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 Henry Tseung (Senior Pastor, WCCAC; GOI-Canada Board Member)
Rev. Lam had been the keynote speaker of our church’s annual mission convention. I met with him in person. Though I
didn’t know him well in person, I read his books on mission and applied many of the principles to my preaching and our mission
ministry. He was a kind of wonderful mentor to me.

加拿大通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Rev. Harding Ng (Emeritus Consulting Pastor, TCCC)
A beautiful life of Rev. Cyrus Lam. He well lived to the fullest and glory of God! May it
continue to be a legacy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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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Sam Chan (Founding & Consulting Pastor, RHCCC)
Rev. Cyrus Lam was the pastor that encouraged me to serve in mission. We stayed in the
same room and chat a lot in mission trip to Siberia with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 the 90s.
He and C-Mo ministered to my family too. We will miss this dear servant of God.

Dr. John Chang (GOI Board Member)
With deepest condolences to Pearl and the whole family! The Chinese church has lost a mission crusader and the mission
community has lost a mentor-leader. Cyrus has fought a good fight and won his crown of glory!! He is now in a place “better
by far”, free of all pains and can breathe freely--all the clean and clear heavenly air! Cyrus, we will all see you again one day!

Rev. Keith Lee (GOI-Canada National Executive Director)
With deepest condolences to Mrs. Pearl Lam and the whole Lam family. I thank the
Lord that gave a race well run for Rev Cyrus Lam. We knew each other since 1995,
the year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established. Indeed, he brought me through
for God’s missions in last 25 years. He was my wonderful model and a personal
mentor. He wrote two prefaces for my books and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writing. Many were benefited from him. He will always be an inspiration to me. While
sorrow is here for a while, may joy come as he had fought the good fight for the Lord
in His Great Commission. May the gracious Lord’s peace and comfort be with you all.

林安國牧師伉儷
宣教基金
一個屬於

CYRUS and
PEARL LAM
MISSION FUND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的宣教基金

籌款

林氏家族計劃爲林安國牧師伉儷籌募五十萬美元，
奉獻給華傳總部來建立一個投資基金。

投資

所籌的款項將會投放在服務費最低的指數基金。

年度補助金

每年將從該基金的總數中取5% 作爲
以下有關補助新宣教士籌款不足之用。

新宣教士補助金

一位合乎以下資格的新宣教士可以申請這補助金:
1. 經過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以下簡稱:華傳)
正式接納的宣教士單位
2. 新宣教士爲首期 (兩年) 的宣教事奉籌款
3. 新宣教士最少爲自己籌到一半所需要的款項
4. 這補助金額最高只可以達到該新宣教士
所需籌募款項的百份之五十

詳情請瀏覽華傳網頁

gointl.ca

充滿故事的宣教人生 - 林安國牧師

李 傳 頌 (加拿大華傳執行主任)

在南美洲委內瑞拉有一位漁夫，熟悉風向水流，憑著他多年的經驗，知道甚麼時候在那裡下網打魚會有收穫；他召聚了一些年青的漁
夫，每到黃昏，自己站在岸邊的高處，看準魚群所在之處，便高聲呼喊在近岸划著小艇的年青漁夫，到他所指示的位置下網打魚，每次都
收穫豐富。這是我第一次從林安國牧師的講道中聽來的故事，寓意是藉著他多年的宣教經驗，呼籲年青人出來為主收割莊稼。當晚聚會之
後，我們夫婦和林牧師一起去吃晚飯，同行的還有已故加拿大華傳董事主席霍應昌弟兄。席間林牧師提到在緬甸有一個山地民族，多年來
受盡緬共欺壓，後來緬共瓦解，他們對福音開放需要三百位傳教士，但是找了三年連一位也找不到。當時林牧師費了很多唇舌解釋他們的
處境，然後問我們要不要跟他去走一趟學習打魚，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二十四年來在華傳的師友關係，帶領我們踏上宣教路。
第一次跟隨林牧師踏上宣教工場便走在緬甸山區有很多學習，我們為了一張通行證便等了三天，還要經過重重的哨崗檢查，路上更遇
上汽車機件故障，眾人在焦急等待救援之際，林牧師從背包中拿出一副象棋來消遣，他說在宣教工場上要學習忍耐。當時山路雖然顛簸，
林牧師卻在車上睡得甘甜，林牧師說，在宣教工場上能吃能睡都是恩典。我們來到一個村寨，在當地一位傳道人家中住宿，家主宰一隻穿
山甲給我們吃，飯後還端上一盤野蜜糖給我們品嘗，說是從山中的蜜蜂窩裡採回來，裡面還粘著一些野蜜蜂。林牧師說，他早年在印尼開
荒植堂，有一次教會的執事從一個螞蟻窩當中找來一隻螞蟻后給他生吃，說是當地人的上寶。
另外，林牧師是一個心思細膩又很會體諒別人的人。2007年林牧師推薦我負責華傳第一次在泰國舉行的宣教士職前訓練營，在約定
的時間到機場接林牧師和其他同工時，發現林牧師已經早到三個多小時，並且坐在一處角落休息，原來他之前的長途機取消了，航空公司
為他安排另一航線轉機前來，由於他只有少量隨身行李，因此能夠趕上這突發安排，而且提早到達。我問林牧師為何不通知我來接機，
他說是為免勞累我多走一趟。他提醒我們作宣教士的行李要保持精簡，否則會妨礙機動性，他也從不鼓勵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購置產業，
轉下頁......

