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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無比」，這是我在三十六
年前（1984年）從千裡達回到夏城（哈
里法克斯）五月第一個主日講道的題
目。有人可能會問，我怎可能把三十
多年前講道的題目記得這樣清楚？
因為那天崇拜後，我就要到醫院預備
摘除肋骨的手術（見二月份恩福雙月
刊）。預備那篇講道時，只知道醫生
告訴我說，我隨時可能要死了。

那時，透過保羅對腓立比教會所
說的話：「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
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
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
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
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
1:20-23）。這段話提醒自己，也提醒
弟兄姊妹，我們信主的人，生命在神
的手中，無論是生是死，都是好的。
若主要我們留在世上，就是要我們結
出更多果子，若要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把我們接回天家，那更是好得無比。

上次在二月份恩福雙月刊與弟兄
姊妹分享時，最後我說到：「有可能
我會就此離開這個崗位，或治療後還
能回來繼續在這個崗位上事奉，但因
著後續的治療，這將是短期內最後一
次在這個平台上與弟兄姊妹分享。」
沒想到，在六月份的恩福雙月刊又能
繼續與弟兄姊妹分享了！

從一月二十一日做腸道內窺鏡
檢查發現腸道有惡性腫瘤，到二月
二十六日開刀只有五週，這在加拿大
可算是非常快的。開刀切除腫瘤後正
好五週後（四月一日）回去復診，醫
生告訴我，癌細胞完全沒有擴散，宣
告我這個病已經是完全治愈，也不需
要任何後續化療。從發現到醫生宣告
治愈，前後正好十週。神不單在這事
上讓我看見是祂再一次把我留下，同
時也讓我看見祂奇妙的恩典和安排。

第一，發現腸道有惡性腫瘤的那
一天，正好是我妻子 65歲生日的同一
天。神又再一次提醒我們，人的生命

 ▓總幹事的話

好得無比
	◆ 司徒禮	牧師

不在自己手中掌握，我們所度過的年
日都在祂的手中。

第二，能夠很快地安排做手術，
因為在我做手術後兩天，醫院便因新
冠疫情的原因停止所有非生命危急性
手術。若我沒有在二月二十六日動
手術，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安省
因這次疫情的緣故，兩個多月累積下
來沒有做的心臟、癌症手術已超過了
五千宗。

第三，在開刀前，醫院給了一本
小冊子，提醒病人開刀前後要注意的
事情。其中一項是，要在家中預備起
碼一個月的食物和日用品，免得手術
後養病期間，還要外出購物。結果我
們在大家都在因疫情緣故搶購之前，
就已把所需要的物品買好了。

第四，因住院時，正是疫情開始
爆發前期，家人和弟兄姊妹堅持我不
能住普通病房，免得被感染。最後我
入住兩人的半私人病房，結果旁邊的
病人第二天就出院了，同時也因再沒
有新的病人入住，而變成一間私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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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勤事主

如何面對人生的冬天？
	◆ 陳榮基	牧師

近日在新冠肺炎肆虐、人人居家
隔離的時候，我們往往被提醒，看到
健康的脆弱性，人性的醜惡面，制度
的不可靠，等等。但同時，我們也從
《聖經》中，看到初期教會在逆境中，
如何經歷主豐盛的恩典和能力而得到
激勵！

「你要趕緊地到我這裡來。」（提
後 4:9）

「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裡
來。」（提後 4:21）

《提摩太後書》是使徒保羅所寫
的書信中的最後一卷，可以說是保羅
殉道前的遺書。在羅馬監獄中記掛以
及切切地想要見他親愛的「兒子」提
摩太（提後 1:3-4）。書信的結尾兩
次催促提摩太趕緊來羅馬陪伴他，以
便把福音的火炬交給新一代的教會領
袖。讓我們從中了解使徒保羅的心情
及心態：

珍惜主內情誼  發揮隊工精神

「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
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
事上於我有益處。」（提後 4:11）

對比《提摩太前書》強調地方堂
會的體制規章，以及如何牧養教會，
《提摩太後書》比較多觸及個別的人
物。作為使徒，面對外邦人宣教龎大
的需要，保羅花了很多心思在團隊的
組建上面，他十分看重每個同工的忠
心和恩賜，在艱苦的牢房生活中，常
縈繞腦際的，還是如何適切與及時地
調配同工和資源，例如，派革勒士去
加拉太，派提多往撻馬太去，等等。
（提後 4:10）

房。

第五，住（半）私人病房的費用，
神也替我預備了。在開刀前，有幾位
牧者來看望，為我禱告，並帶來他們
教會的愛心奉獻，加起來的總數，正
好是（半）私人病房的費用。

第六，也感謝很多弟兄姊妹的愛
心，在我手術前後為我們預備了很多

美味的食品、療養的營養品，還有口
罩、消毒液等等。顯明了主內一家，
相親相愛。

第七，因為疫情的緣故，到了三
月中，政府下令，所有非必要行業都
必須關門，所有員工都要留在家中工
作。這對很多人帶來了很多不便，但
對我來講，卻是一個很好的安排，讓

