。因此，傳福音、宣教、植堂成為加拿大宣道會之優良

傳統。宣道會有今天的成就，是得力於創始人宣信博士的領導。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能如此迅速發展，也由於下列關鍵性人物的

領導：

1960年代，從香港來雷城植堂之雷城華人宣道會趙士昌牧師、

雷達牧師、官維正醫生；1970年代，到愛城植堂的潘士諤牧師；

1980年代，從越南來到滿地可（Montreal）植堂的簡國慶牧師；從香

港到海明頓植堂的吳偉權牧師。此外1990年代，渥太華華人宣道會

楊慶球牧師，滿地可華人宣道會陳志誠牧師，滿地可宣道會恩典堂成

輝營牧師，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李穎強牧師，列治文華人宣道會陳家柏

牧師；2000年代，列冶文城北宣道會余丹白牧師都是大力推動加拿

大華人宣道會植堂的事工，以至於造成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從東到西的

宣教植堂運動。的確，若主任牧師有宣教植堂異象和經驗，通常會憑

著他對宣教的熱忱，會主動帶動教會植堂。

歷任華人宣道聯會的執行幹事梁碧瑤傳道、呂浩賡牧師、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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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牧師，皆是全職事奉，經常飛到加拿大各城市，拜訪華人宣道會教

會，探望牧者，並時常協助各地華人宣道會，尋找機會，探討到附近

華人移民聚居地植堂的可能性，並促成事實，他們實在功不可沒。

VI. 有效而廣泛的資訊傳播
《華宣》（Communiqué）是華人宣道會聯會關懷聯絡各堂會和傳

遞宣教、植堂異象的主要文字事工，透過這份季刊，讓加拿大華人宣

道會各堂會可以彼此聯繫，互通資訊。

執行幹事透過華聯會每年年會事工會議，報告全國各地最新植堂近

況、動態和未來植堂機會的可能性，皆能提醒各堂會對各地植堂之關注。

由於目前網路發達，華人宣道聯會也建立網站，採用電子媒體

方式，傳送宣教、植堂資訊，協助總會推動普世宣教和配合協助各區

區會推動植堂事工，在加拿大各都市建立華人宣道會。

VII. 配合時代的領袖訓練與選召模式
1941年 在 雷 城 創 立 的 加 拿 大 聖 經 學 院（Canadian Bible 

College，簡稱CBC）和1970年創立的加拿大神學院（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簡稱CTS）是加拿大宣道會總會法定和支持

的聖經學院和神學院。2002年，兩所學院改名為Alliance University 

College，並決定和Nazarene University College（NUC）合作，於

2003年，將雷城校區搬到卡城市區NUC臨時校區。2007年，恩道

大學和NUC合併成恩道大學學院（內設神學院）。2008年，恩道大學

學院從卡城市區臨時校區搬到該市西南方新校區。2011年，現有註

冊全時間學生共643位。13

13 "Our History,"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 http://ambrose.edu/page.aspx?
 pid=354 (accessed 2011/8/10).

����-�� aw.indd   99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100

這所聖經學院和神學院其實也是一所培養牧師和宣教士之學院。

加拿大許多華人宣道會牧師，都是該校之畢業生，他們不斷地影響到

會友，把宣教、植堂的異象透過講台傳遞給會眾，支持海外做跨文化

的宣教和建立教會，或在本地傳福音，在華人聚集之都市尋找機會，

為他們建立教會。

此外宣道會也接受其他神學院畢業生，只要通過各區區會資格

認證（Accreditation）考核通過，皆可受聘為宣道會的牧師，但必須

要補修「宣道會歷史和思想」（Alliance History and Thought），以便

瞭解宣道會所傳講的四重福音和強調努力傳揚福音，參與海外宣教和

在海內外植堂之優良傳統。

教會復興以人才為本，選擇有心志的年輕人去從事宣教、牧養

和植堂。神有大能，但神樂意與人同工，讓人能經歷神國擴張的成果

與喜樂。

����-�� aw.indd   100 10/5/13   2:24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
堂會簡介

第五章

����-�� aw.indd   101 10/5/13   2:24 PM



繼往開來  

102

第一節  1960年代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屬草創期，全加中部和西部共建立了5間華人宣道會。

1. 雷城華人宣道會（Regina CAC, SK）

雷城華人宣道會第一屆執委會：
莊寶石、柯土那、雷添、包忠傑、趙士昌、官維正及雷達（左起）

雷城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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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城華人事工是由莊寶石女士所創立。早在1930年代，她便懷

有向當地華人傳福音的異象，除向他們分發福音單張外，也在一位員

警Dave Rempel的幫助下，教導華僑英文及聖經。1945年後，華人

遷來雷城的人數漸多，因而福音機會增加；此時，加拿大聖經學院的

同學也加入探訪華人、教導新移民英語的行列。

在 中 國 事 奉 多 年 的 包 忠 傑 牧 師， 加 入 聖 經 學 院 的 教 師 行 列

（1953-1955，1960-1964），重新開始星期日下午的崇拜。1955年，

這個聚會稱為雷城華人基督徒團契。1957年，在菲律賓納卯教會答

應資助經費後，來自香港的趙士昌弟兄應聘為教會首任牧者。他於

1960年到達雷城。1961年6月29日，雷城華人宣道會才正式成立，

為全加第一間華人宣道會。1966年，教會自購堂址。1

趙士昌牧師於1966年離任，在歷史進程中，後由多位牧者接續

主任牧師一職，包括潘士端牧師（1966-1971），張道恆牧師（1973-

1982），江錦強牧師（1982-1987），黃沐明牧師（1992-1999）。

2011年，吳在志牧師擔任主任牧師，分粵（國語傳譯）、英語兩

堂崇拜，主日崇拜會眾（成人和小孩）約172人。2

2. 急流鎮華人宣道會（Swift Current CAC, SK）

1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57。
2   根據加拿大宣道會總會公佈的統計資料，主日崇拜人數包括成人和兒童。以下各

教會主日崇拜會眾人數皆根據加拿大宣道會總會所提供之2010年統計資料。

急流鎮華人宣道會創辦人趙士昌牧師、
李春林弟兄及Rev. Melvin Sylvester（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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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在急流鎮西人宣道會牧師的邀請下，趙士昌牧師到當

地探訪華僑，傳福音。1963年開始，趙牧師每周二晚均到沙省急流

鎮主持崇拜，在西人宣道會地下室舉行，約有十多人參加。雖然當地

華人不多，教會發展並不顯著，但聚會仍持續至今。3

目前有兩位義務同工李梁鳳霞和林吳秀群女士，分粵英語兩堂

崇拜，加國語傳譯，主日崇拜全體會眾約33人。

3. 沙城華人宣道會（Saskatoon CAC, SK）

1960年趙士昌牧師來到沙城，在University Drive宣道會分享建

立華人教會的異象；於是一些西宣的弟兄姊妹開始邀請及接送當地

華人，參加周五由趙牧師負責的福音聚會。1961年，雷達弟兄在沙

急流鎮華人宣道會的會眾

沙城華人宣道會

3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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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大學進修期間前來協助聖工；1963年，全身投入沙城的工作，至

1966年為止。以後有劉國安與吳偉權牧師先後擔任牧者。1968年，

開始在主日下午於西宣教會的地下室舉行崇拜。

1969年2月23日，沙城華人宣道會正式成立。1970年，聘請曾

家彬牧師為首任堂主任；1972年，購得一座獨立堂址。1975年，由

張道強牧師接替。

沙宣向來以青年事工為重點，會友多為沙省大學生，團契非常

興旺，更有10多人決志全時間奉獻。1979年，開始越南僑胞的事

工。1984年1月，開始英語崇拜；英語少年團契亦相繼發展。1980

年代開始，大學逐年限制留學生人數，教會人數因而下降，改成中英

合堂崇拜。

1989年，開始為中國大陸留學生成立的國語事工，效果甚佳。4

繼張道強後，先後有何時鑑、楊濬哲、蘇禮榮、胡偉城牧師

（1994年離任）牧養。1995年起由簡唯信牧師接任。分粵語和國英

（互相翻譯）兩堂崇拜，主日崇拜全體會眾約157人。

4. 溫城華人宣道會（Winnipeg CAC, MB）

1967年的溫城華人宣道會會眾

4   同上，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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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自1961年緬省大學已有學生團契設立，發展頗為蓬勃。1966

年，雷達牧師從沙城來到溫城，於7月借西人中央宣道會的地下室開

始主日崇拜。1967年，向政府註冊為溫城華人宣道會。

起初教會人數不多，由加拿大宣道會總會每月資助200元，供

應牧師的需要。1968年，教會購得房子作團契、主日學和牧師住宅

之用。1969年，教會人數大增，主日崇拜成人達100人；1969年10

月，通過自購堂址，於1970年遷入新堂址。後來因人數與事工的擴

展，教會又二遷其址。

教會鼓勵青年獻身事奉，先後有多位加入全職事奉的行列。5

雷達（1970）之後，吳恩溥（1971-1972）、張棠（1974-1980）、

蕭 保 羅（1981-1985）、 李 耀 全（1985-1989）、 呂 浩 賡（1990-

1997）、伍福民（1998-2001）及陳伍能（2005-2011），先後出任主任

牧師，牧養會眾。

溫城華人宣道會前牧者：
呂浩賡牧師及陳伍能牧師（左起）

5   同上，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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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移民漸多，  2000年開始了國語事工，  2002年聘請魏德

義牧師牧養，成立國語堂。目前分粵、國、英語三堂崇拜，會眾約

330人。6

5.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Vancouver CAC, BC）

6 「教會簡介」，「溫城華人宣道會網站」，www.wcac-wpg.org  (accessed 
2010/8/12)。

早於1960年代，Joe Ottom弟兄在溫哥華十街宣道會開始粵語堂事工

1969年趙士昌牧師及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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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1960年代，Joe Ottom在溫哥華十街宣道會開展對本地華

人的福音事工。當人數增至約70人時，在1966年呼召趙士昌牧師從

沙省雷城，來投身溫哥華的福音工作。1967年，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正式成立。1970年，購買現址（3330 Knight Street），1971年8月，

開始動土建堂，一年後獻堂。1975年3月，開始英語崇拜，1978

年，完成擴建教育樓工程。1983年，教會建立長老制度，1985年，

再購地擴建新教育樓，於1986年2月落成。

早在1970年以前，趙牧師便協助建立域多利及愛民頓的福音事

工。1974年，教會正式開始差傳工作。1975年，首先建立域多利

華人宣道會；1977年，一批弟兄姊妹離開教會，成立福群堂。1977

年，建立列治文堂；同年，也資助美國芝加哥惠頓華人宣道會。

1981年，建立本立比分堂。

1990年，成立菲沙崙建堂委員會，同年10月購買3330 S. E. 

Marine Drive的地段。1991年8月，開始借用Champlain Heights 

Community Centre作為中英聯合崇拜聚會。1994年9月，菲沙崙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乃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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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Fraser Lands Church）正式建成，開始分粵語和英語崇拜。

1997年9月，也開始國語崇拜和開展國語事工。2000年8月，菲沙

崙教會第二期擴建工程完成。

2009年，溫哥華華人宣道會成立北本立比教會（Vancouver 

Chinese Alliance Church-North Burnaby Church），由周力恆牧師

負責牧養國語會眾約25人。

趙士昌牧師於2002年退休。現時，溫哥華華人宣道會是採用一

堂三址的運作模式，教牧同工團隊與平信徒領袖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建立教會、榮耀主名。

目前由梁海華牧師擔任主任牧師，分粵、國、英語三語在各會

堂崇拜，主日崇拜會眾共1,722人。7

7 「本會介紹」，「溫哥華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vcac.bc.ca/flc/aboutus/ (ac-
cessed 2010/8/12) 。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菲沙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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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70年代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已朝東西兩岸發展，全加共建立了13間華人宣道會。

6. 愛城華人宣道會（Edmonton CAC, AB）

愛城華人宣道會由華聯會和宣道會西區會聯合開辦。首先聘得

潘士諤牧師，於1969年10月到達愛城；然後在10月26日借用西人

宣道會的體育館，開始首次主日崇拜。

1970年8月16日，教會正式成立。兒童主日學與青年團契相繼

開辦，年底執事會成立。因聚會人數漸增，遂於1971年決定購入現

址，1月遷入新堂崇拜。1974年，增設早堂崇拜，人數增至250人。

1977年教會擴建新堂。

愛城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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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潘牧師驗出患有血癌，但蒙主帶領，一直堅持在教會

事奉，後出版《血癌十年》一書見證神恩。1975年，教會聘得張練能

傳道為助理牧師，直至1977年按立後，奉派往香港建道神學院任教

為止。1982年，教會開設愛城城北堂；1988年，復設愛城城南堂。8 

2005年，教會購入一塊土地作將來興建新堂址之用。

目前由牧師團隊牧養會眾，主日以三種不同語言（英、粵、國

語）在五個崇拜中敬拜神。全體會眾約654人。9

7.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Toronto CAC, ON）10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

8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59-160。
9  「教會簡介」，「愛城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ecac.ca/cmc/cmc.htm  

(accessed 2011/9/26) 。
10 「教會簡介」，「多倫多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 tcaconline.org/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3&Itemid=75 (accessed 
2010/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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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由已故的陳耀基牧師於1968年創立，先是在青年會舉行聚

會；後獲第一街浸信會邀請成立中文事工。1971年，在滕近輝牧師

推薦下加入宣道會，並命名為多倫多華人宣道會。

1972年，陳牧師創辦加東冬令會後，教會的青年事工有長足發

展，人數增加，遂有建堂的需要；1976年，教會購得第一街浸信會

教堂。

1970年代末期教會發展迅速，每年受洗者逾百，許多青年團契

相繼成立。1980年初教會發展英語事工；於1981年10月開始英語

崇拜。

1989年，陳耀基牧師安息主懷。蒙陳終道牧師允代堂主任一

職，至1991年3月溫元京傳道接任（同年底按立）為止。溫牧師上任

後，將事工焦點轉至成人與家庭之上，並加強教會的外展工作。

早在1980年代中期便計劃在城北植堂；1990年3月，終於在列

治文山開設城北堂，由區應毓牧師擔任植堂牧師。11

1999年， 因 講 普 通 話 的 僑 胞 日 增， 教 會 因 此 開 始 了 國 語 事

工。另於2010年在北部麥咸（Markham）區植堂，成立靈磐宣道會

（Petra Alliance Church）。

目前主任牧師從缺待聘中，由長議會和牧師團牧養管理教會，

分粵、國、英語三堂崇拜，主日崇拜全體會眾平均約434人。

11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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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Montreal CAC, PQ）

