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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的話

拓展神國事工
恩福神學院擴建展望
眼間 2019 年已進入 12 月，恩福
轉協會三十週年各樣活動，也只能
存入記憶。但神在我們中間成就的大
事卻不能不一再提說並獻上感恩。
還記得在 2019 年開始時，曾與弟
兄姊妹分享到恩福神學院需要擴建，
感謝神，祂很快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
四千多平方英尺的地方，並已在今年
10 月 15 日正式成交。這個地方不單
讓神學院有了更好的上課、自修、開
會的空間，讓我們能更好地栽培神學
生；同時也有空間讓我們能開辦各樣
的公開講座及培訓班，讓我們在培訓
將來的全職工人的同時，也能為教會
裝備一批能夠與牧者搭配事奉建立教
會的同工。

神恩所賜 物盡其用
神的家從來不是磚瓦木石的結
構。舊約時代的聖殿乃是一個預表，
正如《新約》的清楚教導：「主乃活
石，我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 司徒禮 牧師
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彼前
2:4-5，弗 2:21-22）。真正的聖殿，乃
是由教會裡的一個一個弟兄姊妹所組
成的基督的身體。磚瓦木石的建築物，
只不過是神的恩典，讓我們有一個地
方，可藉以造就弟兄姊妹，傳講福音，
建立真正的教會。曾見聞，有不少教
會在建堂後，新的教堂不單沒有被更
好地使用，以達成物盡其用來服事弟
兄姊妹，擴展神的事工，反成為弟兄
姊妹勞力費財服事的對象。2014 年溫
州多間大教堂被拆時，固然有很多人
為此惋惜，但亦聽到有弟兄姊妹說：
這事既然有神的容許，也必有祂的美
意。溫州教會被神大大使用，他們廣
傳福音，市內基督徒眾多，教堂林立，
同時也熱心宣教，一度被譽為中國的
安提阿。但後來當教會發展越來越興
旺時，有一些教會領袖卻漸漸把資源
精力放在教堂的建築上，並且越建越
大，越建越宏偉，甚至彼此之間互相

攀比。神容許世上的政權把這些教堂
拆毀，正是要把弟兄姊妹的心從建設
教堂轉回到建立教會上。感謝神為恩
福協會預備了這個新地方。求主憐憫，
叫我們能最有效地使用這個新添加給
我們的地方，栽培信徒，建立傳道人。

栽培師資 靜待花開
神學院的擴建，硬件雖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仍是軟件。有了好的校舍，
也需要有好的老師。而且不單傳道人
需要栽培，教導神學生的老師也需要
栽培。教會需要有經驗的牧師，神學
院也需要有經驗的老師，但經驗卻需
要時間和歷練來累積。很多時候，我
們都願意坐享其成，而不願在別人的
成長上有所擺上和作出犧牲。感謝神
在過去十多年來，有很多學識豐富、
經驗充足的資深牧者在恩福神學院充
任老師，但這些資深的老師終有一天
要退下，會離開。在過去兩年中，神
學院在師資方面增加了五位新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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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些老師雖然經驗尚淺，但前
面已說過：經驗是需要時間和歷練來
累積的。我們願意在栽培傳道人、栽
培神學院老師上付出，也願意弟兄姊
妹和眾教會在這事上與我們同工，不

單在禱告和經濟上支持我們，也給這
些需要操練、需要經驗的同學們、老
師們提供成長的機會並且給予支持。
教會提供並支持神學生實習的機會，
牧長們給予他們指導和鼓勵，對這些

▓ 生命轉彎處

經驗尚淺的同工們多給一點成長的空
間，多一點包容忍耐。
在這末後的日子，我們不單要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祂的莊稼，更
願眾教會能與我們一同來栽培工人。

▓ 親眼看見祢

瓦器裡
的寶貝
◆ 顧弟兄

我來自中國上海，是音樂學院的指
揮兼歌唱演員。我今年 91 歲了，
移民加拿大 20 多年。今生最感恩最幸
福的事，就是移民加拿大第二年就信
主了，得到豐豐滿滿的恩典。如今年
老的時候，我仍然有活力，生活能自
理，人人見我都不敢相信我已年過 90
歲了，依然能參與指導教會詩班和社
區詩班的培訓和承擔指揮。
我太太曾是舞蹈演員，舞蹈家協
會的理事，我信主以後不久，她也信
主了。現在我倆堅持週日到教會敬拜
神，週末參加查經團契。太太 85 歲高
齡也依然登台演出，舞姿輕盈優美，
令人驚歎。每當想起神怎樣恩待我和
太太，內心就有說不出的感恩。

