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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進入倒數時刻，可能不少
人因著今年各樣的天災：亞馬遜雨

林大火、澳洲野火、美國西岸山林大
火，到新冠狀病毒疫情一再爆發，到
各樣的政治不穩，社會撕裂，隨之帶
來的經濟損失，生靈塗炭，想要把這
一年從記憶中刪掉。但我們卻要為這
一年向神獻上感恩，因為神在各樣困
境中為我們成就了大事。

恩福從 2006 年開始與多倫多浸
信會神學院（TBS）合作的神學課程，
在 2017 年底因 TBS 提出我們上課的
課室空間太狹窄，面臨可能要解除合
約停辦神學培訓的窘境，從而迫使我
們積極尋找一個更大的新校舍。感謝
神奇妙的預備，在半年後的 2018 年中
就發現，祂已在我們旁邊為我們預備
了一個總面積五千平方英尺的地方，
並讓我們在 2019 年底把這地方買下。

雖然藉著弟兄姊妹的愛心，在短
短一年內我們已收到的奉獻有 87萬之
多，但最後還是要向銀行貸款 81萬

多。要償還這筆債務，對我們乃是一
個很重的負擔。但神既然在我們中間
動了善工，祂也必定會完成這工（腓
1:6）。接下來，神繼續不斷地感動不
同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要把這工完
成。

全世界最貴的天津鴨咀梨

今年 2月 18日，溫哥華的 J弟兄
本打算到列治文超市買四個天津鴨咀
梨後回家，因為時間尚早，而且恩福
的辦事處就在附近，他決定到恩福辦
事處走一趟，他意外地遇見當天臨時
值班的 Esther 師母。師母與他分享了
恩福的近況，並請他為總幹事司徒牧
師的身體代禱，因他被確診結腸癌將
於 2月 26日動手術。同時，Esther師
母還跟他分享了恩福神學院擴建的經
濟需要。J弟兄把這事記在心中。2月
25日，他收到師母的 WhatsApp，詢
問他是否有感動為恩福校舍奉獻，恩
福很需要他的支持。

 ▓總幹事的話

生命的觸動  永恆的投資
	◆ 司徒禮	牧師

以下是 J弟兄給師母的部分對話：
「這次亦是因當天的巧遇並知道司徒
牧師的情況，所以我亦不能袖手旁觀，
我應全力以赴，再次經歷神的作為。
因為恩福怎能錯過？人生難得的體
驗！其實我與牧師只因上次恩福異象
分享晚宴後送他到朋友家中，才更深
認識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
緣份嗎？」

J弟兄受聖靈感動，於是向恩福
提出願意出資 $15 萬加元，從今年
3月到 10月，以對等奉獻 (matching 
o�ering)的方式，希望鼓勵其他弟兄姊
妹參與，幫助我們儘快償還債務。一
次買四個天津鴨咀梨的經歷，奇妙地
變成貴重的 15萬加元，被神激勵，他
作了更大的投資。

也許好事註定要多磨？因著疫情
的緣故，從 3月到 6月底四個月期間，
我們只收到大概七千元的奉獻。但從
7月開始，就看見神在不同的弟兄姊
妹中間做感動的工作。有一位 R弟兄

為神預備忠心良善的僕人與我們同工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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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7月開始，向他所在的城市的弟兄
姊妹發出挑戰，願意同樣地用對等奉
獻的方式，把他所在地方的奉獻，一
元變四元。(當地弟兄姊妹奉獻 1元、
他 match 1元、變成 2元，加上 J弟兄 
match 的 2 元、成為 4 元 )。R弟兄在
他所聯繫的弟兄姊妹中，加上他自己
的奉獻，四個月內共為恩福神學院的
擴建籌到四萬多元。