......接上頁

王乃基牧師 (華傳國際董事 - 加拿大華傳顧問)

而差會在工場上的產業最終是留給當地人。不過，林牧師的行李再少，都必有一本
小聖經和一本筆記簿，裡面記錄一些講章和文章大綱，一方面預備隨時被邀請講
道，另一方面將一些突如其來的靈感寫下來，他說這樣做才能夠在忙碌中仍有講
道和文章供應。

回想廿八年來，分別到您四個的家居多次作客，有賓
至如歸的溫情，您總記得以上海或北方美食作款待，正
顯出仁厚的品性，以人為先，親力親為的服事別人。廿
年來得以和您近距離的規劃共事，您從來沒有前輩的
架子，並不以權威來自居或武斷，如此珍惜後輩的參
與，使我們可以成長，追上您的願景。您的身段不高大，心胸
卻是寬廣，可以盛載多元團隊的網絡，視野總是遠大，從神領
受開拓的靈感，以異象主導事工的運作，成就和而不同的各方
面需求。去年十月您知道我的引退讓賢在即，忙得不可開交，進入善
終的您竟來電郵作鼓勵，叮嚀我要保重健康並心情常樂，如此的師友是畢生難忘，
只有用您的近期座右銘，激活未來的歲月。
「船被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如何再創高峰：脫離高峯成果的安逸享受，再入低谷接受從零的挑戰。」