1972-1977年的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1977-1983年的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1983-1992年的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的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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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年初，簡國慶牧師一家由越南來到滿地可，應宣道會的

邀請在該地開荒佈道，建立教會。1972年，西人路德會同意借出地

方供聚會之用，便於3月12日起每主日下午舉行崇拜，有23人參

加。1972年5月28日，教會宣告成立。到年底，聚會人數已達百

人。經費方面，開始時由區會支持，簡牧師亦獲香港希伯崙堂的一些

資助。1976年，教會完全自養。教會同時推動本地佈道及海外差傳

工作，短短三年內，人數倍增。

簡牧師除在1973年10月至1975年12月，應邀出任香港希伯崙

差會的總幹事，暫時離職。這兩年期間由左恩宜牧師接替外，一直擔

任主任牧師，至1992年退休為止。

滿宣的一些里程碑：1972年，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成立。1988

年，成立恩典堂。1992年，購入Queen Mary街的堂址，原有堂址

由恩典堂使用。1998年，成立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2000年，成

立西島華人宣道會恩福堂。

除了本城的事工發展，滿宣還努力協助在不同地方開設宣道會

堂會。其中包括渥太華、安省倫敦、溫莎、底特律、仕嘉堡、澳洲五

個城市、英國倫敦等。簡國慶牧師及陳志誠牧師均曾被「外借」，作

協助推動當地宣教植堂。1985年，教會差派簡牧師到澳洲開荒，加

上其他同工的努力，到1987年，已在該地建立了4間堂會。12

過去三十年來，神在滿宣呼召了50多位弟兄姊妹獻身全時間事

奉神，分佈在美加、歐洲、南美洲、香港、印支及國內事主。三十年

來，超過700人在本堂受洗，宣教認獻款項超過200萬元，超過50

位傳道人，為宣道會設立5間獨立堂會。13

1976年9月陳志誠傳道上任，1982年按牧，現為主任牧師。目

12   同上，160-161。
13 「本堂介紹」，「滿地可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 /www.montreal-cac.org/

main.html (accessed 2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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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分粵、國、英語三堂崇拜，主日崇拜全體會眾約395人。

9.卡城華人宣道會（Calgary CAC, AB）

遠在1970年代初年，卡城華人基督徒大學生人數日增，一些信

徒領袖已覺得有組識教會的需要，在宣道會西區區牧的支持下，於

1972年成立卡城華人宣道會。教會成立之初，在潘士端牧師的幫助

下，奠下了美好根基。

教會先聘得李世勳牧師為主任牧師，至1974年由曾家彬牧師接

替。曾牧師在1988年離職，赴多倫多開荒植堂。堂主任一職曾短暫

由劉桂倫牧師接任。1990年，潘國華牧師到本堂履新。1976年，在

增聘江錫強牧師後，教會開始英語事工；翌年，設立英語崇拜。

教會最初租用學校聚會，後購得一所西人教會。1979年，因人

數增加，遂興建新堂，於1981年落成。此外，於1989年開設南卡城

華人宣道會；1991年，植出福音宣道會；1993年，植出卡城華人宣

道會城西堂。14

卡城華人宣道會及會眾

14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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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多年來缺乏主任牧師的情況下，薛治平牧師於2012年8月

起擔任堂主任，現主日崇拜分粵國英語三堂崇拜，全體會眾約701人。

10. 列城華人宣道會（Lethbridge CAC, AB）

1973年1月，李世勳牧師帶領卡城華人宣道會的佈道隊前來列

城開墾。同年4、 5月間，潘熙宇牧師暫作牧養工作。同年8月，莊明

立牧師就任首位牧師。在莊牧師的帶領下，聚會人數漸趨穩定，主日

崇拜約有22人；主日學、查經班及青年團契相繼開展。1976年，莊

牧師離任，到臺灣宣教。1978年1月，才由伍約伯牧師接替。

1981年5月購堂，並於同年10月遷入。一直以來，教會經費皆

由區會與華聯會資助。1982年起才開始自養。1986年，教會聘得茵

曉舟牧師為主任牧師，至1992年為止。1994年，馮國豪牧師接任。

1998年，林志偉牧師接任至2005年。之後，由陳偉業牧師接任，於

2010年離任。15

 列城華人宣道會

15 「教會簡介」，「列城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lethbridgechinesealliance.
org/doku.php(accessed 2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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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目前沒有牧師，分粵國、英語兩堂崇拜，主日崇拜全體會

眾約31人。

11. 渥太華華人宣道會（Ottawa CAC, ON）

1979-1990年的渥太華華人宣道會

渥太華華人宣道會的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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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先是簡國慶牧師看到渥太華的需要，遂與有關人士聯

絡；在得到賴建鵬牧師答允，在香港希伯崙差會的支持下，渥太華華

人宣道會便於開始了。教會先借用西人宣道會聚會。渥宣首先將事奉

的焦點放在學生福音工作上；賴牧師滿有福音熱誠，人數在短短一年

內增至近100人。

1975年，教會正式成立，成立長執會。1977年，改租小學崇

拜。1979年8月，以拍賣方式買得一間小學。1970年代末期，教會

參與越南難民接待計劃，有好些越南華裔僑胞加入教會。1982年，

渥太華兩所大學增加大批華人學生，他們各自成立了校園團契；教

會青年團契地由一個增至三個，伉儷、越南與英語團契相繼成立。

1985年，教會崇拜人數突破200人大關。

1987年，楊慶球牧師就任，為教會開出新的路向。他與長老

們重訂教會的規章，重組各級組織，並擬定未來發展的方針。1989

年，在英語助牧簡戴德傳道上任後，開始英語事工。1989年，植了

加城宣道會。1990年，教會拆建新堂，國語事工也同時開展。1994

年，墾植了渥太華恆愛華人宣道會。16 1995年2月，植出渥太華國語

宣道會；同年，楊慶球牧師返回香港任教於建道神學院。1996年，

黃鴻興博士擔任主任牧師，至2008年離職，前往洛杉磯正道福音神

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目前由陳建安牧師暫代署理主任牧師。現分粵、

國、英語三堂崇拜，主日崇拜全體會眾約467人。

16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2-163。

����-�� aw.indd   118 10/5/13   2:25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堂會簡介

119

12. 域多利華人宣道會（Victoria CAC, BC）

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香港政局不穩，使很多香港人來到北美

定居或求學，域多利因為有一所大學和一間大專學院而設有學生事

工。雖然起初人數並不多，但也成立了查經班和校園學生團契。當

時的華人教會，服事的對象都集中在本地的華僑，所以當時的學生

就與溫哥華華人宣道會的趙士昌牧師聯絡上，請他和教會過來協助

推廣學生的福音事工，於是 1975 年 1 月 5 日域多利華人宣道會就這

樣誕生的了。

成立之初，教會的一切，包括經濟和每主日的講員，都由溫哥

華華人宣道會負責，而教會聚會的地方，就是借用西人宣道會的副

堂。

1976年9月中旬，何海濤牧師由香港來牧養，是域宣的第一任

牧師。

1982至1988年，陳鎮有傳道曾大力推行三元福音倍進的佈道

法。

1988年，潘國偉牧師擔任第三任的牧者，牧養會眾至今。

同年12月，域宣遷進現有的地址，之後，經過兩次的重建，目

域多利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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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禮拜堂於1999年落成。

2003年，秉承著宣信博士的宣教和植堂精神，開始在域多利以

北九十公里的乃磨市植堂。在區會、華聯會並溫哥華區有負擔的各教

會的幫助，乃磨華人宣道會正式於2004年1月11日成立。神帶領藍

仲芳牧師由亞省愛城前來，牧養這新植堂，直到如今。17

目前主日崇拜分粵、國、英語三堂，全體會眾約198人。

13.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Hamilton CAC, ON）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建立於1975年1月12日，借用西人宣道會聚

會，由住在滑鐵盧的雷達牧師前來幫助。不久由美國遷來的吳偉權牧

師，成為首任牧師，牧養會眾超過三十年，直到2007年退休。

教會最初蒙區會及雷城華人宣道會的經濟援助。1978年，經濟

自立；隨即推動建堂計劃；1979年，先購得一塊土地，然後動工；

至1980年2月3日獻堂。1990年，曾經擴建。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

17 潘國偉，「教會簡介」，「域多利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 /v iccac.bc.ca/
Home/OurChurch/Aboutus.aspx (accessed 2011/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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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5年迄今已全時間奉獻者超過30位。教會成員多為海外留學

生，他們不少在學成後離去，故教會會友的流動性頗大。教會先後植

了兩間堂會。1988年3月，在聖市開設聖市華人宣道會；1991年4月7

日，差遣了約40位弟兄姊妹為首批成員，開設海明頓國語宣道會。18

教會雖植出國語堂，但2005年後又有國語人士來參加聚會，

為回應此一需要， 2011年教會又重新開始國語崇拜，由江唯楢傳道

擔任國語堂牧者；蕭乃傑主任牧師於2012年辭職。目前分粵國（傳

譯）及英語兩堂崇拜，會眾共約180人。

14. 溫莎華人宣道會（Windsor CAC, ON）

1975年5月，莫新靈牧師到達滿地可後，獲宣道會區監督施惠

德牧師的授意，在溫莎市開闢工場。莫牧師得到華人同工的熱心襄

助，溫莎市西人宣道會慨允借出地方，並獲香港希伯崙差會聘為宣教

士，乃著手籌建教會。

1975年9月14日，溫莎華人宣道會誕生；1978年，正式立案。

溫莎華人宣道會

18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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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僅有14人。由於積極傳福音，開辦中文班，並大力發展留學生

工作，教會日見興旺。不過由於留學生多，流動性頗大，事奉人手

不足。教會先是得香港希伯崙差會及滿地可、渥太華華人宣道會的

支持，直到1981年財務才自立。1983年9月，購得現有堂址。1994

年，人數增至近200人。19

近年來中國移民增加很多，國語堂人數已超過粵語堂人數。

現任主任牧師是張立明牧師，兼粵語事工；王天聲牧師牧養國

語會眾；Rob Maclean牧師牧養英語會眾。分粵、國、英語三堂崇

拜，全體會眾約290人。

15. 倫敦華人宣道會（London CAC, ON）

1970年代有一班香港留學生已建立了香港基督徒團契。1975年

9月，在幾位華人宣道會的牧者的策劃下，香港基督徒團契舉行首次

主日崇拜，由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派來的左恩宜牧師負責，該會也與

區會及香港希伯崙差會聯合承擔了教會所需的經費。左恩宜牧師於

倫敦華人宣道會

19 「教 會 簡 介 」 ， 「 溫 莎 華 人 宣 道 會 網 站 」 ， h t t p : / / m a n d a r i n . w c a c . c a / o u
 Church.htm (accessed 20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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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離任後，由黃萬臻牧師接替。倫敦華人宣道會在加拿大華人

宣道聯會全力支持下，於1990年10月正式成立。及後，加拿大華

人宣道聯會差派黃沐明牧師作為倫敦華人宣道會的首任牧師。1994

年，植出倫敦國語宣道會，由黃明揚傳道擔任植堂牧者。

現由鄺樹君擔任主任牧師，分粵國（傳譯）及英語兩堂崇拜，全

體會眾約109人。

16. 宣道會福群堂（Newbern Memorial CAC, BC）

1966年，由趙士昌牧師建立溫哥華第一間華人宣道會。1972

年，加拿大西區宣道會在Surrey開的第四十六屆夏令退休會上通過

議案，決定在超過50,000華人的溫哥華建立教會，廣傳福音。1975

年，華聯會決定在溫哥華、溫莎和倫敦三市各設一間華人宣道會。

1975年10月，宣道會西區監督任命李世勳牧師為首任牧師，並

將教會命名為溫哥華宣道會福群紀念堂，正式開始在Fraserview西

宣道會福群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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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宣道會舉行主日崇拜等聚會。

1976年6月，教會已能自養；9月，聚會人數已達70餘人。李

牧師於11月間請辭，教會直至1978年才有蔡中宜牧師由菲律賓來

加拿大，加入事奉。1983年，蔡牧師離職；1984至1986年聘任董

增峰傳道為第三任堂主任。1984年9月，購得一間前莫拉維弟兄會

的教堂為堂址。1987年，第四任牧者何思亮傳道上任，至1992年為

止。之後，黃一強牧師接任。1989年，教會成立英語崇拜。20 目前

由黃學富牧師牧養，分粵、英語兩堂崇拜，會眾約113人。

17. 活泉華人宣道會（Kitchener-Waterloo CAC, ON）

20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5-166。

於1987年活泉華人宣道會建堂

1994年活泉華人宣道會擴堂

����-�� aw.indd   124 10/5/13   2:25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堂會簡介

125

1974至1975年間，Kitchener市Hazelglen宣道會有30多位華

人信徒經常參加聚會，其中大多為學生，遂萌生建立華人教會的念

頭。他們在多方禱告後，投票決定，於1976年2月成立活泉華人宣

道會。開荒時由雷達牧師擔任義務牧師，並得陳使華姊妹任全職女傳

道。主日崇拜在西人宣道會舉行。

1977年，教會邀請林雅各牧師為主任牧師。教會於翌年自養；

並成立成人、青年及少年團契。由於人數增加，轉至Evangel宣教會

聚會。

1981年，教會邀請翁偉霖傳道為堂主任。1983年，開始籌建新

堂；1986年，購得一塊土地；1987年，獻堂；1992年，清還建堂貸

款後，隨即擴建；1994年，完成擴堂。教會積極推動福音工作，配

合香港的移民潮，人數不斷增加。過去主要是發展大學生工作，如今

則較注重成人、家庭與英語事工。21

1986年，教會開始植出高城（Guelph）華人宣道會。1995年，

開始開展國語事工，由王春安牧師負責牧養國語會眾。1997年，翁

偉霖牧師離職。1998年，由蔣顯輝牧師接任。2006年，蔣牧師以一

顆宣教心前去臺灣宣道神學院教書。2006年，楊國穎牧師接任，於

活泉華人宣道會的現貌

21 同上，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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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離任。