第一個恩典 人生的價值觀改變
我過去因為專業演藝職業的原
因，參加過各種大型演出；常去各種
重要場合；得過無數的獎杯獎狀；見
過無數重要人物，周恩來總理也接見
過我。過去視這些榮譽為寶貴，信主
後，卻視這些為虛無。
《哥林多後書》4 章 7 節說：「我
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
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原來我不過是瓦器，唯有主才是至寶，
是主揀選拯救我，將寶貝放在我這個瓦
器裡，使我的生命產生了質的改變，
瓦器變得有價值，我的生命才真正有
意義。家裡擺滿的獎品、獎杯無數，
都將化為烏有，一點價值也沒有，只
有主賜給我的新生命才會存到永遠。

        祂引領我
出死亡

第二個恩典 主幫助我戒掉舊習

過 去 我 抽 煙 超 過 30 年， 信 主 以
後，決心依靠主戒掉這個習慣，不久
就真的戒掉了！感謝神！可能抽煙原
因，過去我常年有胃病舊疾，吃東西
沒胃口，戒煙以後，胃病也好了。

第三個恩典 救我脫離死蔭幽谷
信主以前我很怕死，信主以後，
我犯了幾次大病，兩次病危送醫院搶
救，其中一次是突然昏迷倒在浴缸，
是我太太幫助我扶起來送醫院搶救才
醒過來。另外一次得了敗血症，醫生
說稍晚送醫就會死掉。還有一次是肝
臟很髒住院治療。非常感恩的是，這
幾次住院搶救過程中，我一點不怕死
了，在病床上，唯一能做的，就是可
以向神禱告，凡事交託給神，一切都
在神手裡，我就坦然無懼，內心十分
平安，病況也奇妙地漸漸好轉，安然
經過死蔭幽谷。我深深體會到：「我
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
天新似一天。」（林後 4:16）
如今，我最大的寄託，就是因為
信主了。信主的人不怕死，因為我們
有兩回生（由母腹出生和信主重生得
永生）一回死（肉體死亡），我們肉
身將會過去，但我們卻有永生，將會
與主永遠在一起。所以我不懼怕，過
去怕死、怕失去所擁有的榮譽和獎杯，
現在我什麼都能夠丟下，唯一有點捨
不得的只是親
人特別是太太。
能參加查
經小組真是好，
可以學習神的
話，成為靈命成
長所需的糧食。
除此以外，我無
所祈求，有主就
有了一切！

◆ Kevin Zhang
Code
在醫院，當你聽到廣播裡播出
Blue（藍色代碼），即病人生命
垂危，心臟呼吸快要停止時的搶救一
幕。讓我來還原這一幕幕驚心動魄的
過程。
意外總是猝不及防，沒誰知道明
天 和 意 外 哪 個 先 來。2019 年 10 月 4
日 中 午 12 點 左 右， 我 在 Scarborough
的一個醫院參加一個演示。由於咳嗽
厲害，我順便在醫院的藥房買了一瓶
止咳糖漿，心想，這是非處方藥，於
是沒看說明書，就喝了一大口，然後
繼續工作。不到 1 小時，我頭腦發昏，
頭皮發癢，接著就拉肚子。上完廁所
後，更覺頭暈，眼睜不開，手冰冷，
堅持用手摸著牆離開了廁所。感謝神
的指引！我竟然摸著牆走到餐廳。這
被我妻子看見，她趕緊扶我，我卻控
制不住往下滑，她扶不住。這時，一
群實習生和老師正走過來，簡直就是
神派來的天使。大家一起幫忙把我扶
到沙發躺下，後來我便不省人事。
據妻子說，我當時臉色慘白，眼
睛緊閉，身體軟得像塊泥躺沙發上。
學生們忙著跟我說話，要我睜開眼睛。
帶實習的老師（他是醫生）從我妻子
那裡得知我喝了過量止咳糖漿後突然
不適，於是他立即讓學生給我喝水。
三大杯水喝下後，我有了一點意識，
但還想吐，頭暈，身體發軟，眼睛睜
不開。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正在
這時，一位護士看到，馬上 call Code
Blue。聽妻子說，當廣播裡 Code Blue
一播出，醫生和護士立馬就到了我身

邊，真像從天而降。我立刻被送到急
救室，左手、右手插滿管子，胸口也
貼滿金屬片。心臟、血壓監測儀開始
啟動。感謝神！醫生、護士對我施行
搶救的每個步驟、每個動作都那麼精
準到位，條理有序，忙而不亂。
《詩篇》139 篇 2-3 節這樣說：「我
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
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下，你
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在急救室，我妻子開口向上帝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神，求祢垂聽我的禱
告，施恩憐恤我，求祢施展祢那萬能
的大能救救我的丈夫！」感謝神！頓
時我那微弱的眼睛睜開了，第一眼看
到的是滿臉淚花眼睛紅腫的妻子，我
感覺我的左手暖暖的，有人握著，恐
懼和害怕被驅走了。在不到 4 小時的
時間裡，我就痊癒了，於是趕緊讓妻
子拍照記念。
感 謝 神！ 祂 用 那 不 可 測 度 的 奧
秘，引導我透過苦難，去看到祂的榮
耀。願一切榮耀歸與神！