另一位弟兄在 8月底寄來支票和
信件，和我們分享了神對他們的帶領：

「本來我們想奉獻給另外的事
工，包括我上 4年級的兒子也很支持
那個事工，他準備奉獻 $30。就在 8
月 21日晚上準備網上奉獻的時候，登
錄了賬號，卻說無法奉獻（第一次出
現這情況）。就禱告主，有感動恩福
的神學院事工，但求主顯明祂的心意
是什麼？那兩天剛好得知恩福的 31週
年感恩聚會，就在星期一（8月 24號）
上午看了感恩會的視頻，又向主禱告，
通過讓我看到第一封關於奉獻的電郵
來顯明祂的心意。禱告完，打開郵箱，
就看到恩福的 2020年 7-8月《恩福臨
中華》雙月刊，我們就感恩主這樣地

顯明祂的心意！所以我們決定直接奉
獻一萬元給神學院事工。」

感謝主，又經過了 4個月，到 10
月下旬，我們便達到了 J弟兄提出的
$15萬對等奉獻目標，我也在第一時
間發電郵告訴他。但另一奇妙的事情
發生了，我通知 J弟兄的電郵竟然不
知所蹤，直到兩週後他主動向我詢問，
才知道他預備的奉獻不是現金，而是
股票。在 10月下旬因美國大選情況不
明朗，股市下滑了接近百分之十，但
到了 11月中又回升到原來的位置。因
這兩週莫名其妙的延誤，J弟兄的奉
獻一點沒有減少，最後我們在扣除手
續費後，還實收 $150,651.88。J弟兄
更分享說，他原來股票買入的價格是
$64,035.08，最後盈利 $86,616.80。但
因為他是直接奉獻股票，所以不需要
支付任何利得稅，以至能夠在神的家
更多盡一分力。

當 J弟兄知道 R弟兄如何有智慧
地善用他原先的對等奉獻鼓勵其他弟
兄姊妹時，他感謝神為他及時安排了
這位 R弟兄幫他在 10月底之前完成
心願。他意識到，他和 R弟兄兩人就

好像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5章裡所
講到的三個僕人中頭兩個僕人，都能
把神所交托他們的翻倍獻上。

J弟兄更向我透露，BC省政府
將於聖誕節前向全省合資格家庭派發
一千元及個人派發五佰元的經濟復蘇
福利金。他建議我可否呼籲溫哥華有
能力、有負擔的弟兄姊妹，繼續支持
恩福神學院擴建的經濟需要。與他一
起經歷先知瑪拉基在《瑪拉基書》3
章 10節所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你
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
甚至無處可容」。

《馬太福音》25章裡所提到的第
三個僕人雖然只從主人領受了一千兩
銀子，也未能把主所交托的翻倍，若
把它投資在永恆的事工上，不單能得
著永恆的賞賜，也能得到主的稱讚。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見主面
時，得到這樣的稱讚。阿們！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悲觀主義
者從每個機遇中看到困難 ,樂觀

主義者從每個困難中看到機遇。」而
我卻在神的恩典中看到了愛。

經過六年的神學裝備，終於畢業
了！回顧讀神學的經歷，充滿了淚水、
艱辛、喜樂與平安。

當初預備讀神學時，兩個孩子都
未成年，需要照顧；家弟患有幾年精神
的問題也需要照料；母親剛來加被查
出身體有疾病常穿梭於醫院；先生與我
各自都經營著不同的店鋪。聽到我說要
去讀神學，先生不但堅決反對，還再三
阻止我向神學院報讀。先生看到家庭現
狀的困難和重擔，如果我再報讀神學
院根本就是雪上加霜。然而我還是堅
持選擇神的恩典和憐憫的愛，不忘神呼
召的印記向前行，就報讀了神學院。

讀神學時的「時間和金錢」是我

很大的障礙，在讀書期間，時間是從
繁重事務中擠出來的，金錢是沒有的
情況下從生活的開支裡先拿出的。在
這過程裡，遇到不同試煉信心的功課，
當沒有「時間」時，不斷在禱告中求
神幫我挪開生活的重擔，而神卻幫我
把經營的餐館賣掉。當沒有「金錢」
時，需要各方代禱，教會的師母知道
了給了紅包表示支持，我表示感謝並
退還。神學院的同工知道了也給我表
格鼓勵我申請助學金，但我拿回家沒
填。而神卻讓我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
讀。《聖經》的《馬可福音》10章 27
節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
因為神凡事都能。」