2011年桂擁軍傳道擔任主任牧師兼國語事工。目前主日分粵、

國、英語三堂崇拜，會眾約228人。

18.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Richmond CAC, BC）

由溫哥華華人宣道會組成工作委員會，展開植堂工作。1977年

6月12日，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成立。最初借用門諾會體育館的前廊聚

會，有李定宇先生藉暑期實習機會協助聖工，繼有陳鳳賢姊妹任女宣

教師。

1977年，陳終道牧師抵溫哥華，隔年正式就任主任牧師。同年

7月，接受第一批基本會友共33人。1979年1月，成立第一屆執事

會，行政與財政已完全獨立。由於人數增加， 2月購得新會址。1983

年，教會擴建，翌年6月遷入使用。

1984年年底，陳終道牧師退休。1985年，溫以諾牧師接任，翌

年離職。1987年，梁樹榮牧師義務擔任代主任牧師。1988年吳主光

牧師上任。22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

22 同上，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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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植出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城北堂。1994年，植出列治文

華人宣道會城南堂。1996年，再次植出仁愛宣道會。

1996年，陳家柏牧師接任主任牧師，直到2010年初接任太平洋

區助理區監督，得張道恆牧師暫代主任牧師。

2012年，李耀全牧師從香港神學教育事奉回歸加國，接任主任

牧師一職。基本會友388人，主日崇拜採用粵、國、英語進行，另加

開周六的崇拜，共約900人。

第三節  1980年代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是華人教會成長期，全加共建立了18間華人宣道會。

19. 紅鹿市華人宣道會（Red Deer CAC, AB）

1980年以前愛城華人宣道會已定時來紅鹿市作逐家探訪工作，

並借得西人宣道會的弟兄家庭作崇拜之用。1980年，聘請李穎強傳

道為教會首任傳道，愛城宣道會的佈道隊仍每周前來協助開荒，直至

1981年年底為止。

1981年12月，成立執委會。1984年7月，李牧師前往夏城開

荒植堂；教會轉聘黃守謙傳道，至1986年離職。1987年9月，郭

紅鹿市華人宣道會

����-�� aw.indd   127 10/5/13   2:25 PM



繼往開來  

128

奕宏傳道就任第三任傳道。之後是黃超靈傳道，於1989年就職。23 

教會於2003年1月13日併入當地鹿園宣道會（Deer Park Alliance 

Church），成為該會之中文事工。

2011年，梅世君傳道從多倫多到達紅鹿市，經鹿園宣道會及西

區會接納，成為中文堂牧者。現主日崇拜人數約20多人。

20. 京士頓華人宣道會（Kingston CAC, ON）

京士頓在1970年代已有些基督徒家庭及學生，有家庭小組及大學

團契。1975年代一些愛主學生為本地華人開辦了兒童主日學，向他們

傳福音。同年6月，莫新靈牧師由柬埔寨逃難來到滿地可，簡國慶牧

師請他來京士頓開荒建立教會。他在6月份開始帶領會眾主日崇拜，

三個月後他到溫莎開荒成立華人宣道會，一直在當地事奉直到退休。

1976年初，註冊成為一個華人教會。頭十年分別在兩個西人教

會借堂聚會。頭五年在下午崇拜。1981年，教會加入宣道會為聯屬

京士頓華人宣道會會眾

23 同上，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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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1981年3月，譚天佑牧師擔任會牧；1984年，由潘國華牧師

接任，至1990年為止。

1983年，教會轉借西人宣道會，開始早上崇拜。1987年，教會

正式成為宣道會會員堂，易名為京士頓華人宣道會。1987年12月12

日，購得現址，並舉行獻堂崇拜。

1990年代中許多大陸移民和學者來到，現在是以說普通話為多

數，分中英兩堂崇拜，中文仍用國/粵語台上傳譯。京士頓由於城市

小，學生畢業後難在此地覓得工作，故會友流動性甚大，多只能在教

會二至四年。24

1992年3月起，黃鴻興牧師擔任主任牧師。1996年，由盧鋼牧

師擔任主任牧師直到如今。目前分國、英兩堂崇拜，會眾約155人。

21.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Scarborough CAC, ON）

24 同上，167-168。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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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鑒於各省移居多倫多的華人日多，華聯會與區會才著

手籌建仕嘉堡華人宣道會。1981年9月，借用西人第一宣道會，開

始下午聚會，由簡國慶牧師主持。起初區監督委任一個小組成立的領

導委員會，負責計劃與推動各項聖工。到正式聚會時，則由滑鐵盧的

雷達牧師兼任臨時牧師。1982年7月聘請譚天佑牧師為主任牧師。

同年10月，教會正式成立，基本會友43人，多是就業人士，故已能

自養。1986年，譚牧師離職，由李穎強牧師接替。仕宣非常注重三

福佈道訓練和海外宣教。

1983年底，由於人數增多，改租一間小學校舍，在早上聚會。

1987年，教會籌建新堂；1989年，落成正式啟用。

由於香港新移民的不斷湧入，加上教會努力探訪及傳福音，又

在組織上以牧養關顧小組來照顧會眾，故人數增長極快。1987年，

增設早堂英文崇拜。1990年1月，開設第三堂早上的崇拜。1994年

7月，開設第四堂崇拜。

1988年2月，仕宣向區會和華聯會提出一個十年植堂計劃，建

議自1988至1997年間，在大多市開設十間華人宣道會，經同意後

實行。十年間經由本堂派出植堂核心小組而開設的新堂計有：1988

年，翟輔民堂；1989年，宣信堂；1991年，麥咸堂；1992年，希伯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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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堂；另於1989年，美城堂；1992年北約國語宣道會的建立則有部

分參與。

1993年，教會在於距離現址不遠地方，購入一塊兩畝的相連

地，在1995年興建新堂，於1997年獻堂，供粵語教會使用，舊堂供

英語會眾使用。粵語與英語會眾均各自有獨立聚會的地方，但仍然互

為鄰舍，互相配合發展，稱為「複式教會路向」。25

1997年，再購入一塊兩畝的相連地，改成停車場，原停車場將

改建大樓，連接於新堂，於2010年興建中，已於2011年底完工。

2006年李牧師離任後，由趙善基牧師任堂會副牧師。2010年5

月，又加設國語堂，由石英剛傳道負責開拓國語事工。

目前由長老會和牧師團共同牧養教會，主日聚會總人數約1,188

人。

22.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Burnaby CAC, BC）26

25 同上，168-169。
26 「教會簡介」，「本立比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burnabyalliance.org/

bac/can1/bac_main_cantonese.htm(accessed 2012/4/6)。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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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委派副牧潘士端牧師偕同一群會友，於1981

年6月成立本立比華人宣道會。翌年，潘牧師進修離職。9月，張道

恆牧師接任，與眾肢體同心努力耕耘；那時，聚會人數已在60至70

人之間，主日敬拜是中英語聯合即時傳譯，也成立了詩班、主日學、

團契、查經、禱告會。1986年6月14日，舉行新禮堂啟用奉獻禮。

2002年9月，因著中國同胞來加的人數不斷增加，便開始了國

語事工。2003年1月，孫波濤傳道加入，肩負發展國語事工。

2003年11月，邀請張嘉皿牧師與謝子欽牧師一同推展英語事

工。

當教會正思想繼續發展時，神卻為教會預備一座舊教堂，以135

萬元買下兩塊地來，準備日後可以作第三期擴建之用。

2006年9月，張道恆牧師榮休，主任牧師一職由謝子欽牧師承

擔，繼續發展教會的聖工，主日崇拜分粵、國、英語三堂，會眾約

831人。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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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愛城宣道會城北堂（North Edmonton CAC, AB）

愛城華人宣道會鑒於愛城北區華人甚眾，交通接送不便，遂於

1982年10月租用西人教堂開始主日下午的福音性聚會。1984年，改

在主日上午舉行崇拜。1984年5月1日，教會正式成立，聘曾煒存牧

師為首任牧師。

1984年，由於人數漸增，教會籌建新堂。在弟兄姊妹的同心參

與，及區會與母堂的支持下，在1987年9月27日新堂落成，舉行感

恩崇拜。教會非常注重佈道與栽培，除舉辦多屆三元福音倍進運動訓

練外，又積極推行聖經速讀運動及聖徒裝備訓練。1986年起開始推動

差傳工作，每年均舉行差傳年會。此外，1991年，開始英語事工。27

1999年， 曾 牧 師 證 實 患 上 末 期 癌 症， 於2001年 病 近， 享 年

六十八歲。28

愛城宣道會城北堂

27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69-170。
28 「教會簡介」，「愛城宣道會城北堂網站」，http://www.neachurch.ca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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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植出愛城活泉宣道會，專為發展國語事工。

現任主任牧師為麥秉賢牧師，有粵、英語崇拜，會眾約283人。

24. 夏城華人宣道會（Halifax CAC, NB）

夏城（Halifax）華人人口約有2,000人，當中既有專業人士，也

有從事飲食業者。夏城有四間大學，故有不少華人學生。夏城華人

宣道會成立於1984年，首任開荒牧師為李穎強牧師。李牧師於1986

年離任，由馮大衛牧師接替。1990年起，麥耀光傳道成為第三任牧

者。29 之後有謝朗軒牧師和丁耀燊傳道牧養。2012年6月，周偉峰傳

道接任為主任牧者。現有國英語主日崇拜，會眾約有43人，以學生

為主，曾長期接受華聯會資助，但現在已自立。

夏城華人宣道會

29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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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麥城華人宣道會（Medicine Hat CAC, AB）

麥城華人宣道會的首任牧者為葉白華牧師，於1984年5月5日

就職。教會於翌年1月20日正式註冊，成立執事會。1987年5月，

購得現堂址；31日，舉行新堂啟用禮。1988年，吳少雄牧師接任，

並差派葉白華牧師到澳洲宣教。1994年，吳少雄牧師也被差派到泰

國宣教。30

現任牧師為黃志強牧師，有粵、國、英語合堂崇拜，會眾約26

人。

麥城華人宣道會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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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高城劍橋華人宣道會（Guelph Cambridge CAC, ON）

高城劍橋華人宣道會前稱高城華人宣道會，是由活泉華人宣道

會的翁偉霖牧師和雷達牧師帶領一個小組所開拓的。他們經過多月的

祈禱與探訪，於1984年1月13日借用高城一間學校舉行首次主日崇

拜，當時稱為活泉華人宣道會高城佈道所。同年5月，唸神學的李國

榮先生在此實習；9月，聘請黃沐明傳道為第一任牧師，教會易名高

城華人宣道會。

1989年，教會自養，同時開始籌建新堂。1990年9月，黃牧

師被差往英國倫敦作宣教士；教會得雷達牧師答允出任顧問牧師。

1991年，李國榮牧師回到本堂，擔任主任牧師。

1992年11月，購得在劍橋市的禮拜堂；11月15日，舉行獻堂

主日，教會易名為高城劍橋華人宣道會。31 由李國榮牧師牧養，直到

轉去美宣服事為止。現任牧師為黎志堅傳道，目前有粵、國、英語聯

合崇拜，會眾約44人。

高城劍橋華人宣道會

31 同上，170-171。

����-�� aw.indd   136 10/5/13   2:25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堂會簡介

137

27.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South Edmonton AC, AB）

愛城華人宣道會因見城南福音的需要，在1986年成立城南堂植堂

事工委員會，籌備植堂事宜。一年後，每主日下午在苗活的社區小學開

始福音性佈道聚會，有40人參加；9月，改為每星期日上午主日崇拜，

連同母堂差來的肢體共67人。是年年底，聚會人數已增至百多人。

1988年1月24日， 教 會 正 式 成 立。12月， 決 定 自 建 新 堂。

1989年年中，向市政府購得一塊二公畝地皮。1991年12月22日，

舉行新堂感恩崇拜。

1989年5月，開始英語崇拜，並鼓勵接觸非華裔居民。1993

年，訂定四個不同文化的事工：粵語、英語、國語及東南亞事工，使

城南堂發展成多元文化的教會。開創教會的其中一位母會長老謝偉光

弟兄，蒙神呼召，於1991年8月被按立為教會的主任牧師。32

城南堂對宣教及神學教育事工尤為支持，曾配合總會差派多位

牧者往中東及非洲宣教。

2012年，為了發展國語社區事工，城南堂與西區會合作開辦

Millborne Life Community Centre。

現任主任牧師是陳明中牧師，分粵、國和英語崇拜，會眾約233

人。

32 同上，171。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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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基約宣道會（New Covenant AC, ON）

1986年，一群有傳福音心志的弟兄姊妹在多倫多東南區開始基

約教會。最初借用一間學校的課室舉行崇拜，後借用一西人長老會副

堂於早上舉行崇拜，當時平均出席人數為50人左右，教會最早請使

者協會的徐松齡牧師為顧問，主日崇拜則由不同牧者協助。9月聘得

楊國穎牧師為堂主任。

經過一年的祈禱和探討，於1988年1月正式加入加拿大宣道

會。1989年復活節前，便遷往北約，借用一中學舉行崇拜。因著福

音事工不斷擴展，粵語團契由一個增至四個；英語事工也由初中、高

中發展直到大專。33

1997年，購得一建築物，改建成教堂。2000年8月，協助成立

城東國語宣道會，於下午四時在本堂聚會，直到如今。

2002 年，主任牧師黃萬臻牧師夫婦被差往荷蘭宣教。

目前主任牧師是聞偉雄牧師，分粵語和英語崇拜，會眾約213人。

基約宣道會

33 同上，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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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多倫多宣道會恩典堂
     （Toronto Grace Alliance Church, ON）

創堂牧師黃家旺牧師與恩典堂會眾

馬桂豪牧師與恩典堂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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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堂位於多倫多市中心，創立於1985年10月6日。她是由黃

家旺牧師與十多位由越南來的華人信徒組成的，其中有些為難民。

教會名為恩典堂，以記念這群飽受苦難的人，仍深覺蒙上帝的拯救大

恩。

初時借用一間西人教會聚會，後來蒙宣道會加東中區區會與華

聯會支持，正式成立教會。1990年，黃牧師進修離職，由馬桂豪牧

師接任。1991年1月，完全自養。34 1999年4月，在多倫多北約克

建堂。現今崇拜分粵和英語，會眾約195人。

30. 滿地可宣道會恩典堂（Montreal Grace CAC, PQ）35

34 同上，172。
35「教會發展歷史」，「滿地可宣道會恩典堂網站」，http://www.montrealalliance.org/

intro.php?id=189 (accessed 2012/4/6)。

滿地可宣道會恩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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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有鑒於人數增多，有分堂的需要，