路加，保羅稱他「所親愛的醫生」
（西 4:14），他是《路加福音》和《使
徒行傳》的作者，也是保羅第二次宣
教旅行的同伴（徒 16:10），很可能保
羅是把《提摩太後書》口授給他筆錄
的。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馬可福
音》的作者，早年曾跟隨保羅和巴拿
巴參加第一次宣教旅行，可是馬可中
途離開了他們（徒 13:13）。後來保羅
拒絕再帶馬可去第二次宣教旅行，以
致和巴拿巴，「二人起了爭論，甚至
彼此分開」（徒 15:39）。大概十二年
後，保羅卻對馬可有極高的評價，他
寫道：「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
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
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裡，你們就接待
他）⋯⋯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三個
人是為神的國與我一同做工的，也是
叫我心裡得安慰的」（西 4:10-11）。
「與我同工的馬可⋯⋯也都問你安」
（門 24）。感謝主，成熟的領袖看
重同工關係，也給新進同工機會去成
長！

饒恕別人過犯  清除心中苦毒

「你要趕緊地到我這裡來。因為
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
撒羅尼迦去了。」（提後 4:9-10）

「銅匠亞歷山大多多地害我，主
必照他所行的報應他。你也要防備他，
因為他極力敵擋了我們的話。」（提
後 4:14-15）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
助，竟都離棄我；但願這罪不歸與他
們。」（提後 4:16）

底馬這名字一共在《新約》出
現過三次，他是「與我同工的」（門

24），到只提名字（西 4:14），這裡
說到他貪愛現今的世界，離棄保羅而
去。這事對保羅的打擊相當大，一方
面是一位「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
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嘗過神善
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
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重釘十字架，明
明地羞辱他」（來 6:4-6）；另一方面，
底馬是保羅團隊核心同工中的一員，
看著他一步步被世界吸引，對屬靈的
事冷淡下來，甚至脫隊開小差，這使
保羅情何以堪！這時的保羅在初次聆
訊時，並沒有人前來幫忙，「竟都離
棄」他，但保羅並沒有苦毒怨恨，反
而說「但願這罪不歸與他們」。我們
也要留意他對底馬並沒有作出攻擊，
甚至對銅匠亞歷山大的敵擋，保羅也
只是聽憑主怒，「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
步。」（弗 4:26-27）

委身傳道大業  守住屬靈晚節

「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
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
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提
後 4:13）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
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叫外邦人
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
進祂的天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
永遠遠。阿們！」（提後 4:17-18）

使徒保羅催促他屬靈的兒子提摩
太，在冬季來臨以前快到羅馬來相聚，
除了要把約翰、馬可帶來商討事工以
外，他還要求三樣東西，就是外衣、

我能安心留在家中工作。

神的恩典真是無法數算，正如詩
人所寫的：「神啊，祢的意念向我何
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
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祢
同在。」（詩篇 139:17-18）

從使徒保羅我們學到的



書籍和皮卷。對於保羅來說，他準備
要在陰冷潮溼的羅馬牢房中度過寒
冬，這外衣大概是一件厚重無袖、長
蓋過腳的圓形斗篷，中間開一洞讓頭
穿過。而且他要在昏暗的環境中，繼
續閱讀部分舊約聖經、新約聖經的手
抄本等，書籍是蒲草紙做的，皮卷則
是山羊或綿羊皮做的。使我們對這位
寫了新約書卷大約一半的作者的好學
不倦、持續進修的精神肅然起敬，成

為我們美好的榜樣！

保羅在眾叛親離的境况中並沒有
氣餒，因為他已作好殉道的準備（提
後 4:6）。主加能賜力給他，在法庭上
講得清清楚楚，讓外邦人有機會聽聞
耶穌基督的福音。獅子的口是指撒但
的攻擊，罪惡的權勢，這些都不能傷
害神忠心的僕人，敵人兇惡的攻擊與
引誘，並不能搖動使徒的心志，他有
明確的永生榮耀盼望，以及福音大業

的願景（提後 4:18）！相傳使徒保羅
後來被判刑，並在羅馬城外斬首殉道，
至死忠心！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對前途忐
忑不安嗎？是疫情？是失業？還是健
康？在老齡化社會中，每個人遲早都
要面對我們人生的冬天，你的人際關
係困擾你嗎？你有妥善處理心中的苦
毒嗎？你有天天忠於基督耶穌的大使
命嗎？