林牧師在營會期間講了一個比喻，他說加拿大的雁每到秋天便飛往南方過
冬，到了春天再飛回來；有一個農夫看見這些雁飛這麼遠非常辛苦，於是將食物
掉在農田上，讓牠們吃飽再飛，於是吸引很多不同種類的雀鳥來到這塊田裡，很
多人慕名而來觀鳥，後來那位農夫索性將那塊農田圍起來收門票，成為當地譽名
觀鳥的熱點，我和林牧師也曾經去過這地方。這個故事的寓意是，那裡有食物便吸
引鳥來，同樣教會有神話語餵養，人自然會興旺起來。因此，林牧師鼓勵我們在宣教
工場上要用神的話語去訓練門徒，他教導我們一套從開荒植堂到訓練領袖交棒傳承的策略模式。他補充說，加拿大的雁成群結隊一起飛
時，在前的迎著風用力飛，在後的吶喊打氣跟隨，而且不斷有新的雁加入，按時輪流轉換位置。他對我說在外打魚多年，是時候回來將
經驗分享，呼籲年青人加入宣教，就這樣我不久便回加拿大華傳繼續服侍至今。
幾年前，加拿大華傳在多倫多為林安國牧師蒙召事主五十年舉行感恩餐會，席間林牧師分享五十年來服侍主的經歷，他說這些年來
他好像緬甸的玉石商人，在一堆堆不顯眼的石頭裡尋找珍寶一樣，廿多年前他第一眼看見我的時候，就覺得這弟兄雖然沒有甚麼恩賜，
但是經過老師傅的雕琢奇貨可居。林牧師又引用“Build to Last”這本暢銷書中，作者James Collins論到一個有異象的領袖，是一位
「造鐘者」(Clock Builder)而非「報時者」(Time Teller)，因為「報時者」只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人，而「造鐘者」是遠超過「報時者」
的果效，他提供了一個更大的發展及發揮的機會給下一代。林牧師說領袖若能把一生的事工、成長、經歷和智慧的成果變成一個培植下
一代的園林或平台，這不單是下一代的祝福，更是領袖自己的福氣。
我最後一次見林安國牧師是2018年12月，我去墨西哥途經洛杉磯，特別去探望林牧師和師母，住在他們家中四天。當時林牧師已
經完成第二期治癌療程精神不錯，他感謝世界各地有很多主內弟兄姐妹的代禱。我問他們如何教導兒女們這麼孝順，女兒送房子、兒子
送車子給他們，他們說那是身教，昔日他們如何對待父母兒女們都看在眼裡。那幾天住在林牧師的書房裡如置身於寶庫中，很多書籍是
他多年來的珍藏，當中有他多年來的著作，也有一些是他的學生們的著作，最寶貴的是他多年來作差傳研究的手寫稿。正當林牧師為一
箱箱的書籍煩惱時，我建議他將這些書籍送給在柬埔寨的金邊恩典教會，當時他們正計劃成立國際宣教學院，說到這裡我們又談起昔日
在湄公河畔晚飯時，與何俊明牧師一起分享成立宣教學院的異象，林牧師為金邊恩典教會能夠實踐這異象而感恩。另外，我建議林牧師
找人將他過去的教學筆記、錄音和講義編輯成書出版。林牧師說目前華傳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唯獨缺乏寫作的人才，他勉勵我在這方面
努力。因此，他送給我一些書籍，其中包括他早年的著作《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這本書是從他的博士論文中編輯而成，是他
對華人宣教的理念基礎。林牧師同時送給我一個厚厚的文件夾，那是他多年來有關差傳策略研究的資料和手寫稿。他曾經寫過兩本相關
的書籍，分別是1996年出版的《智者策》和2002年出版的《策者成》，這兩本書都是有關差傳策略的基礎與實踐，他原打算退休後寫
第三本有關差傳領袖的素質與栽培策略，他已經搜集了一些資料及例出書目大綱，我們討論書名暫定《成者榮》，意思是領袖用策略去
成就主的榮耀。林牧師舉例按他的恩賜是作一個助手，不適合當領袖，若不是當年黃存望牧師急病離世，他也不會臨危受命，而這些年
來他一直銳意栽培差傳領袖人材。林牧師說一個領袖最重要的不是有甚麼才幹恩
賜，而是要有廣闊的胸襟，才能夠吸引更有才幹恩賜的人跟隨，所謂「有容乃
大、無慾則剛」。在我離開前，林牧師告訴我一個故事，說之前他帶短宣隊去
非洲，在坦桑尼亞參觀一處十八世紀時期販賣奴隸的古蹟，當年英國宣教士李
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年青時來到非洲，在這個奴隸市場買了一位年輕的奴
隸來釋放讓他得自由，但這年輕的奴隸為了報恩決定一生跟從李文斯頓，在李
文斯頓的栽培下成為他的得力助手，並且在李文斯頓離世之後繼續在非洲服
侍栽培人才。林牧師說，他一生就像這年輕的奴隸一樣，蒙恩、知恩、感
恩、報恩。
在林安國牧師身上不但可以聽到很多故事，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故事
的宣教人生，終生努力去完成主耶穌基督大使命，同時他也不段栽培別人的生
命故事，成就主的榮耀，我們永遠懷念他。

華傳網上祈禱會
日期：

1月8日 / 2月5日 / 3月5日 (星期五)

時間：

10am-12pm (PST)，1pm-2pm(EST)，請聯絡：info@gointl.ca

差傳代禱：
		

1. 華傳前總主任、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於2020年北美西岸時間12月3日下午5時10分安息主懷，享年75歲，終時家人在旁，安詳離世。他的安息

			

禮拜於同月22日下午1時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追思禮拜則在2021年北美西岸時間2月5日下午5時在網上舉行。華傳整個大家庭為林安國牧師的離

			

世感到難過與不捨，請繼續為林師母及其家人禱告，求主安慰他們。

		