正是神所賜給的豐盛恩典和憐憫
的愛，靠著祂所賜的恩典和力量陪著
我走過了艱辛的歷程。曾有過的軟弱，
曾有過傷害，曾有過被人誤解，曾有
過的痛苦⋯⋯神卻用憐憫的愛懷抱我

說：倘若世上沒有一個人愛你，你還
有我。《以賽亞書》43章 1節：「你
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
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神用生
活的經歷來操練我，破碎我自己成為
合乎神使用的器皿。那些痛苦、挫折、
軟弱刻下我生命中恩典的記號，也伴
隨著我旅途中成長的祝福。

讀完了神學，兩個小孩已成人
了，各自上大學和高中。先生從不贊
成，變成默默支持和配合。神的恩典
不單在我個人身上豐豐富富，也祝福
我們一家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也特別感謝神學院的老師們，他
們不但用神學知識上的教導，也給予
我很多生命見證的教導。畢業了，我
可誇口的是耶穌基督的恩典和能力覆
庇我，因我什麼時候軟弱，靠著耶穌
基督什麼時候就剛強了。不忘最初的
愛，進入一個新的啟程！

 ▓生命轉彎處

神愛助我前行  恩典多而又多
	◆ 何芳



 ▓忠勤事主

神使不可能變為可能
 ◆ Patricia

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局
勢動蕩，各行業停滯、學校停課，

教會停止聚會。作為「更美的家鄉」
音樂事工團隊的負責人，如何帶領同
工們堅固信心，知難而進，力所能及
地繼續已計劃的事工呢？

1月下旬，疫情首發於武漢，我
的心情在震驚之餘更覺沉重。近些年
「更美的家鄉」音樂事工團隊每年赴
中國各地短宣，舉辦音樂敬拜培訓，
為內地福音資源匱乏的地區提供幫
助，也與各地教會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也曾為武漢市區及周邊地區的教會舉
辦敬拜培訓課程和福音音樂會。當收
到牧者信息說武漢封城，市民禁足，
教會關閉，信徒們不能外出敬拜聚會，
我的心被聖靈催促：「要為中國內地
教會和弟兄姐妹做些事情！」於是，
我們召集「更美的家鄉」合唱團的成
員們，在北約華基教會現場錄製詩歌
敬拜、朗讀聖經金句、邀請牧師禱告，
製作完整視頻通過電子方式傳送給內
地教會牧者，幫助弟兄姊妹在家中敬
拜。並以金錢奉獻支持鼓勵疫情之下
的中國教會。

但 3月第二週開始，政府下令限
制社交聚會人數，多倫多的教會也被
迫關門，詩班練習和錄製也被迫停止。

我們另一項原定 5月開始的培訓

計劃，因疫情一再延誤，但
卻因網絡事工的開展，也
讓我們在 Zoom平台成功舉
辦。兩位講員分別來自台灣
和香港，無法親自飛來多倫
多，但順利地在網上與學員
們隔空面對面授課，連續八
週的晚上舉辦了《實用聖詩
學》和《敬拜學》培訓課程，
吸引了多倫多眾教會 30多
位參與敬拜事奉的弟兄姊妹
參加，反響良好。

 「更美的家鄉」音樂
事工的構想始於 2003年。
當時為了配合來自美國的「傳揚音樂
佈道團」在本地舉辦音樂佈道會，我
與幾位教會同工聯絡，並召集其詩班
成員臨時組成了聯合詩班同台獻唱。
之後，神明確地將「在本地組建一個
跨教會詩班」的異象向我顯明。2009
年，「更美的家鄉」多倫多敬拜合唱
團正式成立。團隊宗旨：藉著音樂、
敬拜、聖樂培訓等多種事工形式，頌
揚福音，「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服事多倫多眾華人教會及國語群體，
以帶領更多人認識神、信靠神。如今，
這支歌唱的軍隊在音樂事工的道路上
經歷風雨，走過十年，事奉的腳步從
未停息。