於1988年，成立恩典堂，全部經費來自母堂，委任成輝營牧師牧

養。當時有60餘人參與新堂工作，假軍人俱樂部崇拜。後因人數日

增，於1991年購下Hamstead壯麗新堂，可容下400多人。但覺與

母堂交換使用更恰當，則遷入現址。1992年5月，教會完全自立，

同時搬進自購堂址。

目前主任牧師是成輝營牧師。主日聚會分粵、國、英語崇拜，

會眾約200人。

31. 聖市華人宣道會（St. Catharines CAC, ON）

1980年代以來聖凱塞琳市華僑人口漸多，包括來自香港、臺灣

及東南亞各國的。1985年，一些基督徒家庭開始定期的查經聚會。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見到聖市及鄰近城鎮有3,000華人，卻無華人教

會，遂生植堂的異象。海宣的吳偉權牧師在往後數月，均定期帶領聖

市的查經祈禱會。1988年3月20日，聖市華人宣道會成立，每主日

下午借用西人宣道會崇拜。經費由海宣與中東區會支持。首任牧師為

陳鎮有牧師，於1988年5月中到任。

在開堂初期，海宣有多位弟兄姊妹每周前來幫助。至6月才逐漸

由聖市基督徒接手。教會人數一直未有顯著增長，約50人，經濟始

終未能自立。五年後，陳牧師辭職。1993年6月起由吳偉權牧師擔

任代理牧師。1994年，聘得吳繼光傳道為堂主任。36

2005年，容展略傳道參與帶領事奉；2008年，由退休牧師吳偉

權牧師前來代理牧養，直到2011年7月聘得杜衍忠傳道，目前借用

西人宣道會聚會，有建堂計劃。現有國、粵語崇拜（翻譯），聚會人

數約50人。

36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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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
     （Toronto Jaffray CAC, ON）

教會以二十世紀著名宣教士翟輔民（Robert Jaffray ）博士命

名。 為 因 應1987至1997年 的 移 民 潮， 翟 輔 民 堂 於1988年9月 創

立，最初借仕嘉堡一西人教會聚會；人數由最初幾十人增至今日大小

300多人。創會牧師是曾家彬牧師（1988-1995），初期會眾大多經歷

新移民所要面對的種種困難，更逢19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信徒因

生計回流香港而流失，然而感謝神的保守，翟輔民堂終能經歷風雨，

於艱苦中見證耶穌基督的大愛。

1995年4月16日，完成建堂。37 1997年，由翁偉霖牧師接任至

2007年。

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

37 「教會名意」，「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tjcac.org/chinese/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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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主任牧師是丁建華牧師，於2009年上任，有英文崇拜約

100多人，粵語崇拜約有200人，另設有兒童主日學，國語事工在

2012年正式開始，會眾共約350人。

33. 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Toronto Simpson CAC, ON）38

1989年3月16日，仕嘉堡華人宣道會的植堂核心小組為宣信華

人宣道會的建立，召開第一次會議，連主任牧師李穎強牧師、華聯會

主席曾家彬牧師在內，只有3人參加。但經過數月的籌備，在華聯會

和中東區會財務支援下，教會終告成立，並委任丁建華傳道為新堂堂

主任。

教會的主要服事對象是香港新移民，採用小組形式，以10人為

一組，將每個人都編入組內，方便關顧與牧養。教會在半年後自養。

一年內，教會人數由40多位增至130位成人， 30位兒童。39 當時宣信

堂先後租用不同的學校作聚會地點。直至1996年才覓得現時堂址，

38「本堂簡史」，「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tscac.org/(accessed 
2012/4/6)。

39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5。

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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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與集友商場為鄰。

2000年，隨著人口變化，在本地出生的第二代華人亦漸漸增

加，因此宣信堂開展英語崇拜。此外，定居於宣信堂附近來自中國大

陸講普通話的新移民，他們主動接觸教會，所以宣信堂也開始推行國

語主日學及每月例會，以回應需要，並在粵語崇拜中提供普通話傳

譯。

長議會於2008年11月及2009年3月與華聯會及宣道會加東區

會開會商討宣信堂國語事工之發展，最後區會同意接納宣信堂國語事

工為區會植堂事工之一。2009年7月1日，委任顏進德傳道為「植堂

傳道」，先於堂內植堂，期望五年後發展成獨立的國語教會，現時國

語崇拜平均出席人數有40人。

現時主任牧師為王明德牧師。粵、英語兩堂崇拜會眾約300人。

34. 溫哥華活泉宣道會（Vancouver Fountain AC, BC）

宣道會太平洋區會為回應總會2000年教會倍增目標，決定在大

溫哥華設立6間華人宣道會。活泉宣道會為第一間，於1989年5月

1日成立，借用第十街西人宣道會聚會，主任為賴建鵬牧師。經費方

面，由區會、華聯會及溫哥華各堂會協助。由於教會是採用開荒模式

植堂，所以初期發展遭遇許多困難。在賴牧師的帶領下，教會舉辦了

多次綜合性晚會，吸引新移民參加。1991年，購得一教堂。1993年

9月26日，建立長議會。40

陳倍明牧師在1999年成為堂主任，離任後，曾國雄牧師擔任顧

問牧師，後由馬勵文牧師接任主任牧師至今，有粵、英語崇拜，聚會

人數約60人。

40   同上，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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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城華人宣道會（Mississauga CAC, ON）

美城華人宣道會於1989年6月18日在Huron Park Community Centre 
舉行第一次主日崇拜

1995年5月第一期建堂工程完成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借用美城華人宣道會運動場舉行乒乓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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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活在美城的香港移民人口漸多，一群移居美城的宣道會

愛主信徒組成美城華人宣道會。他們早於1988年11月成立植堂小

組，禱告與籌劃；1989年6月18日，開堂崇拜。薛治平傳道成為首

任牧者。在翟輔民堂和仕嘉堡華人宣道會的協助下，教會迅速由原來

核心小組的20多人，一年後增至140多人。

教會有六成的弟兄姊妹是新移民或移居美城的信徒，他們在搬遷

到新地方後，都有重拾事奉的機會，故八成以上的人都有事奉崗位。

教會積極進行福音工作，藉著佈道會、福音主日和個人談道。在短短

八個月後，教會的經濟與行政便完全自立，並且積極籌建新堂。41

1993年，植出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1995年，完成建堂，2006

年，完成擴堂。創堂牧者薛治平牧師於2011年辭職。

目前有粵、國、英三語五堂崇拜，主日聚會會眾約691人。

36. 渥太華主恩宣道會（Emmanuel AC of Ottawa, ON）42

1989年初，渥太華華人宣道會事工發展順利，人數增加，遂有

植堂異象，並成立委員會。植堂委員會發現加城（Kanata）在渥太華

西陲，為高科技集中地，有不少華人專業人士聚居，故決定在此開設

美城華人宣道會今貌

41   同上，174。
42 「關於主恩」，「渥太華主恩宣道會網站」，http://www.eaco.ca/c/about.htm 

(accessed 201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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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堂。渥宣派出七個家庭，由何文淇長老擔任主席，於9月10日正

式成立教會，於下午舉行崇拜。楊慶球牧師任義務牧師，為期一年。

李盛林牧師在一年後由香港來加，牧養教會。他首先與弟兄姊

妹向全城作地氈式福音探訪，翌年覓得一間小學，轉為早上崇拜。

1992年開設青年團契、就業團契。1993年，李牧師因故辭職返港，

期間由長老及弟兄姊妹帶領。至一年多後，聘請鄧廣華傳道為第二任

牧者。

渥太華主恩宣道會

加拿大總理哈栢（左二）與前加拿大宣道會會長
Dr. Franklin Pyles（右一）親臨主恩宣道會的獻堂禮

����-�� aw.indd   147 10/5/13   2:25 PM



繼往開來  

148

1994年，開始了英語事工。幾年之後，說普通話的人口有上升

的趨勢，又開展了國語事工。

主恩堂目前有三堂會眾，分別是粵、國和英語；同時也有一個

整全的兒童事工及發展完備的青少年事工。前主任牧師鄧廣華牧師在

本教會長達十五年（1996-2010），後轉任機構事奉。

2011年，陳盛霖牧師從愛城轉任為粵語堂牧者。目前三堂會眾

每堂大約有100人，主日崇拜會眾約339人。

第四節  1990年代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為粵語教會成熟期，也是國語教會草創期，全加中部

和西部共建立了19間華人宣道會。

37.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North Toronto CAC, ON）

551、552

城北堂的建立是多倫多華人宣道會陳耀基牧師與眾弟兄姊妹多

年來的異象。早在1984年在祈禱會中決定在多市以北的列治文山區

開設分堂，並設立植堂委員會。1989年， 27位弟兄姊妹到城北分堂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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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神同時也選召了區應毓牧師由美來加，出任城北堂主任。

城北華人宣道會便在1990年4月15日借用第十六行公立小學的

校舍舉行第一次主日崇拜。隨著此區華人人口的增加，教會事工日見

興旺。1992年，經濟完全獨立，在區牧師帶領下，後再購得6.5畝地

段作建堂之用。

1998年，譚文鈞牧師接任主任一職。1999年，雖然加東區會

以經濟能力原因反對城北堂建堂，但因教牧、長執及會眾同心，終

在2000年5月完成建堂計劃，毋須區會的擔保。建堂後教會增長顯

著。2002年，經教會接納，譚牧師轉任華人宣道會聯會執行幹事。

之後，由楊國穎牧師接任至2003年。藍志誠牧師於2004年就任

主任牧師至今。43

國語崇拜已於2012年開始，計劃將來成為獨立教會。

現主日崇拜分粵、英語兩堂，另有兒童主日學，會眾約480人。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的禮堂

43「教會簡介」，「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ntcac.ca/contentaspx?
 content=main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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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溫哥華國語宣道會
     （Vancouver Mandarin Church of CMA, BC）

1968年，溫哥華國語教會成立，原為獨立教會。初期借用西人

長老會聚會。後來有夏友伯牧師與袁大衛傳道擔任牧職。1972年，

教會購入現堂址。

1988年，教會聘請蔡中宜牧師，蔡牧師原為宣道會福群堂牧

師。在他的引薦下，教會決定加入宣道會；經宣道會太平洋區區監督

的接納，於1990年11月正式加入宣道會。44 目前主任牧師是鍾保羅

牧師，會眾約30人。

39. 海明頓主恩國語宣道會
     （Hamilton Grace MAC, ON）

海明頓主恩國語宣道會的外貌

44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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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為了讓來聚會的幾位講國語的同胞有機會上主日學，

海明頓華人宣道會開設了第一班國語主日學，由劉李維貞姊妹帶領。

1989年，主日學人數漸增，開始每月一次的細胞小組聚會，每次均有

20人參加。一年後，開始國語團契，平均出席人數達40人。經過禱告

後，決定成立國語分堂。首先組織籌備小組，為植堂禱告籌劃；1991

年1月中旬，開始國語崇拜，並聘得楊宗正牧師牧養；1991年4月7

日，母堂海宣差出40位弟兄姊妹，正式成立海明頓國語宣道會。45

楊牧師於1994年離職，由吳偉權牧師暫代顧問牧師，至黃智

奇傳道於1995年3月上任為止。教會曾經分裂成兩個國語教會，但

於2007年4月1日海明頓主恩國語教會（Hamilton Grace Mandarin 

Church）和海明頓國語宣道會和好，再次合併，並改名為海明頓主恩

國語宣道會（Hamilton Grace Mandarin Alliance Church），一時成

為美談。46

海明頓主恩國語宣道會的禮堂

45 同上，176。
46 Francis Tam, Report of Executive Secretary CCACA Annual Conference July10-13, 

2007. Richmond, B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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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教會在海明頓市山上購得合適的西人教堂，建堂美夢

成真！

教會目前的主任牧師是柯約翰牧師，以國、英語崇拜，會眾約

210人。

40. 卡城城南宣道會（South Gate Alliance, AB）

卡城城南宣道會的外貌

卡城城南宣道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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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南卡城堂於1989 年7月5日成立。福音宣道會（Evangel 

CAC）於1991年成立。2006年1月，兩個教會合併成卡城城南宣道

會。由Moses Yuen牧師牧養會眾。47

王乾州傳道於2010年1月帶領國語堂。另由Ken Shoemaker牧

師帶領英語堂。48 2011年，區保奇傳道加入教牧團隊，主理粵語堂。

暫無主任牧師。現分粵、國、英語三堂崇拜，主日聚會人數286人。

41. 東約華人宣道會（East York CAC, ON）

1991年1月1日，由來自越南的邱樹華牧師在多倫多東區唐人街

附近植堂，成立東約華人宣道會，牧養來自越南講粵語的會眾直到今

天，後來又服事一些中國來的移民。自2010年起，邱牧師兼任南仕

嘉堡堂的顧問牧師，繼續向中國同胞傳福音。

東約堂主日有粵、國語崇拜，採傳譯方式，會眾約30人。

42. 麥咸華人宣道會（Markham CAC, ON）

47  Francis Tam, Report of Executive Secretary CCACA Annual Conference July 3-4 & 
6, 2006. Edmonton, AB. 3.

48 「本堂介紹」，「卡城城南宣道會網站」，http://www.southgatealliance.org/ (ac-
cessed 2012/4/6)。

麥咸華人宣道會的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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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仕嘉堡華人宣道會的16人植堂核心小組的禱告和籌劃下，麥

咸華人宣道會於1991年8月11日正式成立，並於9月15日借一間學

校舉行第一次崇拜。起初由梁維坤弟兄為代主任，經區監督委任4人

為堂委。

1992年5月，教會聘請溫以諾牧師為主任牧師。同年10月，舉

行第一次浸禮，共有10位新葡受浸。溫牧師於1993年3月辭職，幸

有李思敬博士願意為教會特約牧師至該年12月。1994年1月，原在

芝加哥事奉的傅大衛牧師到任。在傅牧師的帶領下，訂下三年計劃，

推動聖工發展。1994年，為紮根年，推動讀經運動；1995年，為栽

培年；1996年，為結果年，教會亦積極傳福音。1994年10月，教會

宣告經濟自立。2002年，買地完成建堂。49

目前主任牧師是傅大衛牧師。主日崇拜有粵、國、英語三堂，

會眾約161人。

麥咸華人宣道會的外貌

49 「教會簡介」，「麥咸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markhamcac.com/web/index-chi.
htm(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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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倫多希伯崙華人宣道會
     （Toronto Hebron CAC, ON）