2. 加拿大華傳於1月24日召聚拉丁美洲區的華人宣教士，在網上舉行拉丁美洲華人宣教交流會議，會上有美好的交通分享及禱告，現在計劃下步的策略

		

3. 加拿大華傳參與籌備由加拿大華福主辦，於3月27日在網上舉行世界羅姆人宣教事工研討會，詳情瀏覽加拿大華福網站 www.cccowe.ca 及請代禱。

林安國牧師

麥振榮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
林安國牧師，完成了神呼召他在地上的託付，帶著美好的事奉果效，進入榮耀的國度，我們在華傳
差會有同工的機會，看見他那份宣教心，宣教情，實在敬佩，不單是當今華人教會推動普世宣教的
專才，更是在宣教領域的尖兵，他先有在印尼作前綫宣教士親身的經驗，又再在宣教理論上的研
究，在富樂神學院獲宣教學博士，更寶貴的在加拿大愛民頓牧會，結合理論，實踐帶進教會，推
動教會投身普世宣教的領域，最後累積各方面的理念，經歷，教導而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數十
年來，奮身力行為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舞台上，演出了何等重要的角式，懷念他身上宣教的使命人生，
華人教會絕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馬英傑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
得悉林牧師已於昨天安息主懷，他息了地上的勞苦，病痛也不能再纏繞他。只是我們深感哀悼，要待天家才可再見了，他是華人教會差傳先
鋒，留下許多的嘉言懿行，他雖然死了，仍繼續說話，求主安慰師母及家人。

區應毓牧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
林安國牧師一生致力喚醒華人信徒，務必以神國為念；突破狹隘的家族丶民族、種族觀念，衝破宗派、門戶的封閉藩籬。藉著文字出版、傳
道奮興、教學力行，推動普世宣教。他的生命不獨影響了這一代的華人信徒；並且薪火傳承，讓華人信徒能繼承西方宣教士的心志，廣傳福
音，迎候主耶蘇基督的再來。

譚文鈞牧師 (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懷念林安國牧師，一位華人教會普世差傳的時代先知，影響我個人在90年代神學院接受裝備時宣教學上的領悟。從教學培訓到宣教實踐，
林牧師都表現出非凡的創意，倡導華人教會是普世宣教的橋樑，亦正符合世界華福作為普世華人教會「僕人、先知、橋樑」的角色，聯繫世
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盡心盡力完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真理不變，但傳福音差傳方法可以更新而變化，願我輩華人教牧及宣教同工，
以林安國牧師為侍奉榜樣，竭誠盡忠為主。

何俊明牧師 (華傳前副總主任)
作為你多年的戰友，聽到這消息，心中的感受非常複雜。想到當年你讓我參加一個差會
新同工訓練，開了我對差會行政事工的眼界，華傳後來在建立期間所經歷的，都與當年
的訓練息息相關。想起多年前同工一同 car pool 到三藩市上班，一同下班回家，見同工
比見家人的時間多，那時候同工間的磨擦，及仍一同打拚，這些都在我們夫婦的記憶之
中，願主賜的平安常在你們一家心中作主。

馮永樑牧師 (華傳前總主任)
林安國牧師在最後的幾天可以很開心與家人慶生。昨天開始有呼吸困難。護士用藥物幫助他安睡休息，
直到今天下午五時多在安詳中息勞歸主。正如他這幾天堅決地跟家人說：他要 Finish well 終極無憾、原滿結束！感謝神，他給我們留下美
好的榜樣。

郭文潭牧師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為神的忠僕林安國牧師走完豐盛美麗的一生感謝神。他生命的事奉，留下豐碩佳果、是傳福音者的良師益友，我們永遠懷念他。「聖靈說：
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禱告中惦念林師母及家人，求主安慰保守。阿們!