近年來，看到華人國語教會音

樂敬拜的資源需求不僅限於成年人，
更需重視兒童 /青少年的敬拜培養與
教導。2015年，神將我和另一批在
教會擔任兒童 /青少年事工並具備豐
富兒童 /青少年事工經驗的傳道人、
同工七位姊妹召聚一起，與「更美
的家鄉」團隊攜手共建「愛神青頌」
（AweYsome）敬拜事工團隊，以形式
新穎的趣味教學課程、訓練活動，多
次舉辦各種類型事工培訓。連續三年
舉辦「青少年敬拜營」。

今年因疫情影響不能繼續實體營
會，但同工們仍願意嘗試新辦法。雖
擔心小孩子網課的專注力；家長也擔
心孩子放假睡懶覺，不能按時上課。
但我們堅信做符合神心意的事工神會
幫助我們跨越困難。神預備了一位具
備網絡高科技工作經驗的姐妹擔任聯
絡工作，配搭一支有聖靈充滿、有音
樂恩賜和經驗的年輕人敬拜團，加上
幾位志願者、協助同工，付出大量時
間精力，成功舉辦了網上話劇班、歌
唱班和繪畫班等內容的「暑期青少年
敬拜營」。

今年 11月，我們還成功參與了
城東國語宣道會建堂 20週年慶典。去
年計劃是做感恩音樂會，因疫情改為
網上，獻唱變成製作視頻。團員們各
自在家練習、分期分批錄音。神又為
我們預備了一個氣候相宜、疫情緩和
的日子在戶外錄製影像部分。神使不
可能成為可能，鼓勵同工走出憂慮，
因同心事奉而喜樂！

疫情下的事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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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網路上
敬請關注
恩福網站 www.ccican.org
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cci.can
或請掃描右側 QRCode 跟蹤查詢即時、詳細信息

講台服侍操作技巧坊

日期｜ 2020年12月19日（週六）國語

	 2021年2月20日（週六）粵語

溫哥華時間｜ 10:30am	-	1:30pm

主持｜黃明揚	牧師

	 （溫哥華恩福義務事工主任）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報名鏈接

恩福神學院擴建貸款歸還報告

2019年 12月貸款總額 $812,500

至 2020年 12月累積清還本金 $24,300

2020年 12月計劃一次性清還 $300,000

2020年 12月貸款餘下總額 $488,200

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事奉訓練證書課程系列

做合神心意的長執

日期｜ 2021 年 1月 9、16、23、30 日（週六）

講員｜王志強	牧師、蔡偉雄	牧師				

									詹德思	執事、呂維光	長老

對象｜教牧同工、長老、執事、教會領袖、神學生以及

									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

溫哥華時間｜ 10:30am	-	1:30pm

卡爾里、愛民噸時間｜ 11:30am	-	2:30pm

多倫多、滿地可時間｜ 1:30am	-	4:30pm

報名日期｜ 2021 年 1月 8日（週五）

	Zoom 視訊講座

報名後將獲得會議號和密碼

查詢電話｜ 416-297-6540
報名鏈接

恩福協會已經開通電郵轉賬 / e-Transfer
e-Transfer: enfucanada@ccican.org
profile name: CCI of Canada

注 1：e-Transfer 方式僅用於奉獻用途，切勿用於繳費！
注 2：請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姓名、電郵、地址等信息。

開通
e-Transfer

多倫多、滿地可｜晚上 7時

相等於溫哥華｜下午 4時

卡加利、愛民頓｜下午 5時

北京時間｜次日上午 8時

形式｜ ZOOM視頻會議
報名資格詳情
請進入鏈接查看

開放 TBS 恩福神學院旁聽課
2021 年上半年課程表

諮詢電話｜ 416-297-6540

粵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