多倫多希伯崙華人宣道會是由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委任的35位成

員，另加麥咸堂1人所組成的植堂核心小組，經過四個月的籌備工作

後成立的；1992年9月8日，選出第一屆的堂委會， 20日，開始首次

主日崇拜。並由該會助牧梁維坤牧師出任堂主任。50 不久梁牧師被總

會差派至南美宣教，直到2011年返加。以後由梁偉光牧師接任。主

日崇拜的平均人數約為70人。由於香港移民日漸減少，在區會指引

下，會友開會決定於2007年3月4日最後一次崇拜後正式解散。51

44. 北約國語宣道會（North York MAC, ON）

1991年12月，有位住在多倫多的臺灣移民林雅玲姊妹與城北華

人宣道會區應毓牧師有一異象，要在北約為講國語的移民成立國語教

會。在華聯會和大多市宣道會牧者的支援下，於1992年4月開始每

月為此事工禱告。

1992年9月10日，北約國語宣道會在華聯會梁碧瑤幹事家正式

簽署成立。9月24日，開始每周一次的查經禱告會。1992年10月18

日，在江昭揚傳道家中舉行第一次主日崇拜。1993年2月起，租用

McKee Public School舉行崇拜直到如今。

江牧師任職到2003年12月；後由姚悅平傳道於2004年接任至

2011年2月；目前主任牧師是王春安牧師，於2011年8月就任。並

於同年購得原加拿大使者協會的建築物業，作社區服務中心。如今主

日崇拜人數共約250人。

50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7。
51 Francis Tam, Report of Executive Secretary CCACA Annual Conference July10-13, 

2007. Richmond, B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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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美城迦密國語教會（Mississauga Carmel MAC, ON）52

1990至1991年間，大多倫多市地區宣道會牧者們，決定在美城

成立一間專為講國語同胞而設的教會。1992年5月8日，美城華人

宣道會6位弟兄姊妹在一間小學課室中，開始每兩周一次的國語植堂

事工禱告會，至年底，禱告會已有20人參加。1993年2月12日， 12

人簽字加入植堂核心小組，區會並指派其中6人為堂委員。1993年6

月，聘得來自美國德州的姜禮振傳道為牧者。1993年9月19日，教

會開始首次主日崇拜，借一中學舉行。

教會人數增長十分快速，成立一年多後，經濟已能自立，不須

區會和華聯會之輔助。姜禮振牧師於1996年年底辭職。1997年初由

許金根牧師接任至2001年。以後由廖少舫傳道和胡維華傳道配合長

老會牧養會眾，管理會務。

2005至2007年2月，由莊百里牧師擔任代理主任牧師。2005

年8月，聘請林智偉牧師為英文牧師。2007年3月，由江昭揚牧師接

任主任牧師。莊牧師則轉去從事向伊斯蘭世界宣教。2009年1月，

美城迦密國語教會

52「迦密簡介」，「美城迦密國語教會」，http://www.mcmac.ca/(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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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高路傳道擔任中文堂傳道。

2010年，大力推動到附近橡城植堂。在中區會和華聯會財政支

持下，於2011年3月29日，簽署成立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並於9

月25日，開始第一次主日崇拜。

目前基本會友分別來自中國大陸（佔90%）、臺灣、香港、東南

亞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華人。教會從初創時30人左右，已增至今

日逾500多人來參加主日崇拜，分國語兩堂和英語堂崇拜。

46. 渥太華恆愛華人宣道會（Ottawa Agape CAC, ON）

1993年，渥太華華人宣道會開始籌備植渥太華恆愛華人宣道

會，特設清早堂粵語崇拜。於1994年7月，開始借用西人循理會在

下午崇拜，以學生、年青就業者及年輕家庭為主要服事對象。53 教

會在運作一年後，已完全經濟行政自立。1996年，教會在渥太華

南陲購得辦公室連倉庫單位，遂改建為教會使用。譚文鈞牧師為首

任植堂牧師（1994-1998），而後由鄭永堅牧師繼任主任牧師（1998-

渥太華恆愛華人宣道會

53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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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之後由謝朗軒牧師接任（2003-2010）。

2005年， 教 會 議 決 與 西 人 宣 道 會 合 作 英 語 事 工， 搬 遷 至

Barrhaven 地區聚會。

現任主任牧師為謝逸牧師，於2011年1月就任。目前主日崇拜

粵、國語翻譯，會眾約80人。

47.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Westside Calgary CAC, AB）54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95年動土禮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的現貌

54「關於城西堂──歷史」，「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網站」，http://wccac.net/
wp/?page_id=433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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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卡城華人宣道會（即北堂）開始有植堂異象；1993年3

月，城西堂開始在一位弟兄家中舉行祈禱會，經過了半年多時間，終

於在1993年10月3日借用Captain John Palliser小學舉行首次崇拜。

1994年9月，神從澳洲帶領葉白華牧師到城西堂，就任主任牧

師。

1994年12月，教會以525,000元購得三畝地；1995年9月，建

堂動土禮，新堂於1996年6月9日舉行第一次感恩崇拜及浸禮。

1996年10月，因著英文事工增長，第一位英文助牧張耀傑傳道

從溫哥華來到城西堂負責牧養英文堂會眾。

1997年6月，特別會友大會中，通過籌建第二期工程。

1999年，教會開展了國語事工。同年何伯昌、郭志賢、黎啟超

和劉純仁傳道加入教牧隊工內。

2002年，張耀傑傳道和葉白華牧師分別轉到其他工場服事。

2004年2月，張榮勝牧師就任堂主任。

2005年9月，Vicky Leung姊妹於就任兒童事工主任。

2007年，有關德賢牧師、吉喆傳道、陳力行傳道三位照顧粵語

堂、國語堂和青少年人的屬靈需要。

2008年，國語事工開展崇拜、主日學及團契。第三期建堂工作

接近完成。

2010年5月，由臺灣宣教返加的蔣顯輝擔任主任牧師，目前主

日崇拜分成粵、國、英語三堂崇拜，會眾約800人。

48. 列治文城北宣道會（North Richmond AC, BC）55

1992年初，一批約80位在卑斯省溫哥華列治文華人宣道會聚會

的弟兄姊妹，因看見華人日漸在列治文的增長，感到有需要藉分堂去

55 余丹白，「列治文城北宣道會歷史簡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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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們傳福音，所以迫切地為此異象祈禱。

1993年1月3日，正式簽署成立教會，創堂會友共有63位。開

始租用在列治文城北Oaks 區內的Talmey小學開始聚會。創堂長老

有6位，長老開始按部就班的建立教會各項事工。1993年中，神帶

領余丹白牧師從愛民頓前來上任為主任牧師。

1994年4月，開始了兩堂的崇拜，平均人數已由開始時的60餘

人增至160人。Talmey小學已不能應付兒童事工、主日學及團契的

需要。

由於弟兄姊妺的愛心和神的恩典，並藉著區會的協助，終於能

以800,000元購得現有的堂址，再加上400,000元的維修及擴建。

1995年2月26日，舉行獻堂禮。

1997年，為教會七周年堂慶，並開始了優良的堂慶背經運動。

從此，教會背經運動年年盛行，迄今未止。

1998年5月，朱志豪傳道上任，協助英語事工。朱牧師在2000

年回到香港牧會，成為宣道會沙田大圍堂的主任牧師。 

2000年，長議會在得到會眾的支持下以1,300,000元購得人口

稠密市中心Sexsmith地段的一幅宗教用地，並為將來分堂作出準備。

列治文城北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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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教會開始積極籌備在 Sexsmith 的分堂計劃， 2010 年

1月3日，成立「使命宣道會」。108位會眾願意加入新堂。

現任主任牧師是余丹白牧師，主日崇拜分粵語、國語翻譯及英

語，會眾約576人。

49.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恩典堂
     （Richmond Grace CAC, BC）

1994年，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恩典堂成立，由列治文華人宣道會

負責植堂，會眾大部分來自青年團契和就業青年。

2011年， 英 語 會 眾 經 區 會 同 意， 在 列 治 文 市 植 出Crucible 

Church，後亦增設粵語崇拜。

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恩典堂

Crucib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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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任牧師是鄭慶樂牧師，他原是創會長老，於維真神學院

畢業後擔任牧師。主日分粵語/國語崇拜，會眾約63人。56

50. 高貴林宣道會（Westwood CAC, BC）57

    

1993年冬天，曾憲裕牧師對當時新開發的蟠龍山莊（Westwood 

Plateau）一帶的新移民甚有負擔，於是從原本居住的本立比，搬到

了高貴林進行開荒植堂工作。 

1994年復活節，曾牧師在家中開始了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及兒童主

日學，是一個約有十多人的家庭聚會。不久，即租用了Pinetree小學

作聚會之用；同年10月，正式加入加拿大宣道會，聖工全面開展。 

1996年，開始購地建堂的計劃，2000年7月，搬入現在的堂

址。2005 年初，為回應國語新移民的需要，正式成立國語崇拜及

高貴林宣道會

56 鄭慶樂，「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恩典堂簡介」，2011。
57 「我們的歷史」，「高貴林宣道會網站」，http://westwoodac.ca/mandarin/about/

our-history/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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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事工。

蒙神恩領，十多年的發展，事工穩定向前，人數不斷加增。由

單一文化以粵語為主的教會，發展成為以粵語、英語及國語組成的不

同聚會。

2008年，曾憲裕牧師功成身退，轉往美國邁亞米宣道會開荒事奉。

現堂主任是趙恩泉牧師。英語牧者為Larry Anderson，國語牧

者為徐摩西。主日崇拜有粵、國及英語，每主日約有340多人聚會。

51. 宣道會錫安堂（Zion CAC, ON）

因應1987至1997年的移民潮，本會在1994年秋成立，取名

「錫安」是源自希伯來書十二章二十二節的經文：「你們乃是來到錫安

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58 植堂會眾大部分

為來自香港宣道會北角堂的會友，然後逐漸向香港新移民傳福音，教

會漸漸增長。年前於多倫多以北購地，盼可為建堂作準備。

宣道會錫安堂

58「我們的名字」，「宣道會錫安堂網站」，http://www.zioncma.ca/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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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堂牧者是羅志強傳道，其後由郝繼勇牧師接任，現任堂主任

是劉振鎰牧師。主日崇拜分粵、英語兩堂，會眾約238人。

52. 倫敦國語宣道堂（London MAC, ON）

由倫敦華人宣道會的植堂小組，在中東區會和華聯會之支持

下，於1994年成立倫敦國語宣道堂，以傳福音給國語新移民為主。

2000年1月，財務才自立。堂主任黃明揚傳道，從植堂開始牧養直

到2012年。

現任堂主任是宿濤傳道。主日崇拜分國、英語兩堂，會眾約70

人。

53.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Ottawa MAC, ON）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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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10日，由渥太華華人宣道會差派張福成牧師負責國

語植堂。張福成牧師於1998年4月被總會差派到以色列當宣教士，

傳福音給當地之華工，並建立教會。1998年3月至1999年12月期

間，堂會沒有牧者。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由黃沐明牧師接任

主任牧師。2004年5月，由來自法國的謝逸牧師接任。

2009年，由陳明道傳道接任堂主任。會眾大部分是渥太華大學

的學生，分國、英語兩堂崇拜，目前成人及小孩約130人。

54. 仁愛宣道會（Faith AC, BC）

1990年代初期，由於許多中國新移民定居在溫哥華列治文地

區，列治文華人宣道會有20位講國語的弟兄姊妹因看見向他們傳福

音的需要，於是出來植堂。仁愛宣道會成立於1996年5月1日，借用

小學禮堂崇拜聚會。

創會植堂是朱俊松牧師，多年來只有國語崇拜，由於奉獻不

足，缺乏領袖和資源，教會沒有太多增長，會眾人數大約70人。

2012年，在太平洋區會策動下，仁愛堂與使命堂合併。

55. 素里堂（Surrey Christian AC, BC）

本立比華人宣道會於1997年9月7日在溫哥華西邊素里市植

堂，成立素里華人宣道會。奉獻來自母堂和植堂會眾，很快自立，並

於2005年建堂。  

現由主任牧師楊寅光牧師和林恩恩牧師牧養會眾，有粵、國翻

譯和英語崇拜，會眾約288人。60%來自香港，30%來自東南亞，其

他地區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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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2000年代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為國語教會成長期，全加各地共建立了26間華人宣道

會。

56. 城東國語宣道會（East Toronto MAC, ON）

城東國語宣道會的詩班

城東國語宣道會的兒童及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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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由加拿大宣道會加東區區監督葉維德牧師（Rev. 