梁劍雄弟兄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而安息。
為林牧師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李偉庭弟兄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林牧師給華傳留下佳美的腳蹤，願他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被主記念。

杜嘉明牧師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敬愛的林安國牧師一生為主而活，因信而死。願作工的果效隨著他，願他的見證繼續激勵聖徒投身神國的宣教。

......接上頁

王乃基牧師 (華傳國際董事 - 加拿大華傳顧問)

而差會在工場上的產業最終是留給當地人。不過，林牧師的行李再少，都必有一本
小聖經和一本筆記簿，裡面記錄一些講章和文章大綱，一方面預備隨時被邀請講
道，另一方面將一些突如其來的靈感寫下來，他說這樣做才能夠在忙碌中仍有講
道和文章供應。

回想廿八年來，分別到您四個的家居多次作客，有賓
至如歸的溫情，您總記得以上海或北方美食作款待，正
顯出仁厚的品性，以人為先，親力親為的服事別人。廿
年來得以和您近距離的規劃共事，您從來沒有前輩的
架子，並不以權威來自居或武斷，如此珍惜後輩的參
與，使我們可以成長，追上您的願景。您的身段不高大，心胸
卻是寬廣，可以盛載多元團隊的網絡，視野總是遠大，從神領
受開拓的靈感，以異象主導事工的運作，成就和而不同的各方
面需求。去年十月您知道我的引退讓賢在即，忙得不可開交，進入善
終的您竟來電郵作鼓勵，叮嚀我要保重健康並心情常樂，如此的師友是畢生難忘，
只有用您的近期座右銘，激活未來的歲月。
「船被造，不是為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
「如何再創高峰：脫離高峯成果的安逸享受，再入低谷接受從零的挑戰。」

林牧師在營會期間講了一個比喻，他說加拿大的雁每到秋天便飛往南方過
冬，到了春天再飛回來；有一個農夫看見這些雁飛這麼遠非常辛苦，於是將食物
掉在農田上，讓牠們吃飽再飛，於是吸引很多不同種類的雀鳥來到這塊田裡，很
多人慕名而來觀鳥，後來那位農夫索性將那塊農田圍起來收門票，成為當地譽名
觀鳥的熱點，我和林牧師也曾經去過這地方。這個故事的寓意是，那裡有食物便吸
引鳥來，同樣教會有神話語餵養，人自然會興旺起來。因此，林牧師鼓勵我們在宣教
工場上要用神的話語去訓練門徒，他教導我們一套從開荒植堂到訓練領袖交棒傳承的策略模式。他補充說，加拿大的雁成群結隊一起飛
時，在前的迎著風用力飛，在後的吶喊打氣跟隨，而且不斷有新的雁加入，按時輪流轉換位置。他對我說在外打魚多年，是時候回來將
經驗分享，呼籲年青人加入宣教，就這樣我不久便回加拿大華傳繼續服侍至今。
幾年前，加拿大華傳在多倫多為林安國牧師蒙召事主五十年舉行感恩餐會，席間林牧師分享五十年來服侍主的經歷，他說這些年來
他好像緬甸的玉石商人，在一堆堆不顯眼的石頭裡尋找珍寶一樣，廿多年前他第一眼看見我的時候，就覺得這弟兄雖然沒有甚麼恩賜，
但是經過老師傅的雕琢奇貨可居。林牧師又引用“Build to Last”這本暢銷書中，作者James Collins論到一個有異象的領袖，是一位
「造鐘者」(Clock Builder)而非「報時者」(Time Teller)，因為「報時者」只是一個傳遞訊息的人，而「造鐘者」是遠超過「報時者」
的果效，他提供了一個更大的發展及發揮的機會給下一代。林牧師說領袖若能把一生的事工、成長、經歷和智慧的成果變成一個培植下
一代的園林或平台，這不單是下一代的祝福，更是領袖自己的福氣。
我最後一次見林安國牧師是2018年12月，我去墨西哥途經洛杉磯，特別去探望林牧師和師母，住在他們家中四天。當時林牧師已
經完成第二期治癌療程精神不錯，他感謝世界各地有很多主內弟兄姐妹的代禱。我問他們如何教導兒女們這麼孝順，女兒送房子、兒子
送車子給他們，他們說那是身教，昔日他們如何對待父母兒女們都看在眼裡。那幾天住在林牧師的書房裡如置身於寶庫中，很多書籍是
他多年來的珍藏，當中有他多年來的著作，也有一些是他的學生們的著作，最寶貴的是他多年來作差傳研究的手寫稿。正當林牧師為一
箱箱的書籍煩惱時，我建議他將這些書籍送給在柬埔寨的金邊恩典教會，當時他們正計劃成立國際宣教學院，說到這裡我們又談起昔日
在湄公河畔晚飯時，與何俊明牧師一起分享成立宣教學院的異象，林牧師為金邊恩典教會能夠實踐這異象而感恩。另外，我建議林牧師
找人將他過去的教學筆記、錄音和講義編輯成書出版。林牧師說目前華傳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唯獨缺乏寫作的人才，他勉勵我在這方面
努力。因此，他送給我一些書籍，其中包括他早年的著作《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橋樑》，這本書是從他的博士論文中編輯而成，是他
對華人宣教的理念基礎。林牧師同時送給我一個厚厚的文件夾，那是他多年來有關差傳策略研究的資料和手寫稿。他曾經寫過兩本相關
的書籍，分別是1996年出版的《智者策》和2002年出版的《策者成》，這兩本書都是有關差傳策略的基礎與實踐，他原打算退休後寫
第三本有關差傳領袖的素質與栽培策略，他已經搜集了一些資料及例出書目大綱，我們討論書名暫定《成者榮》，意思是領袖用策略去
成就主的榮耀。林牧師舉例按他的恩賜是作一個助手，不適合當領袖，若不是當年黃存望牧師急病離世，他也不會臨危受命，而這些年
來他一直銳意栽培差傳領袖人材。林牧師說一個領袖最重要的不是有甚麼才幹恩
賜，而是要有廣闊的胸襟，才能夠吸引更有才幹恩賜的人跟隨，所謂「有容乃
大、無慾則剛」。在我離開前，林牧師告訴我一個故事，說之前他帶短宣隊去
非洲，在坦桑尼亞參觀一處十八世紀時期販賣奴隸的古蹟，當年英國宣教士李
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年青時來到非洲，在這個奴隸市場買了一位年輕的奴
隸來釋放讓他得自由，但這年輕的奴隸為了報恩決定一生跟從李文斯頓，在李
文斯頓的栽培下成為他的得力助手，並且在李文斯頓離世之後繼續在非洲服
侍栽培人才。林牧師說，他一生就像這年輕的奴隸一樣，蒙恩、知恩、感
恩、報恩。
在林安國牧師身上不但可以聽到很多故事，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故事
的宣教人生，終生努力去完成主耶穌基督大使命，同時他也不段栽培別人的生
命故事，成就主的榮耀，我們永遠懷念他。

