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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撥冗出席今天贊助難民座談會首次公開會議。 

作為核心小組，首先我們渴望與大家分享列宣在準備難民贊助由開始探索、識別到目前的整段過程； 

第二，我們同樣也渴望聽到大家對這項計劃的提問或建議。這是座談會的雙重目的。 

這份簡報包括一些背景資料，核心小組的工作和目的，以及藉著神的帶領我們下一個步驟。 

今天座談會，我們歡迎大家的意見、提問、交流。 

讓我們一起研討，聆聽及祈禱。 

列列列列宣宣宣宣贊贊贊贊助助助助難難難難民民民民核核核核心心心心小小小小組組組組 

李耀全牧師、張志成牧師、曾慕基(主席)、歐子駿 (文書)、 

陳榮基、歐王瑞芳、吳馮夢嫻、馮余蓮蓮、王連麗紅 

 
 

 

�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的的的的過過過過程程程程……？？？？ 

2015 年 8 月 列宣眾長老和牧者作了一個決定，探討難民贊助的可行性。成立一個探索小組

展開一連串的工作包括學習、研究和祈禱，列宣能否參與難民贊助。該小組由

李耀全牧師及張志成牧師帶領。 

探索小組組員包括: 陳志強、馮余蓮蓮、李佩珊、梁富文及李健明 

  

2015 年 10 月 探索小組推薦成立核心小組，制定列宣難民贊助計劃，透過總會 C＆MA 難民贊

助參與者協議計劃去實施。 

 

  

2015 年 11 月 

 

在 11 月 1 日會友大會向會友提出難民贊助計劃已。 

長議會於 11 月 15 日議決成立核心小組，負責監督計劃和難民贊助方案的籌劃

工作。 

列宣展開救助及衛生用品項目，以濟世界各地難民燃眉之急。 

 

  

2015 年 12 月 核心小組會議於 12 月 3 日進行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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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核核核心心心心小小小小組組組組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命命命命、、、、目目目目標標標標及及及及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使使使使命命命命宣宣宣宣言言言言 

 

聖經之教導我們要照顧受壓迫和有需要的人、列宣欲參與贊助到加拿大的難民，與宣道總會及加拿大

公民及移民部合作，希望開展及實行安置與支持到加國的難民計劃。教會歡迎及照顧難民，能實際地

顯示神對世人的愛。藉著參與贊助難民，可以加深會眾對傳福音的熱忱、加強見證基督的愛和救恩。 

 
 

目目目目標標標標 

 

 

小組的目標是執行 2015 年 11 月 15 日長議會的議決，開展一項新事工：贊助到來加國的難民。按使

命宣言的精神，確定目的，幫助小組展開計劃以便達到目的，小組當盡力確保計劃正確地實施，讓這

項事工能榮耀神，在社區中作見證，帶來教會屬靈上的益處並使教會合一。 

 

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1. 邀請、鼓勵及與會眾一同參與事工，使神得榮耀，會眾可以： 

1.1 感受到他們的意見被尊重； 

1.2 有興趣更多認識這事工； 

1.3 明白這事工有何性質、需要投放多少人力、物力，以及背後有何意義； 

1.4 讓會眾清楚明白到這事工備有足夠時間，充足的資訊，神學基礎及屬靈指引/指導，以致使會

眾能以禱告的心作出明智的決定； 

1.5 了解到會眾若有意見及評論，會在詳細計劃及在最後推行時作為參考； 

1.6 欲參與這事工；及 

1.7 明白到每一個肢體都有份於這事工，無論是代禱、傳播、金錢上的支持，或是時間上及勞力上

的參與。 

2. 成功申請贊助最少一個難民家庭到加國，最理想是能於本年 6 至 9 個月內抵加。 

3. 確保整個教會盡力於第一年支持這移民家庭；若有需要，一年後繼續支持。 

4. 這事工有正確及透明的財政記錄。 

5. 監察及評估教會所作的贊助難民事工，並接受會眾的意見；與長議會保持緊密聯絡；有需要

時，修訂事工計劃及實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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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會會會會通通通通訊訊訊訊：：：：週週週週刊刊刊刊附附附附頁頁頁頁 

 

 

週週週週刊刊刊刊附附附附頁頁頁頁一一一一 ：：：：2016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30 及及及及 31 日日日日 

 

「「「「列列列列宣宣宣宣」」」」為為為為何何何何要要要要贊贊贊贊助助助助難難難難民民民民計計計計劃劃劃劃？？？？ 

 

 