▓ 信仰反思

不要問我
   從哪裡來
◆陳 煒

我是誰？
我 從 小 到 大 一 直 普 普 通 通， 有
時很自卑，好像世界上多我一個，少
我一個都無關緊要。像我這樣平凡渺
小的人，在世上是多餘的嗎？我的生
命有意義嗎？我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上？這只是一個意外嗎？
小說《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愛
麗絲在奇幻世界裡迷失了自己，她需
要不斷地去冒險，不斷地追問「我是
誰？」
在這個世界上，我是誰？往往是
由世界的標準來定的。這個世界是看
我擁有多少金錢？住多大的房子？是
不是成功？開什麼豪車？美不美？當
把房子拿走，金錢拿走，成功拿走，

別人的肯定拿走，容貌
拿走，當這一切都被拿
走，我到底是誰？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2019 年 3-11 月

我從哪裡來？
我 從 哪 裡 來？ 我
來到這個世界是個意外
嗎？小時候問媽媽的時
候，她會溫柔地說是從
垃圾桶裡撿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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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橄欖樹」
累積總數
10528
1754
唱到：「不要問我從哪
裡 來， 我 的 故 鄉 在 遠
方，為什麼流浪？流浪
解自己，了解宇宙，了解我們的造物
遠方，流浪。」三毛在她的先生荷西
主，了解生命的意義。
死後很長時間抑鬱，找不到人生的出
路，最後選擇了自殺。
佛教關於輪迴和緣的說法不能給
我 從 哪 裡 來？ 我 從 我 爸 媽 那 裡
來，我爸媽從他們的爸媽那裡來。我
爸媽的爸媽從他們的爸媽那裡來，那
最開始的人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們人
類 的 祖 先 從 哪 裡 來？ 佛 教 講 六 道 輪
迴，前世來生，無始無終，那最早的
輪迴是怎麼開始的呢？
進化論認為生命是偶然發生的，
沒有設計者，沒有目的，機緣巧合，
一切皆偶然，物競天擇，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人沒有意義，只是偶然無
奈地來到世上，最後不得不黯然離場。

我要到哪裡去？
20 年前剛移民加拿大的時候，非
常興奮，但等入了籍，MBA 畢業，上
了班，做了生意，又開始迷茫，往往
在夜深人靜時問自己：我要到哪裡去？
是回中國，去美國，還是留在加拿大？
台灣漫畫家幾米在他的作品「向左轉
向右轉」裡用漫畫以灰色的筆調間接
地揭示了現代人在人生十字路口不知
道該往哪裡去的困惑。
進化論是無神論，認為人來到這
個世界是個意外，死路一條是必然的。
人沒有出路，人死如燈滅。人的一生
很悲哀，哭著來到世界，離開世界時
親人也是哭哭啼啼送你走。

神的創造論
在恩福讀神學的這幾年，我一直
問自己，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
到哪裡去？我讀神學的初衷就是要了

我滿意答案；進化論和大爆炸理論只
是假說，邏輯性、嚴密性不強，不是
真理。真理應是永恆不變的。《聖經》
就是真理，清清楚楚地告訴人是神按
上帝的形像創造的。
《創世記》開宗明義：「起初，
神創造天地。」《啟示錄》讓我看到
會有一個新天新地。只有信耶穌才能
得永生。「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
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約 17：3）
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聖
經》給了我很清楚的答案。我是從神
而來，我要到神那裡去，因那是好得
無比，且有永生。我來到這個世界不
是偶然，也不是意外。我是那位創造
宇宙萬有的神按著祂自己的形像精心
創造的，並藉著我的父母把我帶到這
個世界上。神在我的生命裡有祂美好
的計劃，我是獨一無二的有尊貴有價
值的一個人，我以前不認識神，就像
流浪在外的一個小孩。但如今，我藉
著耶穌基督作為中保，相信耶穌，罪
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恢復與永生
神的美好關係。在地上完成神所託付
我的使命，做一個好管家。我將與神
同行，在新天新地中享受祂的榮耀，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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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的奉獻

並非輕鬆的
「輕鬆營」
2019 大多市同工
      團契退修會側記
◆ 謝章響 傳道  

夜已經深了，還是久久不能入睡，
可能是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也可
能是牧者們的分享，使我難以入眠。
一位牧者講到她的先生去年 4 月
份在 Yonge & Finch 發生的麵包車撞人
事件中的親身經歷，僅差 5 秒鐘，竟
與災禍擦身而過，早 5 秒或晚 5 秒都
躲不過這場災難，她感慨地說，如果
不是神奇妙的保守，她現在已經是一
位寡婦了。去年我是在機場電視上看
到這個消息的，沒想到今天跟這件慘
案這麼靠近！