Doug Weibe）主持下成立，差派余東海傳道夫婦及當時基約宣道會

五位對國語福音事工有異象和負擔的弟兄姊妹組成核心小組，開始拓

展在多倫多日趨需要的國語福音事工，同年11月第二個主日正式開

始第一次的崇拜聚會。59

2009年11月，分出一批移居列治文山之會友植出列治文山國語

宣道會，由余東海牧師帶領此一植堂事工。

目前教會由楊躍敏傳道帶領，分國、英語兩堂，約140人。

57. 高貴林國語宣道會（Coquitlam MAC, BC）

2000年8月4日，林維楷牧師在加拿大宣道會太平洋區會及加拿

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的召喚和資助下，在加拿大卑斯省高貴林市從零開

始，拓荒植堂，服事三聯市一帶不斷增長的國語僑胞和新移民。經過

了約一個月的籌備工作，林牧師夫婦憑著對主的信心，毅然於9月10

日，借高貴林宣道會地下交誼廳開始主日崇拜。

高貴林國語宣道會的會眾

59 「教會簡介」，「城東國語宣道會網站」，http://www.etmac.ca/outline.html (ac-
cessed 2012/4/6)。

����-�� aw.indd   167 10/5/13   2:25 PM



繼往開來  

168

在新移民流動性極大的情況下，教會順利經過了為期兩年半的

拓荒，漸漸產生了一些比較有歸屬感的會友。2003年5月，租得附

近King of Life路德會堂址，崇拜時間改於下午三時舉行。此後兩年

半，是教會的培育期。期間，教會固然仍舊面對人來人往的挑戰，但

靠主恩典，陸續成立了不同的團契和小組，也培育了一些參與事奉的

同工，不論在聚會人數、會友靈命、教會經濟或同工素質上，都有緩

慢卻穩定的增長。60

目前教會負責人仍是創會的林維楷牧師，有國語主日崇拜約85

人。

58. 仕嘉堡國語宣道會（Scarborough MAC, ON）

仕嘉堡國語宣道會在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東區區會和華聯會財

務支持下於2001年5月1日成立，是一個在大多倫多地區以講普通

60 「簡史」，「高貴林國語宣道會網站」，http://www.cmchurch.org/about_us/?type=history 
(accessed 2012/4/6)。

仕嘉堡國語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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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為主的教會，借用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副堂聚會，直到2009年底。

首任牧師是王安石傳道，於2006年離職。目前教會牧者是張謙牧

師，於2006年3月就任。現時只有國語崇拜，借用天主教小學，主

日崇拜約有120位會眾，大多數來自中國。

59. 力士谷宣道會華語堂
    （Rexdale Alliance Church─Chinese Ministry, ON）61

力士谷宣道會是多種語音、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宣道會，成立於

1961年。力士谷宣道會會友李均森夫婦在他們家裏開始每周一次的

華人福音查經班，數年後，在李弟兄夫婦的帶領下，參加小組查經班

之幾個家庭，於1994年10月感恩節，在力士谷教會舉行首次華語主

日崇拜。

1998年春，陳慧華傳道開始參與主日講壇的服事，並在1999年

8月15日正式成為力士谷教會華語事工第一位全職的牧者。

早期教會事工的對象乃是來自東南亞講粵語的華人。接而面對

中國大陸學者的來臨，教會一切活動改為國、粵雙語。近幾年來，隨

著中國大陸華人移民浪潮，為了把福音傳給親愛同胞，力士谷宣道會

華語堂已轉型成為國語堂。目前約有60位會眾，兒童事工仍由英文

堂負責。

60.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恩光堂
     （Montreal Verdun MAC, PQ）

以普通話為主的滿地可華人宣道會恩光堂由滿地可華人宣道

會建立，於2001年7月1日在魁北克省滿地可市的凡爾登區成立。

61 「教會歷史」，「力士谷宣道會華語堂網站」，http://chinesechurch.rexdalealliance.
ca/contact.php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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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復活節開始第一次崇拜。現由長老同工會和呂陳君安師母

主理會務，有國語主日崇拜，會眾約70人。

61. 西島華人宣道會恩福堂（West Island CAC, PQ）

2000年6月11日，恩典堂李秉光牧師夫婦在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的支持下，前往Dorval開設西島分堂，定名「恩福堂」。翌年開辦西

島首間恩福中文學校，服務社區。因為弟兄姊妹住處距離較近，成為

守望相助的好鄰里，常有感人事件傳出。2011年10月，李秉光牧師

返香港，由來自英國的潘登傳道接任，現有國語崇拜，主日崇拜人數

90人。

62. 滿地可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South Shore CAC, PQ）

1998年感恩節因滿地可南岸華人日眾。由母堂滿地可華人宣道

會與子堂「恩典堂」共同合作，開創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目前主

任牧師是甘志聰牧師，也是植堂牧師，有粵國、英語崇拜，聚會人數

共114人。

西島華人宣道會恩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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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滿地可宣道會恩雨堂（St. Laurent CAC, PQ）

2003年8月，恩福堂三周年前兩個月，有鑒於聖羅倫斯區華人

眾多，因此開設北區恩雨小組的主日崇拜。由於聚會人數不斷增加，

於2004年8月15日正式成立恩雨堂，由李秉光牧師負責開荒植堂，

曾鼎發牧師於2005年7月從臺灣接任到2009年8月。離職後，另成

立活水泉教會，後來也加入宣道會。

2010年11月，楊美英傳道接任牧養，目前國語崇拜共110人 。

滿地可宣道會恩雨堂

滿地可南岸華人宣道會滿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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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基石宣道會（Cornerstone CAC, ON）

1998年，由莊百里牧師帶領一群香港新移民建立的獨立教會，

原名是Cornerstone Gospel Community Church。1999年，經會友

大會表決通過加入宣道會。2006年，在麥咸（Markham）區完成建

堂。莊百里牧師於2006年初離職。

2008年主任牧師翁偉霖牧師就任。分粵、英語崇拜，會眾約

298人。

65. 宣道會禧年堂（Jubilee AC, ON）

2000年2月，宣道會禧年堂成立，創立的目的，乃看到十六街

與堅尼地道區域，越來越多華人遷入定居，因此願意在這裏服事這群

人。成立時約有100多名會眾，大多來自香港，加上在加國成長的下

一代。植堂牧師是陳家敏牧師。

2011年9月11日，禧年堂已合併入錫安堂。

  

66. 國語宣道會榮光堂（Glory MAC, ON）

由東區會、華聯會和仕嘉堡華人宣道會共同支持下，委任黃大

衛傳道負責植堂，在仕嘉堡成立一個國語宣道會，向中國來的新移民

傳福音。2001年10月28日，開始主日崇拜，目前借愛靜閣浸信會下

午崇拜，會眾約35人。

基石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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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乃磨華人宣道會（Nanaimo CAC, BC）

乃磨華人宣道會是域多利華人宣道會於2003年夏天短宣的成

果。藍仲芳牧師接受呼召帶領植堂，於2004年1月11日成立教會，

傳福音給中國來移民，主日有中文崇拜（講國語為主，備粵語耳機翻

譯），會眾約38人。

68. 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
     （Chinese Evangelical AC of Toronto, ON）

乃磨華人宣道會

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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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5日，李經寰牧師和少數有相同負擔與異象的弟兄姊

妹建立了多倫多中華福音教會。當時對一間獨立教會來說，在毫無外

援情況下，弟兄姊妹是經過一段胼手胝足、辛苦耕耘的階段。隨著靈

命及人數的成長，各樣事工、團契、小組逐漸成型。聚會的地點也更

換了三次， 2006年底才購得一幢物業， 2007年5月27日裝修完成，

正式開始使用。

為能更有效廣傳福音並參與宣教事工，於2001年6月10日，正

式加入宣道會，並改名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62

現任主任牧師是是創會的李經寰牧師。分國、英語兩堂崇拜，

約300人。

69. 溫哥華西區宣道會（Vancouver Westside AC, BC）63

2004年5至8月，一群滿有信心及異象的弟兄姊妹開始聚集禱

告，求神開路在西區建立一個多語言的教會。他們每主日下午圍繞社

區步行禱告，並每月一次晚間禱告聚會。五間宣道會聯同區會和華聯

溫哥華西區宣道會

62 「教會歷史」，「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網站」，http://ceact.ca/pages.php?cid=67
 (accessed 2012/4/6)。
63 「教會簡介」，「溫哥華西區宣道會網站」，http://www.vwac.org/(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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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經濟上支持植堂事工。

2004年9月12日，開始第一次正式三語主日崇拜。11月，教會

在經濟上完全獨立，同時組成國、粵及英語的事工隊，分別策劃推進

各樣工作。

2005 年11月，建立西宣事工中心作為教會周日活動場所。

2009 年6月7日，正式成立教會，接納奠基會友、教會憲章、會章

及會友宣言，並於年底選出第一屆聖工委員會成員。

目前主任牧師是王允志牧師，有國、粵語崇拜，採用傳譯，約

50人。

70. 智理華華人宣道會（Chilliwack CAC, BC）64

1996年，姚易良夫婦每個主日晚上在他們家裏開華語查經班，

因為在智理華（Chilliwack）雖然有大約200個華裔家庭，卻沒有一間

華人教會。這些華人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東南亞國家，大部

分從沒聽過福音。

2002年，有10多位華人信了主也接受了水禮。

有一天，姚傳道與智理華宣道會的退休宣教士Dode Pack分

享他的感受和異象，Dode Pack馬上就轉告給她的主任牧師Brian 

智理華華人宣道會的外貌

64 姚易良，「智理華宣道會簡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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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ksen。過了不久，他就約了姚傳道夫婦和幾位華人宣道會的牧

師，與他們教會的牧師團及長老們一同開會。經過幾次會議之後，這

個查經班被接納為他們的中文事工，取名智理華華人宣道會。

從2003年6月1日開始，在每個星期日有主日崇拜。最初三年

多由不同牧師每個主日從溫哥華開車到智理華來證道。

2006年9月1日，姚易良正式上任為智理華華人宣道會的傳道。

2006年10月1日，舉行智理華華人宣道會的成立典禮。

目前會眾約20至30人，正朝將來可以財務獨立的方向發展。

71. 新城華人宣道會（Newmarket CAC, ON）

新城華人宣道會的崇拜

智理華華人宣道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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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些華人漸漸移居多倫多北部房價較便宜的地方。新城華

人宣道會是為Newmarket和Aurora的華人所設立的，在東區區會和

華聯會支持下，於2006年10月15日開始主日崇拜，由林忠凱傳道

帶領植堂，聚會並以雙語（普通話、粵語）翻譯進行。  

2012年9月，馬光輝傳道上任專責牧養，余東海牧師為顧問牧

師，聚會人數約30多人。

72. 愛城活泉宣道會（Edmonton Living Fountain AC, AB）

2006年，愛城華人宣道會城北堂的國語會眾先舉行國語崇拜，

於2008年1月1日才植堂，專向講國語的移民傳福音。經費來自母堂

新城華人宣道會馬光輝傳道就職禮

 愛城活泉宣道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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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基金和植堂會眾的奉獻，財務上很快自立。2011年7月，購

得一教堂。

目前主任牧師是楊思威牧師。主日採國、英語互相翻譯崇拜。聚

會人數約183人。50%來自東南亞， 25%來自中國， 20%來自臺灣，

其他地區約5%。

73. 西南卡城宣道會（South West Calgary AC, AB）

西南卡城宣道會是由西區會和華聯會於2007年9月在卡城西南

區成立的教會，並且委任朱仁倡傳道任職植堂主任。由2008年9月

14日開始，每星期日上午在恩道大學學院舉行主日崇拜。2009年

秋，譚崇敏傳道（義務）加入牧養青年會眾。2011年，朱牧師離職

後，因聚會人數減少，堂會暫時由區會接管。65

西南卡城宣道會的會眾

65「關於我們」，「西南卡城宣道會網站」，http://www.swcac.org/wp/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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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始，由楊慶球牧師擔任顧問牧師，協助教會重建，改為

下午聚會。現聚會人數約30人，以粵、國語崇拜，配合英語傳譯。

74. 仕嘉堡社區宣道會（Scarborough Community AC, ON）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於2009年3月29日召開會友大會，英語會

眾正式轉入Scarborough Community Alliance Church，成立一個

獨立的堂會。會眾大部分是講英語的第二代的華人。目前由Timothy 

Quek牧師領導，會眾約300人。66

大多倫多市大約有20,000名客家人。2007年6月，仕嘉堡社區

宣道會開始和客家族群接觸，禱告六個月後，於2007年11月3日開

始第一次聚會，有68人參加，暫時命名為多倫多客家宣道會。2007

年11月至2009年7月，每月於周六聚會一次，有6位核心同工，會

眾約55人。2009年1月，有7位中老年人受洗。目前已聘請李昌炬

仕嘉堡社區宣道會

66「我們的歷史」，「仕嘉堡社區宣道會網站」，http://scommac.org/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Itemid=9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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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來牧養，並舉行客語主日崇拜。現今仍隸屬於仕嘉堡社區宣道

會，教會曾蒙東區區會、第一宣道會和華聯會鼎力相助，將來朝獨立

堂會發展。67

75. 城中宣道會（Midtown AC, ON）

    

2009年4月1日，由加東區會、華聯會和渥太華華人宣道會共

同支持下成立。由黃萬臻牧師帶領植堂，黃萬臻牧師之前在荷蘭宣

教七年，回加拿大後，在多倫多城中區（Midtown）為移民第二代年

輕人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教會。同年5月24日，在First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of Toronto開始第一次英語主日崇拜，目前會眾約

有10多人。68

城中宣道會

67 「教會簡介」，「仕嘉堡社區宣道會網站」 。
68 「我們的歷史」，「城中宣道會網站」，http://www.midtownac.ca/stories.html (ac-

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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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城南華人宣道會（South Scarborough CAC, ON）

社區華人宣道會（Community CAC）於2009年成立，採用國語

崇拜，傳福音給仕嘉堡東南區之中國新移民，由賈鋒瑜傳道牧養。

2011年7月，改名為城南華人宣道會。目前由杜炳深傳道牧養，邱

樹華擔任顧問牧師，借用西人宣道會教堂聚會，目前會眾約20多人。

77. 布蘭登華人宣道會（Brandon CAC, MB）

2007年10月，12位華人從布蘭登前往參加溫城華人宣道會的

四十周年慶，並告訴溫宣的陳伍能牧師，將有超過100位中國工人在

10月底來布蘭登，而另外450位將在2008年抵達。2007年11月，

溫宣經長議會通過，決定將布蘭登的華人當作福音工作對象。

城南華人宣道會杜炳深傳道就職禮

城南華人宣道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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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9日，陳牧師夫婦、魏德義牧師、幾位溫宣執事與

會友連同來自臺北的田頌恩傳道夫婦，在布蘭登Dinsdale Park舉辦

燒烤活動，約有50位當地華人參加，由田頌恩傳道佈道，有超過10

位決志信主。12日6日，由宣道會中西區區監督Dr. Doug Gerrard

為田傳道舉行就職禮，並有超過30位簽署支持教會的成立。目前只

有國語主日崇拜，會眾約10多人。

78. 滿地可宣道會活水泉教會
     （Montreal Living Springs AC, PQ）

2009年9月6日，曾鼎發牧師帶領20多位會眾開始植堂。得到

恩典堂以及滿地可堂的牧長的肯定，及魁北克區監督的大力支持，教

會的名稱就稱為蒙特利爾宣道會活水泉教會。目前國語會眾約20人。

79. 白石平安華人宣道會（Peace Portal CAC, BC）

白石平安宣道會敬虔的西人和華人基督徒參與Alpha生命基礎課

程和聖經學習小組後，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家庭搬到這個半島地

區，他們願意在這個地區傳福音給他們。在白石平安宣道會的栽培

下，這個華人團契已成長為今天的白石平安華人宣道會，仍屬於白石

布蘭登華人宣道會田頌恩傳道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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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宣道會，尚未自立。2006年起，王允志牧師應邀負責華人教牧