華傳網上祈禱會
日期：

1月8日 / 2月5日 / 3月5日 (星期五)

時間：

10am-12pm (PST)，1pm-2pm(EST)，請聯絡：info@gointl.ca

差傳代禱：
		

1. 華傳前總主任、資深宣教導師林安國牧師於2020年北美西岸時間12月3日下午5時10分安息主懷，享年75歲，終時家人在旁，安詳離世。他的安息

			

禮拜於同月22日下午1時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追思禮拜則在2021年北美西岸時間2月5日下午5時在網上舉行。華傳整個大家庭為林安國牧師的離

			

世感到難過與不捨，請繼續為林師母及其家人禱告，求主安慰他們。

		

2. 加拿大華傳於1月24日召聚拉丁美洲區的華人宣教士，在網上舉行拉丁美洲華人宣教交流會議，會上有美好的交通分享及禱告，現在計劃下步的策略

		

3. 加拿大華傳參與籌備由加拿大華福主辦，於3月27日在網上舉行世界羅姆人宣教事工研討會，詳情瀏覽加拿大華福網站 www.cccowe.ca 及請代禱。

林安國牧師

麥振榮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
林安國牧師，完成了神呼召他在地上的託付，帶著美好的事奉果效，進入榮耀的國度，我們在華傳
差會有同工的機會，看見他那份宣教心，宣教情，實在敬佩，不單是當今華人教會推動普世宣教的
專才，更是在宣教領域的尖兵，他先有在印尼作前綫宣教士親身的經驗，又再在宣教理論上的研
究，在富樂神學院獲宣教學博士，更寶貴的在加拿大愛民頓牧會，結合理論，實踐帶進教會，推
動教會投身普世宣教的領域，最後累積各方面的理念，經歷，教導而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數十
年來，奮身力行為華人教會普世宣教的舞台上，演出了何等重要的角式，懷念他身上宣教的使命人生，
華人教會絕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馬英傑牧師 (加拿大華傳顧問)
得悉林牧師已於昨天安息主懷，他息了地上的勞苦，病痛也不能再纏繞他。只是我們深感哀悼，要待天家才可再見了，他是華人教會差傳先
鋒，留下許多的嘉言懿行，他雖然死了，仍繼續說話，求主安慰師母及家人。