我們相信照顧貧窮、有困惑、及受壓迫的人是神給與我們的使命。目前有千千萬萬難民正陷於危急的

需要中，這是個機會向有需要的人活出及彰顯神的愛。 

 

我們希望看他們的困境為我們的困境。 

我們希望視他們的難處為我們的難處。 

 

在 2015 年「將臨」期間，「列宣」參與難民募捐行動，收集救援物品及日常衛生用品，送給難民。

這是一項很可喜的群體行動，感謝神，藉著祂豐富的恩典，讓我們參與救援的工作。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教教教教會會會會現現現現正正正正在在在在祈祈祈祈求求求求，，，，並並並並考考考考慮慮慮慮可可可可實實實實行行行行的的的的步步步步驟驟驟驟去去去去贊贊贊贊助助助助一一一一個個個個難難難難民民民民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到到到到加加加加拿拿拿拿大大大大。。。。 

 

最重要的是，教會的眾領導和牧者，及會眾都有同一異象，並熱切地為這個異象禱告。我們並不單是

想要開展一個「事工項目」。我們知道贊助一個難民家庭是相當複雜的事情，涉及很多工作及財務上

的需要。我們希望先有同心的禱告，然後了解實際存在的問題。 

 

本文讓我們在實行的方向起步。在第二部份的文章(下期) 你會從聖經及神學基礎上學習到贊助難民 

(由李耀全牧師及張志成牧師撰寫)。請注意日後文章所指出：如何為難民禱告，及我們計劃如何進

行。 

 

讓我們一起禱告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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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週週刊刊刊刊附附附附頁頁頁頁二二二二 ：：：：2016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6 及及及及 7 日日日日 

 

聖聖聖聖經經經經如如如如何何何何教教教教導導導導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幫幫幫幫助助助助““““難難難難民民民民”””” 

「他為孤兒寡婦伸張正義，又把衣食給寄居的人。所以你們要愛寄居的人，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人。」申 10:18-19(新譯本) 

小孩 Aylan Kurdi  的屍體被沖上土耳海灘的圖片，令世上的人感到寒憟。隨之而來的，不單止是對小孩及其家人

深表同情，也對目前難民逃亡的恐怖現象。 

但同情不單是人所感受到的反應。當想到及談及歡迎難民時，恐懼、混亂甚至漠不關心也成為了人的反應。雖

然如此，我們相信神呼召我們要更深的認識祂的憐憫，以使我們也可以回應。 

我們第一個步驟是尋求神及祂的聖言。 

基督徒被召在基督耶穌裡得到神的愛，由聖靈繼續改變我們去張顯這份愛，讓世人能認識及見到神的愛。所

以，在目前緊急需要的情況下，我們需要自己問問，「神要我們怎樣去回應今日難民危機？」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聖經的教訓應如何照顧受迫壓者，寄居者及難民。 

1. 希伯來文ֵ�ר (gēr),  舊約出現 92 次，指「外僑、陌生人、外國人，寄居者」。這個字的重要處是在指

出神命令祂的子民，要愛及接待待「陌生的人」或ר (gēr)。換言之在我們的國家及鄰里照顧及接待

難民，是表達神的子民活出捨己的呼召。 

2. 好客：在新約裏經常命令「款待」是實行愛陌生的人(羅 12:13)。愛朋友是容易，但基督吩咐教會要

愛陌生的人。聖經亦提到因接待陌生人，我們可能是接待了天使。(來 13:2) 

3. 接待陌生人：耶穌清楚有力地指出：「你們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

我的身上了。」(太 25:31-46)。最後我們不可問耶穌「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渴了、餓了，又甚麼時候見

你作旅客？」 

4. 照顧受逼迫的基督徒：今日，在千萬的難民當中有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整個家庭，受到信仰上的壓

迫。贊助基督徒難民，我們可減低弟兄姊妹的壓力。 

5. 做好撒瑪利亞人：為受壓迫的基督徒祈禱及幫助他們故然是重要，耶穌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當中

教導我們「我們的鄰舍」，不單只包括那些與我們同一宗族、同一國藉或同一宗教的人。在比喻中

好撒瑪利亞人冒險幫助與他不同種族的人，花費了大量金錢及時間去照顧受害人的需要。撒瑪利亞

人對有需要的人付出了愛和憐憫，是我們的榜樣，就像耶穌向我們指明：「你去，照樣作吧。」(路

10:25-37) 