工作。四年來同工們已形成一個核心團隊，他們正在向身邊的社區服

事做工。國語堂於下午崇拜，會眾約50人。69

80. 多倫多基督教宣道會（Toronto Christian AC, ON）

白石平安華人宣道會的會眾

多倫多基督教宣道會的崇拜

69「我們的故事」，「白石平安華人宣道會網站」，http://www.ppcac.ca/index.php?pa
ge=about&subpage=story&lang=0 (accessed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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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日， 多 倫 多 基 督 教 宣 道 會 成 立， 時 至2010年1

月24日，經加東區會確認後，才正式加入宣道會的大家庭。建堂初

期，同工齊心禁食禱告；於8月最後兩個星期內，確定目前使用的公

立學校作聚會地點，並於9月第一個星期日開始崇拜。教會以服事中

國來新移民為主。從建堂至今已有76名弟兄姊妹受洗。

目前由何君華牧師負責牧養，分國、粵英語兩堂崇拜，會眾共

約130人。

81. 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Richmond Hill MAC, ON）

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的外貌

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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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城東國語宣道會於列治文山的生命交流小組查經班，經

過一年多的聚會，漸漸成長。2009年6月開始團契的聚會；8月開辦

兒童暑期聖經班。11月第二個主日敦請東區會的區監督Rev. John 

Healey主持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正式成立的感恩崇拜，並且委派莫

潤昌傳道與余東海牧師推展福音事工。

2011年，韓東傳道加入教牧事奉團隊。同年，教會得區會批准

進行購堂計劃。

現任主任牧師是余東海牧師，只有國語崇拜，會眾共約120人。70

第六節  2010年以後成立的華人宣道會

這段時期由2010到2012年，全加共建立了2間華人宣道會。

82.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Richmond Capstan AC, BC）

70「教會簡介」，「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網站」，http://rmhmac.ca/(accessed 
2012/4/6)。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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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列治文城北宣道會余丹白牧師領導和曾國雄牧師負責開拓植

堂，於2010年1月成立。100多人離開母堂，財務上已能自立，沒有

申請母堂、華聯會和太平洋區會之資助。由於本區講國語的新移民漸

多，已於2012年與仁愛堂合併開始國語事工。目前由陳達亨主任牧

師負責主理會務。分粵英語崇拜，會眾約150人。 71

83. 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Oakville Creekside AC, ON）

橡城溪畔國語宣道會的會眾

71 余丹白，「列治文城北宣道會歷史簡介」。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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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中區會、華聯會和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共同支持下，橡城

溪畔國語宣道會於2011年3月29日在母會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舉行

簽署成立儀式。同年9月18日，在母堂舉行差遣禮，目前聘得高路

傳道，已於9月25日，在MacLauchlan College開始第一次主日國

語崇拜，目前（2013）會眾共約130人。

第七節  總結

I. 加拿大獨立華人宣道會堂數目
目前加拿大共有獨立華人宣道會堂78間，佔全加宣道會435間

之18%。

依華聯會演算法2011年底共有90個會員（member churches & 

congregations），差異如下：

1. 有2間關閉，不算在內：西北溫華人宣道會於2003年由於牧

者離職，區會決定關閉；多倫多希伯崙華人宣道會於2007年關閉。

2. 有2間隸屬西人宣道會下之華人事工，尚未獨立，不算在內：

白石平安華人宣道會、力士谷宣道會華語堂。

3. 有2間併入附近堂會，不算在內：紅鹿市華人宣道會於2003

年併入鹿園宣道會；宣道會禧年堂2011年關閉併入宣道會錫安堂。

4. 有3間堂內植堂，尚未獨立，暫時不算在內：宣信華人宣道會

的國語堂、多倫多華人宣道會新植出的靈磐華人宣道會、仕嘉堡社區

宣道會的客家宣道會。

5. 溫哥華華人宣道會採用一堂多址的方式運作：溫哥華華人宣

道會乃街教會為母堂，採「兩文三語」方式崇拜；溫哥華華人宣道會

菲沙崙教會是分堂，採「兩文三語」方式崇拜；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北

本立比教會是以國語崇拜為主的分堂。由同一批10多人的教牧團隊

同時牧養3間會堂之會眾，約1,7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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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華聯會另於加拿大國外幫助植有3間海外堂會，主因是當地沒

有適合的宣道會體系可加入，而也得到總會的認同，包括：Cayenne 

CAC在法屬蓋亞那、Montego Bay CAC在牙買加，Fukuoka Zion 

CAC在日本福岡。

在牙買加的Montego Bay CAC

在法屬蓋亞那的Cayenne 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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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福岡的Fukuoka Zion CAC邵小建牧師按立禮

日本福岡Fukuoka Zion CAC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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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華人宣道會在加拿大華人教會所佔比例
華人宣道會數目約佔全加拿大華人教會22%，主日崇拜會眾人

數約佔30%。

2006年全加華人教會約354間，主日崇拜會眾約71,337人。

表5.1		2006年全加華人教會統計表	72

本表內的資料搜集，獲多位教牧（李帝平牧師、梁碧瑤傳道、陳玉駒牧師等）協助提供，
部分基於估計，只供參考。資料整理：傅潔明。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對2006年的估計數字。

III. 華人宣道會分類
1. 兩文（中英文）三語（粵國英）的華人宣道會共有33間，佔全

加華人宣道會 42.3%。

2. 一文（中文）兩語（粵國）華人宣道會共有5間，佔6.4%。

3. 兩文（中英文）兩語（粵英）華人宣道會共有11間，佔14.1%。

4. 兩文（中英文）兩語（國英）華人（國語）宣道會共有9間，佔

11.5%。

72 傅潔明，「加拿大華人教會現況」，「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加拿大聯
區網站」，http://www.cccowe.ca/art/11/0000191/(accessed 2012/4/6)。

 地區
	

華人人口
	 主日崇拜	

教會
	 教牧	 教牧	 教牧  信徒比例

	 	 	 人數	 	 （粵語）	（國語）	（英語）

卑 斯 省 459,600 24,582 118 105 54 65 5.3%
亞     省 114,100 7,595 34 34 14 15 6.7%
沙     省 8,000 600 6 5 1 1 7.5%
緬     省 13,100 750 6 3 3 2 5.7%
安     省 628,500 35,790 172 309 60 85 5.7%
魁     省 73,100 1,820 15 9 4 2 2.5%
其     他 7,500 200 3 2 1 0 2.7%
總					數	 1,303,900	 71,337	 354	 467	 137	 1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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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文（中文）一語（國）華人（國語）宣道會共有16間，佔

20.5%。

6. 一文（中文）一語（粵）華人宣道會共有2間，佔1.3%。

7. 一文（英文）一語（英）英文華人宣道會共有2間，佔1.3%。

到2011年年底為止，獨立的國語宣道會共有25間，佔全加華人

宣道會32.1%。有國語事工之華人宣道會（含獨立國語和粵語教會內

之國語堂）共有63間，佔全加華人宣道會80.8%。也即是從東岸到西

岸全加拿大80.8%的華人宣道會已經建立了國語事工，服事講國語

的新移民。

圖5.2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分類

江 昭 揚 牧 師 於1997到2000年 在 多 倫 多 教 牧 同 工 聯 誼 會

（TCEMF）每月舉行的月會和加拿大宣道會華聯會每年舉行年會中，

曾不斷地提出加拿大移民局統計數字，提醒華人宣道會要注意移民情

勢的改變，不要光服事粵語的群體，而忘了開拓國語事工。

自從1997年香港和臺灣移民加拿大高峰期過後，移民逐年迅速

兩文 （中英文）三語（粵國英） 

一文 （中文）兩語（粵國） 

兩文 （中英文）兩語（粵英）

兩文 （中英文）兩語（國英） 

一文 （中文）一語（國）

一文 （中文）一語（粵）

一文 （英文）一語（英）

33

2

16
2

9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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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反之，中國大陸移民的確逐年遞增的情形下，許多以講粵語為

主、服事香港族群的華人宣道會為因應現實局勢的改變，於2000年

以後紛紛改變策略，在母堂中增加國語堂崇拜和國語團契，並且聘

請會講普通話的傳道人牧養大陸群體的新移民。其他宗派也有相同的

改變，不再只作粵語香港族群為對象，也紛紛改變策略，推動國語事

工。這種景象和1970到1990年代的粵語華人教會大不相同，教會牧

者長執同工不只要服事粵語的第一代香港移民，要照顧受本地教育、

講英語的第二代，又要兼顧講普通話的中國新移民。這是本地西人教

會牧師難以想像到的情形。這在同一個教會要牧養三種不同族群，對

教會牧者或長執同工形成極大的挑戰，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和相處，

對弟兄姊妹來說，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和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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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聯合宣教大會海報

2005年聯合宣教大會
的聚會大堂

2005年聯合宣教大會

2009年聯合宣教大會海報

����-�� aw.indd   194 10/5/13   2:25 PM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事工剪影

195

2009年聯合宣教大會

2009年聯合宣教大會海報

2009年聯合宣教大會
的聚會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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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華人宣道會
（El Salvador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阿魯巴華人宣道會
（Aruba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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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Canmore舉行英文事工研討會

2002年華聯會巴黎宣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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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大多倫多地區
華人宣道會團契

2003年華聯會
乒乓球比賽

2003年在智理華舉行
國語宣道會冬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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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加拿大神學院在多倫多舉行中文神學課程

2003年在Canmore舉行英文事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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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多倫多舉行自然教會增長訓練

2003年在溫哥華舉行
自然教會增長訓練

2003年在安省美城舉行
國語事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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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華聯會年會

2004年華聯會
羽毛球比賽

2004年加拿大神學院在
卡加里舉行中文神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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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多倫多舉行
自然教會增長教師訓練

2005年在巴黎舉行
歐洲華人宣教工場會議

2004年歐洲及中東宣教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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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加拿大神學院在卡加里舉行中文神學課程

2005年在仕嘉堡舉行國語事工研討會

2006年加拿大神學院在
卡加里舉行中文神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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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臺北舉行的
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

2007年在多倫多
舉行的國語班

2007年國語事工研討會

2006年在溫哥華
舉行的國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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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華聯會教牧
同工以色列退修會

2008年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執行幹事譚文鈞牧師（左一）、
前加拿大宣道會會長Dr. Franklin Pyles（左二）及東區監督

Dr. John Healey（右一）會晤加拿大總理哈栢（右二）

2008年恩道神學院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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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國益華事工會議

2009年華聯會職員會

2008年在瓜地馬拉舉行中南美洲
華人宣教工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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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卡加里舉行
華聯會及英文事工研討會

2009年在仕嘉堡舉行
中文事工研討會

2011年在蘇利南（Suriname）舉行的拉丁美洲中文宣教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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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卡加里的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2012 年在臺北舉行的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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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CCACA”)

This Constitution is hereby made effective on the 31st day of 
December, 2009, as evidenced by the signatures of at least three of 
the directors (also referred to as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et out below

PREAMBLE
WHEREAS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C&MA in Canada”), a registered charity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come Tax Act, R.S.C., 1985 c.1 (5th Supp.) 
maintained a standing committee known as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the “CCACA”), formerly known as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Committee;

AND WHEREAS the CCACA has historically been a registered 
cha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come Tax Act 
(Canada);

AND WHEREAS it is desirable to establish the CCACA as a formal 
charitable trust, with its own constitution but with an accountability to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NOW THIS DEED WITNESSETH AND IT IS HEREBY AGREED 
AND DELCARED as follows:

ARTICLE	I	–	NAME
1.1 A charitable trust is established in the name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CCACA”.

ARTICLE	II	–	OBJECTS
2.1 The objects of the CCACA are:
 (a) To advance the spiritual doctrines and teach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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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faith and in doing so, to liaise wit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a registered charity, 
BN/Registration Number 894945633 RR0001 and other 
registered charities association wit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in promotion of  Christian 
evangelism, church planting and mission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es 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in Canada.

ARTICLE	III	–	GOVERNANCE
3.1 Member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 The determination as to the 

number of Trustees (herein called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power of appointment of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vested in th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nd the affiliated Chinese congregations 
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es in Canada 
that support the objectives of the CCACA and are received into 
membership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erein called the 
“Member Churches”).  In any event, there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hree (3)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3.2 Annual Conference – The Member Churches shall convene a 
meeting annually (herein called the “Annual Conference”) for the 
purpose of:

 (a) hearing the report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prior 
year;

 (b) approving the budget for the ensuing fiscal year;
 (c) considering and,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C&MA in 

Canada, approving any amendments to the governance 
provisions provided for herein;

 (d) electing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e) considering any other information properly coming before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3.3 Delegates – The Member Churches and the C&MA in Canada 
shall be re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by delegates 

����-�� aw.indd   211 10/5/13   2:25 PM



繼往開來  

212

consisting of the following:

 (a) Ex-officio delegates:  Ex-officio delegates shall consist of 
all full-time licensed workers of the Member Churches and 
Chinese missionaries of the C&MA in Canada;

 (b) Accredited delegates:  To be an Accredited delegate, a 
delegate shall be a member of a CCACA Member Church 
who has been approved as a delegate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by the Board of Elders of the Member Church.  A 
delegate shall be ele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every one 
hundred members or portion thereof in a congregation of a 
Member Church.  A maximum of four (4) delegates from any 
one Member Church shall be permitted.

3.4 Quorum for Annual Conference – A quorum for the Annual 
Conference shall consist of a majority of the Ex-officio delegates 
and the Accredited delegates who have been elected by 
Member Churches present in person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3.5 Voting by Delegates – When voting on issues requiring 
delegates’ approval,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herein, 
a simple majority vote of those delegates present or who are 
represented by proxy shall determine the questions.  Each 
delegate shall have one (1) vote at all meetings of delegates 
including the Annual Conference.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shall vote in the first instance upon the calling of the question for 
which the vote is being held and shall not have a second or tie-
breaking vote in the event of a tie vote.

3.6 Executive Committee –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manage the affairs of CCACA between Annual Conference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comprised of nine(9) 
members includ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who is an ex-officio 
member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C&MA in Canada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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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officers:

 (a) Chairman – The Chairman shall call and preside at all 
meet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Chairman shall 
vote on any question, motion or resolution coming befor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t the time the issue is first consider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the event of a tie vote, the 
Chairman shall not have a second or tie-breaking vote. 
The Chairman shall ensure the EXECOM communicate 
appropriately with the President of C&MA.