還有一些資深牧者分享他們人生
和事奉中最沮喪的時刻，以及他們如
何去面對。這些牧者都是我的屬靈長
輩，幾十年為主擺上自己。在我眼裡，
他們德高望重，他們事奉能力令人欽
佩，沒想到他們也一樣地經歷了人生
中常人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甚至是更
大更難的事，但神都帶領他們走過來。
還 有 一 件 讓 我 吃 驚 的 事， 好 幾
位粵語背景的牧者，竟然會講一口流
利的國語，他們說，幾年前，他們一
句國語都不懂得講！是神的託付和幫
助，竟然成就這麼奇妙的事。
其他牧者都坦誠地敞開分享，使
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
面對人生極難的事情，我們有說有笑
地分享神的大能作為。
這次的大多市教牧同工退修會使
我眼界大開，一個個生命的見證，編
織成一幅幅美麗的圖畫，見證神的大
能和奇妙；一個個單純愛主的心展現
在我的面前；一個個忠心事奉主的同

還有一位牧者告訴我們，她本來
三年前就應該離開這個世界，因為身
患重病，必須從教會事奉中退下來，
但神醫治和保守，並且帶領她進入另
一個為她預備、也是很有需要、她也
有負擔的服事。隨後，她帶領我們唱
聖詩《將最好的獻給主》，見她眼裡

恩福近期聚會

另一位牧者分享了她的信主經
歷。神竟然這麼奇妙，用神蹟奇事使
一位完全沒有準備要信主耶穌的人轉
回！這讓很少經歷神蹟的今日北美教
會的信徒聽起來，確實會感到不可思
議。

已經淚光閃閃，我們也跟著感動流淚，
這不是悲傷的眼淚，乃是感恩和喜樂
的眼淚。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董事會成員

總幹事

傅大衛 牧師、王志強 牧師
李經寰 牧師、黃明揚 牧師
陳耀棠 牧師、詹德思 先生

司徒禮 牧師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黃譚玉琼（溫哥華）
徐中（卡加利）
李文偉 (滿地可）
高霞（愛民頓）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Samuel, Hansen, Carrie
Teresa, Vivien（出版）

啟示錄研讀

工就坐在我的身邊，我的心被震撼，
這不正是「團契」的含義嗎？雖然每
個月基本上都會去大多市同工團契，
但第一次在其中深深體驗到團契的含
義，正如使徒約翰所說：「我們將所看
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
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
基督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使你們的喜樂充足。」（約一 1:3-4）
第二天，老前輩馬牧師用神的話
語和他自己一生事奉的經歷來鼓勵我
們好好服事主，眾同工也提問和討論
了今日教會面對的種種問題。大家不
再陌生，一起笑一起哭，這麼真實，
又這麼豐富，神把完全不同背景、不
同文化、不同宗派，甚至神學立場有
差異的同工連在一起，彼此相愛，彼
此傾聽，彼此接納。
雖然這次退修會叫做「輕鬆營」，
但對我來說一點也不輕鬆。無論是今
日教會的問題，還是牧者們的見證，
都深深地觸動我，讓我體會到，只有
生命才會影響生命。唯有深深地禱告，
求神先改變我們傳道人的生命，成為
合主使用的器皿，教會才有可能復興。

末後必成的事

1. 末世的定義
2. 教會被提的幾個論點 3. 啟示錄的解釋
4. 主再來的先兆 5. 如何預備自己
講員：司徒禮 牧師
語言：普通話
時間：2020 年 1 月 11、18 日；2 月 1 日（週六 9:30am–3:30pm）
地點：多倫多華人福音堂（仕嘉堡）
261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M1W 2P5
報名費：$ 30 （提供午餐）
報名截止日期：1 月 6 日
查詢 / 報名：加拿大恩福協會 416-297-6540 或 Samuel@ccican.org
合辦教會：多倫多華人福音堂（仕嘉堡）

多倫多 總辦事處

卡加利 辦事處

3880 Midland Ave., Units 2-4,
Scarborough, ON M1V 5K4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Toll-free: 1-888-909-CCIC
Email : ccic@ccican.org

#242,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Tel./Fax.: (403) 262-8633
Email : calgary@ccican.org

滿地可 辦事處
81 Rue De La Gauchetiere, 2B, Quest,
Montreal, QC H2Z 1C2
Tel./Fax.: (514) 879-1618
Email : mtl@ccican.org

溫哥華 辦事處
Unit 330, 4400 Hazelbridge Way,
Fairchild Square, Richmond,
BC V6X 3R8
Tel.: (604) 273-2999
Fax.: (604) 273-0090
Email: van@ccican.org

愛民頓 辦事處

香港 辦事處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Email: info@ccic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