區應毓牧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
林安國牧師一生致力喚醒華人信徒，務必以神國為念；突破狹隘的家族丶民族、種族觀念，衝破宗派、門戶的封閉藩籬。藉著文字出版、傳
道奮興、教學力行，推動普世宣教。他的生命不獨影響了這一代的華人信徒；並且薪火傳承，讓華人信徒能繼承西方宣教士的心志，廣傳福
音，迎候主耶蘇基督的再來。

譚文鈞牧師 (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懷念林安國牧師，一位華人教會普世差傳的時代先知，影響我個人在90年代神學院接受裝備時宣教學上的領悟。從教學培訓到宣教實踐，
林牧師都表現出非凡的創意，倡導華人教會是普世宣教的橋樑，亦正符合世界華福作為普世華人教會「僕人、先知、橋樑」的角色，聯繫世
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盡心盡力完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真理不變，但傳福音差傳方法可以更新而變化，願我輩華人教牧及宣教同工，
以林安國牧師為侍奉榜樣，竭誠盡忠為主。

何俊明牧師 (華傳前副總主任)
作為你多年的戰友，聽到這消息，心中的感受非常複雜。想到當年你讓我參加一個差會
新同工訓練，開了我對差會行政事工的眼界，華傳後來在建立期間所經歷的，都與當年
的訓練息息相關。想起多年前同工一同 car pool 到三藩市上班，一同下班回家，見同工
比見家人的時間多，那時候同工間的磨擦，及仍一同打拚，這些都在我們夫婦的記憶之
中，願主賜的平安常在你們一家心中作主。

馮永樑牧師 (華傳前總主任)
林安國牧師在最後的幾天可以很開心與家人慶生。昨天開始有呼吸困難。護士用藥物幫助他安睡休息，
直到今天下午五時多在安詳中息勞歸主。正如他這幾天堅決地跟家人說：他要 Finish well 終極無憾、原滿結束！感謝神，他給我們留下美
好的榜樣。

郭文潭牧師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為神的忠僕林安國牧師走完豐盛美麗的一生感謝神。他生命的事奉，留下豐碩佳果、是傳福音者的良師益友，我們永遠懷念他。「聖靈說：
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禱告中惦念林師母及家人，求主安慰保守。阿們!

梁劍雄弟兄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而安息。
為林牧師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李偉庭弟兄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林牧師給華傳留下佳美的腳蹤，願他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被主記念。

杜嘉明牧師 (加拿大華傳董事委員)
敬愛的林安國牧師一生為主而活，因信而死。願作工的果效隨著他，願他的見證繼續激勵聖徒投身神國的宣教。

Rev. Henry Tseung (Senior Pastor, WCCAC; GOI-Canada Board Member)
Rev. Lam had been the keynote speaker of our church’s annual mission convention. I met with him in person. Though I
didn’t know him well in person, I read his books on mission and applied many of the principles to my preaching and our mission
ministry. He was a kind of wonderful mentor to me.

加拿大通訊
奔向骨肉之親、走遍人居之地

Rev. Harding Ng (Emeritus Consulting Pastor, TCCC)
A beautiful life of Rev. Cyrus Lam. He well lived to the fullest and glory of God! May it
continue to be a legacy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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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Sam Chan (Founding & Consulting Pastor, RHCCC)
Rev. Cyrus Lam was the pastor that encouraged me to serve in mission. We stayed in the
same room and chat a lot in mission trip to Siberia with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 the 90s.
He and C-Mo ministered to my family too. We will miss this dear servant of God.

Dr. John Chang (GOI Board Member)
With deepest condolences to Pearl and the whole family! The Chinese church has lost a mission crusader and the mission
community has lost a mentor-leader. Cyrus has fought a good fight and won his crown of glory!! He is now in a place “better
by far”, free of all pains and can breathe freely--all the clean and clear heavenly air! Cyrus, we will all see you again one day!