6. 我們對週邊的使命：耶穌差派門徒在他們的城市(耶路撒冷)，在他們的家國(猶太)，及跨文化的人和

地方(撒瑪利亞)作見證。(徒 1:8)。接待難民到加拿大，是難得、極高策略傳揚福音的機會。 

還有，聖經記載了無數的信心英雄，像難民般逃避要壓迫傷害他們的政府。這些英雄包括大衛、以利亞、但以

理、以斯帖、亞伯拉罕、約翰，還有耶穌自己(太 2:13-18)。 

神雖然不單止關心難民，也呼召祂的教會要積極地接納難民。這與祂的性情很配合，愛護受壓迫及無從異議

者。這也配合神在聖經中教導祂的子民在實際生活中要表現出憐憫。我們相信神今日呼召我們盡力恊助解決難

民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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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週週刊刊刊刊附附附附頁頁頁頁三三三三 ：：：：2016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13 及及及及 14 日日日日 

 

參參參參與與與與目目目目前前前前難難難難民民民民危危危危機機機機的的的的三三三三種種種種途途途途徑徑徑徑 

 

1.  禱禱禱禱告告告告 

1. 為敍利亞流離失所的難民祈禱。 

2. 求神保守供應在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及其他地區的難民。 

3. 為難民在歐洲尋求庇護禱告。 

4. 為在加拿大(及其他國家)的難民安置祈禱。 

5. 為世界各地區的教會祈禱，讓我們集體的回應能反映出耶穌的愛。 

6. 為各國政府的領導人祈禱，求神賜與他們智慧用公義及憐憫去回應。 

7. 為難民危機的根源衝突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祈禱。 

8. 為「列宣」贊助難民核心小組祈禱。 

9. 為我們個人對難民危機的了解及回應祈禱。 

 

2.  向向向向其其其其他他他他人人人人學學學學習習習習 

加拿大宣道總會有豐富資料指導我們如何贊助難民。要了解總會所採用的途徑，請參考以下網頁：

www.cmacan.org/about-refugee-sponship 

學習及參與目前提供安頓難民，語言及其他需要的社會服務。以下是本地服務機構之一：ISS of BC 

(Immigrant Services of BC) 綱頁 www.issbc.org 

全球教會正在以不同方式回應現時的難民危機，其中一項行動是教會與援助組織合作「我們歡迎難

民」，詳情可參閱以下網頁：wewelcomerefugees.com 

 

3.  共共共共同同同同商商商商討討討討 

歡迎向核心小組成員提問有關「列宣」贊助難民家庭的計劃。雖然我們對這計劃都很陌生，我們懇切

地投入學習如何可以協助現今難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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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下下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是是是是甚甚甚甚麼麼麼麼？？？？ 

我們的目標是本年內贊助一個難民家庭。 

以下是核心小組的下一步預計時間表。我們估計，如一切順利，我們最早可在今年的秋季迎接一個難

民家庭。 

 

2016 年 1 月 

 

開始教育和溝通的

過程 

2016 年 3 月 

 

開始認獻的過程 

2016 年 5 月 

 

5 月 15 日募集到一

半認獻承諾。 

 

 

2016 年 9 月 

 

估計最早迎接一個

難民家庭 

 

 

難難難難民民民民贊贊贊贊助助助助籌籌籌籌資資資資計計計計劃劃劃劃 

籌籌籌籌募募募募方方方方向向向向 

核心小組推薦兩方面： 

首先，這個難民贊助項目的所有經費將來自列宣的經常預算之外。換句話說，這將是一

個特別的項目，會眾可以自由參加。 

第二，我們打算成立一個兩階段的認獻和籌款計劃。由 3 月份開始，呼籲教會大家庭對

此項目認獻。設定 5 月 15 日為目標日募集得到百份之五十。 

如如如如何何何何計計計計算算算算預預預預費費費費 

我們透過「混合簽證推薦計劃」贊助一個難民家庭（或 BVOR;見 4-5 頁“C&MA 常見問題指南界別

組”。） 

基於估計的贊助費用，在總會 C&MA 指南表 1 中提供，贊助一個五口之家庭，一年定居費用需要

$29,700（見第 2 頁）。 

計算溫哥華/列治文的較高生活水平因素，我們推算一個五口家庭所需的費用為$ 50,000。 

該 BVOR 項目被稱為“混合”計劃，因為它是一個費用分攤的項目，分別由加拿大移民局（CIC）和贊

助協議參與者及其選擇團隊（即列宣），合作支助難民家庭。經費是 50-50 分擔，每個單位負責全年

定居費用的百份之五十。故此我們所負責部份約$25,000。 

我們設定 5 月 15 日募集到一半即$1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