 (b) Vice-Chairman – The Vice-Chairman shall assist the 
Chairman in all CCACA matters and act on behalf of the 
Chairman in the Chairman’s absence.

 (c) Secretary – The Secretary shall keep record of all meet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be responsible for 
correspondence and the custody of all CCACA documents.

 (d) Treasurer – The Treasurer shall ensure that all funds of 
the CCACA are received as direc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e shall also ensure that all funds are disbursed 
according to the budget or any amended budget as 
approved by Executive Committee.  He shall ensure that 
proper financial records are maintained and reported as 
required.

 (e)  Executive Director –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ccountable 
to the President, will perform such duties as assign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affairs of the CCACA.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shall be four years with opportunity for two 
renewals up to a maximum of twelve years.

  
3.7 Rights, Duties, Privile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 In managing the affairs of the CCACA,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a)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hold all cash, cheques, 
securities, investments, personal property, real proper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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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nterests received or otherwise acquired by the CCACA 
and any income derived therefrom for the exclusive purpose 
of fulfilling the  charitable  objects of the CCACA;

 (b)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invest in the name of the 
CCACA any monies or the proceeds of any property or 
interest received or otherwise acquired that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 immediate purposes of the CCACA.  The investment 
may be in securities or other investments in which such trust 
monies or proceeds may by law be invested;

 (c)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hold such number of 
meetings as may be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affairs of the CCACA, and in any event, not less 
than two meetings per year;

 (d) Any two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t any 
time, convene a special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rovided at least seven days written notice has been given 
to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matters to be discussed and the time, date and  location of 
the meeting;

 (e) Meetings may be held by conference call or by similar 
telecommunications or electronic means;

 (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provide and keep a minute 
book.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entered in the minute book.  The Chairman or Secretary shall 
sign the minutes at the conclusion of each meeting or at a 
future meeting when the minutes have been duly confirm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provide books of account 
to record all money received or paid out on behalf of the 
CCACA.

 (h)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herein, all decision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require a simple majority vote of 
thos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attendance at a duly 
called meeting at which there is a quorum.

 (i) A quorum of a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A member may attend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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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by conference call or by similar telecommunications or 
electronic means whereby all persons in attendance in such 
manner are able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j)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mend the budget approved 
by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without further 
approval of the delegates provided such amendment does 
not have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budget by more than ten 
percent (10%) of the budget approved by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k)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from time to time, open and 
maintain an account or accounts at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institution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t any time 
pay any monies forming part of the Trust to the credit of the 
account or accounts or place the money on deposit with 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institutions.  All cheques and orders 
for payment shall be signed by such officers or person as 
authoriz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time to time.

 (l)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 ive Committee may be 
reimbursed for any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personally 
i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as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n fulfilling the objects of the CCACA.

 (m) Documents requiring execution by the CCACA may 
be signed by any two of the Chairman, Vice-Chairman, 
Secretary or Treasurer or such other officers as prescrib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all documents so signed 
are binding upon the CCACA.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from time to time appoint any officer or officers or any 
person or persons on behalf of the CCACA, either to sign 
documents generally or to sign specific documents.

ARTICLE	IV	–	NOMINATIONS	AND	ELECTIONS
4.1 Nominating Committee – A Nominating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five (5) persons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and shall serve until the next Annual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ir elections.  The Chairman who is an ex-officio 
plus two of such persons to be elected shall be memb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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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Committee then in office.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all, prior to the next Annual 
Conference, solicit and prepare a slate of candidates to fill any 
vacancies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which elections will be 
required at the next Annual Conference.

 The slate of candidates shall be presented to the delegates 
at the next Annual Conference.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shall elect persons in the manner as set out in 
Section 4.2 to fill any vacancies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e considered as a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 person must be at least eighteen (18) years of age 
and a member in good standing of a Member Church.

4.2 Election – The delegates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shall 
elec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to fill any vacancies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and the nu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to be elected at each Annual Conference 
shall be dependent on the number of vacancies to be filled.  
Each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shall be elected to serve 
for a term of two (2) years.  A person elected as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shall serve for a maximum of three (3) 
consecutive full two-year terms and then must not serve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before being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The names of the candidates on the slate of candidates 
prepared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all be presented 
to the delegates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late, nominations for candidates who meet 
the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set out in Section 4.1 may be 
made from the floor by the delegates provided each nomination 
is seconded by a delegate and the nominee consents to the 
nomination.  Following the closing of nominations, each delegate 
shall, by secret ballot, cast such number of votes for Executive 

����-�� aw.indd   216 10/5/13   2:25 PM



附 錄

217

Committee Members as there are vacancies to be filed.  Persons 
eligible for election shall be those candidates on the slate 
presented by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the candidates 
who have been nominated from the floor in the manner provided 
for above.

 The candidates receiv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shall 
be elected to hold office until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ir election.

ARTICLE	V
SOURCE	OF	FUNDS
5.1 Source of Funds – The primary source of funds for the CCACA 

shall be from Member Churches, most of whom are qualified 
donees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come Tax Act. The 
amount of funds transferred from a Member Church shall not 
cause it to be in breach of its disbursement quota obligations 
pursuant to the Income Tax Ac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Member Church transfer an amount equal to 3% of such 
Member Church’s general funds income.

ARTICLE	VI
BOOKS	AND	RECORDS
6.1 Books and Records –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see that 

all necessary books and records of the CCACA required by 
its Constitution or by an applicable regulations or statutes are 
regularly and properly kept.

 All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f CCACA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CCACA.  All financial records shall be 
audited annually or, on ord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t 
more frequent intervals.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r resignation 
of an incumbent officer or upon the election or appointment of a 
successor, the current records of CCACA in the possession of 
such officer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ll records shall be kept in a secure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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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ave and expect 
current records, which the officer in possession of same shall 
ensure are protected and preserved.

ARTICLE	VII
MISCELLANEOUS
7.1 Dissolution or Wind-up – Upon the dissolution or wind-up of 

the CCACA and after the payment of all debts and liabilities, 
its remaining property shall be distributed or disposed of to 
registered charities under the Income Tax Act (Canada).

7.2 No gain for Members – The CCACA shall be carried or without 
the purpose of gain for its members and any profits or other 
assets of the organization shall be used solely to promote its 
objectives.

7.3 Amendment – This Constitution may be amended by a two-
thirds majority vote of the delegates at a duly constituted 
Annual Conference provided such amendment is ratified by the 
C&MA in Canada.  There shall be no change in the objectives 
of CCACA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confirmation from Canada 
Revenue Agency that the objectives of CCACA continue to be 
exclusively charitable after such amendments.

7.4 Interpreted Versions –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Constitution 
as approved by the C&MA in Canada and any amended version 
hereof and not any version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ny 
other language shall be the official and binding ver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is Constitution dated effective the 31st day of December, 2009. 
Amended by CCACA Executive and approved by Board of Directors, 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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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憲章

序			言
在神的眷顧恩領下，世界各地區的華人宣道會，聯合組成一個

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以表達彼此合一的關係。

第一章			定名
本團契組織命名為「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以下簡稱本團契）。

第二章			使命
本團契的使命是促進在各地的華人宣道會加入為團契會員，在

實踐「大使命」上合作。

第三章			目的
本團契目的是促進世界各地華人宣道會彼此關懷、互相支持、

資源整合及事工協調，共同關心世界各地華人福音的需要。

第四章			信仰宣言
本團契承認各地區會員所採納的宣道會信仰宣言。

第五章			會員資格
世界各國各地區的華人宣道會聯會 / 區聯會接納本團契憲章者皆

可成為本團契之會員。尚未有聯會 / 區聯會的華人宣道會可申請成為

會員。任何會員若在信仰及實踐上偏離本憲章的原則可被中止或取銷

會員資格。任何與此有關的紀律處分必須在三年一次大會中予以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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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組織架構
1. 本團契大會

1.1 每三年舉行一次大會，大會由各地區會員的正式代表組成，為本

團契的最高權力組織。

1.2 各區正式代表人數，是以每區有一至二十間堂會者得派一位，

二十一間或以上的堂會則派兩位。 

1.3 本團契各會員可派遣不限人數的非正式代表參加大會。

1.4 大會有權通過或修訂憲章和規章，設定政策，執行會務，及選舉

本團契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本團契休會期間的一切任務。

2. 執行委員會

2.1 本團契設執行委員會，成員設當然委員三位及選立委員兩位，合

共五位組成，五位執行委員會成員自定一位召集人。該召集人將

統籌及主持下一次本團契大會。

2.2 負起大會休會期間本團契的一切運作責任，可按需要召開特別會

議來回應本團契的緊急及重大事件。

2.3 執行委員會須每年開會一次，按實際情況自定時間和地點，最少

有一半成員出席才能召開。休會期間，執行委員會可以信件、電

郵、電子傳播工具和其他媒體履行會務。

2.4 若有委員空缺須予補缺，則由後補委員補上，而補上的委員任期

只可到下次大會選舉會期止。

3. 統籌中心

執行委員會的召集人可指定本團契的統籌中心所在地。此中心

須保存本團契的所有正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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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提名與選舉
1. 執行委員會之當然委員三位，指定為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美國華

人宣道會聯會、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的全職行政領導同工。

2. 本會每三年舉行一次大會，於會期間選出兩位現屆執行委員會委

員及三位正式代表，合共五位組成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新一屆

執行委員會選立委員候選名單。

3. 在大會中由會員正式代表在不記名下，投票選出執行委員會之選

立委員兩位及後補委員一位，其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連任

一屆後須停選一屆。

4. 執行委員會各委員乃以地區身分被任命。

第八章			預算與財務
本團契事工經費，由參加的會員奉獻支持。開支預算由執行委

員會制定，並於本團契大會呈交。所有會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代表參

加大會費用皆由會員自行承擔。

第九章			與世界宣道會團契的關係
本團契與世界宣道會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保持聯

屬及建立緊密的關係。

第十章			附則
在與憲章條文沒有衝突的情況下，本團契大會可以通過訂定附

屬的章則。

第十一章			修改
修改憲章可以在本團契大會獲三分二正式代表投票贊成通過，

動議的修改內容必須在大會召開前最少三個月以書面通知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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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憲章經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荷蘭舉行的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籌備會
議制訂 。
本憲章經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世界華人宣道會團契正
式代表會議通過修訂，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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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PREAMBLE
In the providence of God, Chinese churches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found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are led to manifest more fully their oneness by uniting in a worldwide 
fellowship. 

ARTICLE	I	–	NAME
The name by which this fellowship shall be known is The Chines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CAWF).

ARTICLE	II	–	MISSION
The mission of the CAWF is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st its 
member countries as they work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ARTICLE	III	–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e CAWF is to promote mutual caring and suppor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ministry collaboration,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mission and evangelism around the world.

ARTICLE	IV	–	STATEMENT	OF	FAITH
The CAWF respects the Statement of Faith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as adop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or regions.

ARTICLE	V	–	MEMBERSHIP
Any national church union or association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in a country or region that accepts the CAWF Constitution 
may be admitted to membership. Any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with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hurch union or association in 
its country or region may apply to become a member. Any member 
country deviating in doctrine or practice from the principles of this 
Constitution may be subject to suspension or expulsion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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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WF. Any such disciplinary action must be ratified by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ARTICLE	VI	–	ORGANIZATION
1. Triennial Conference
  1.1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official 

voting delegates representing the member countries shall be 
the highest legislative body of the CAWF. 

 1.2 Each member country is entitled to send official delegates 
with the basis of representation being one official delegate 
for 1 to 20 registered national churches and two official 
delegates for over 21 registered national churches. 

 1.3 Each member country may send an unlimited number of 
corresponding delegates to attend the CAWF.

 1.4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has the authority to approve 
and amend constitutions and bylaws, enact policies, 
transact business, and elec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unctions of the CAWF between Triennial 
Conferences.

2. Executive Committee
 2.1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consist of three ex-officio 

members from Hong Kong, USA and Canada, and two 
regular members elected by a majority vote (half plus one) 
at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The fiv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will decide on a Coordinator amongst themselves. 
The Coordinato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coordinate 
and host the next CAWF Triennial Conference. 

 2.2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functions of the CAWF between the meetings of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meet 
according to ministry needs and to deal with emergenc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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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matters accordingly. 

 2.3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meet annually, if practical, 
at such times and places as it may determine. A minimum 
of half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presence is 
required. Between conference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conduct business by postal, emai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2.4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fill up vacancies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ould such vacancies occur between 
Triennial Conferences. The terms for such appointments to 
the vacancies are only up to the next Triennial Conference. 

3. Coordinating Centre 
  The Coordinating Centre of the CAWF shall be designated by the 

Coordinato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Coordinating Centre 
shall keep all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CAWF.

ARTICLE	VII	–	NOMINATIONS	&	ELECTION	
1.  The three ex-officio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be 

designated as the full-time executive leaders of the C&MA Church 
Union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Churches Association of C&MA 
of USA and the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2. A Nominating Committee of five persons is to be elected by 
the official delegates at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with two from 
the existing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ree from the floor, to 
nominate candidates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3.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shall place in nomination two names 
for the regular members and one name for the substitute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dditional nominations may be made 
from the floor. The two regula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 one substitute member shall be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of the official delegates for a three years term. A consecutive 

����-�� aw.indd   225 10/5/13   2:25 PM



繼往開來  

226

three years term is permitted. After two elected terms, one must 
not stand for nomination for one term.

4.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serve on behalf of 
their member countries.

ARTICLE	VIII	–	BUDGET	AND	FINANCE
The ministry of the CAWF shall be financed voluntarily by its 
participating member countrie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choose to present an operating budget to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All official and corresponding delegates will attend 
the fellowship at their own expenses. 

ARTICLE	 IX	–	RELATIONSHIP	WITH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The CAWF shall maintain an associated status and establis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AWF)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RTICLE	X	–	BYLAWS
The CAWF Bylaws, not in conflic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stitution, may be adopted by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AWF.

ARTICLE	XI	–	AMENDMENTS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may be made by a two-third vote 
of the official delegates during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CAWF. Proposed amendments must be sent in writing to member 
countries at least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Triennial Conference.

This Constitution was revised and adopted at th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held in Netherlands on April 22, 2004. 
This Constitution revised and approved at the Chines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held in Hong Kong on November 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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