Rev. Keith Lee (GOI-Canada National Executive Director)
With deepest condolences to Mrs. Pearl Lam and the whole Lam family. I thank the
Lord that gave a race well run for Rev Cyrus Lam. We knew each other since 1995,
the year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established. Indeed, he brought me through
for God’s missions in last 25 years. He was my wonderful model and a personal
mentor. He wrote two prefaces for my books and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writing. Many were benefited from him. He will always be an inspiration to me. While
sorrow is here for a while, may joy come as he had fought the good fight for the Lord
in His Great Commission. May the gracious Lord’s peace and comfort be with you all.

林安國牧師伉儷
宣教基金
一個屬於

CYRUS and
PEARL LAM
MISSION FUND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的宣教基金

籌款

林氏家族計劃爲林安國牧師伉儷籌募五十萬美元，
奉獻給華傳總部來建立一個投資基金。

投資

所籌的款項將會投放在服務費最低的指數基金。

年度補助金

每年將從該基金的總數中取5% 作爲
以下有關補助新宣教士籌款不足之用。

新宣教士補助金

一位合乎以下資格的新宣教士可以申請這補助金:
1. 經過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以下簡稱:華傳)
正式接納的宣教士單位
2. 新宣教士爲首期 (兩年) 的宣教事奉籌款
3. 新宣教士最少爲自己籌到一半所需要的款項
4. 這補助金額最高只可以達到該新宣教士
所需籌募款項的百份之五十

詳情請瀏覽華傳網頁

gointl.ca

充滿故事的宣教人生 - 林安國牧師

李 傳 頌 (加拿大華傳執行主任)

在南美洲委內瑞拉有一位漁夫，熟悉風向水流，憑著他多年的經驗，知道甚麼時候在那裡下網打魚會有收穫；他召聚了一些年青的漁
夫，每到黃昏，自己站在岸邊的高處，看準魚群所在之處，便高聲呼喊在近岸划著小艇的年青漁夫，到他所指示的位置下網打魚，每次都
收穫豐富。這是我第一次從林安國牧師的講道中聽來的故事，寓意是藉著他多年的宣教經驗，呼籲年青人出來為主收割莊稼。當晚聚會之
後，我們夫婦和林牧師一起去吃晚飯，同行的還有已故加拿大華傳董事主席霍應昌弟兄。席間林牧師提到在緬甸有一個山地民族，多年來
受盡緬共欺壓，後來緬共瓦解，他們對福音開放需要三百位傳教士，但是找了三年連一位也找不到。當時林牧師費了很多唇舌解釋他們的
處境，然後問我們要不要跟他去走一趟學習打魚，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二十四年來在華傳的師友關係，帶領我們踏上宣教路。
第一次跟隨林牧師踏上宣教工場便走在緬甸山區有很多學習，我們為了一張通行證便等了三天，還要經過重重的哨崗檢查，路上更遇
上汽車機件故障，眾人在焦急等待救援之際，林牧師從背包中拿出一副象棋來消遣，他說在宣教工場上要學習忍耐。當時山路雖然顛簸，
林牧師卻在車上睡得甘甜，林牧師說，在宣教工場上能吃能睡都是恩典。我們來到一個村寨，在當地一位傳道人家中住宿，家主宰一隻穿
山甲給我們吃，飯後還端上一盤野蜜糖給我們品嘗，說是從山中的蜜蜂窩裡採回來，裡面還粘著一些野蜜蜂。林牧師說，他早年在印尼開
荒植堂，有一次教會的執事從一個螞蟻窩當中找來一隻螞蟻后給他生吃，說是當地人的上寶。
另外，林牧師是一個心思細膩又很會體諒別人的人。2007年林牧師推薦我負責華傳第一次在泰國舉行的宣教士職前訓練營，在約定
的時間到機場接林牧師和其他同工時，發現林牧師已經早到三個多小時，並且坐在一處角落休息，原來他之前的長途機取消了，航空公司
為他安排另一航線轉機前來，由於他只有少量隨身行李，因此能夠趕上這突發安排，而且提早到達。我問林牧師為何不通知我來接機，
他說是為免勞累我多走一趟。他提醒我們作宣教士的行李要保持精簡，否則會妨礙機動性，他也從不鼓勵宣教士在宣教工場上購置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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