 ▓生命反思

疫苦思甜
	◆ 鄧之寧	傳道

清晨窗外，雪花在飄！鈴聲響起，
一位九零後姊妹來電：「師母

今天咋樣啦？新冠病毒檢驗結果出來
沒？」

「還沒！但她吃藥後，燒退了
點，咳嗽緩解了。你在幹嘛？」「我
在超市血拼啊。學校課停，飯可不能
停。你家需要啥？快點告訴我，我順
便買了給你送來。」

謝謝姊妹的心意，催她趕快回
家，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想起前晚和阿明弟兄的通話。阿
明經營的一家大型超市在疫情肆虐中
維持正常營業。他曾想過終止營業，
但想到超市屬於政府規定的必要服務
行業，所以就堅持開業。「不擔心自
己和家人、還有員工的健康嗎？」我
問。「怎會不擔心？從 3月開始，有
半數夥計都不敢回來上班。我只能身
先士卒，和管理人員、部門主管齊齊
披掛上陣。為策安全，特別加強了衛
生防範措施：從 2月份開始增聘保安
站在超市門口維持秩序、控制人流，
確保進出人數平衡；為顧客發放口罩，
勸阻體溫超過 37℃的人進入；在商場
各處擺放洗手液和濕巾，增派人手勤
做清潔，儘可能令消費者安心。所以
客源並未流失，還來了不少新顧客，
營業額未受太大影響。」

阿明說，「很多夥計迫於房東的
壓力，如果他們回來上班，就逼迫他
們搬出去。還有家人擔心，反對他們
復工。為鼓舞士氣，公司為堅守崗位
的夥計額外發放相當於其薪酬 10%的
特別津貼。」

「政府並沒有要求商戶這樣做，
但你們做了。那你們會不會調高售價，
抵消這些額外支出呢？」他說：「當
然不會。其實除了上述預算外支出，
由於供應商提高了蔬菜、雜貨、米和
麵粉等商品的價格，並且頻繁地催收
貨款，公司確實面臨財務壓力。但現
在整個工薪階層的收入都大幅減少，
誰都不容易，而超市賣的全是日常必
需用品，假如我們抬高售價，消費者
豈非雪上加霜？如果能幫助有需要的
人，我不在乎吃點小虧。我知道你正
在隔離不宜外出，不妨把購物清單給
我，下班後我把東西送到你家吧。」

我趕忙道謝！說：「需要時我
一定向你求助！你為了他人而捨棄利
益，你是有福的。施比受更為有福。」

阿明弟兄接著說：「你不覺得嗎？
為了抗疫，人與人之間不得不保持距
離，變得生分了。就像超市的顧客，
彼此相隔兩米大排長龍；回到家也不
敢放肆。剛進門兒子就撲過來喊『爹
地抱抱』！我第一反應不是張開雙臂
迎上去而是躲開！他生日那天我嗓子
有點癢，死命忍著不敢咳嗽，吹蠟燭
切蛋糕時都遠遠躲著，他多失望啊！
但另一方面，疫情也使人的心彼此拉
近了。因為減少外出，有更多時間來
陪家人，我才驚喜地發現，原來他們
是如此的在乎我，而我卻一直不知道
珍惜！」

我說：「這一點我感同身受。最
近兩個星期，我妻子因發燒咳嗽需要
與我和孩子們隔離，我榮升為『家庭
煮夫』，才體會到妻子二十四年身為

『一家之煮』的辛苦，點點滴滴都是
愛啊！」

阿明說：「是的！疫情肆虐，教
會聚會都改成網絡形式，為我這種每
天工作到晚上八點，禮拜天還要上班
的人，提供了參加主日學、禱告會、
小組和主日崇拜的機會，與弟兄姊妹
之間的關係反而更密切了。」

我也很感慨：「距離產生美感！
疫情使咫尺變為天涯，可是在主的愛
中，天涯也能變為咫尺。」

「鄧傳道，疫情還讓我體會到，
主的恩典夠我用。以前我常抱怨自己
不走運，各種壓力和情緒都不敢在太
太面前宣洩；今天，當我得知一位部
門主管的妻子下個月就是預產期了，
說到壓力，他壓力比我大多了！可是
我比他幸運，因為我信耶穌。如今我
常常借著禱告向主傾訴，毫無保留。
每當向主交托禱告之後，整個人都輕
鬆下來了。」

「阿明，這世上沒有過不去的事
情，只有過不去的心情。疫情中誰都
不好過，但把辛苦也當作幸福來過著，
我們就贏了。相信耶穌，就應當一無
掛慮，凡事禱告、祈求，和感恩。祂
必賜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參：
腓 4:6）

「可是傳道，這次疫情有一種現
象讓我感到莫名其妙。二月時我帶著
口罩去購物，周圍不戴口罩的人都把
我當成瘟神；可到了三月情况逆轉，
不帶口罩進入公眾場所，往往會被旁
人敬而遠之。口罩居然能影響正常的

與超市從業者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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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calg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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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辦事處
Email: info@ccihk.org

總幹事

司徒禮 牧師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Samuel, Hansen, Carrie

Teresa, Vivien（出版）

黃明揚 牧師（溫哥華事工主任 - 義務）

黃譚玉琼（溫哥華）

徐   中（卡加利）

高   霞（愛民頓）

李文偉、劉斌 (滿地可）

疫情下  網絡上

疫情之下，教會和福音機構都面臨挑戰，需迅即採用

網絡這種新方式繼續開展各種聚會。

疫情期間，恩福也為弟兄姊妹預備了一些培靈、佈道、

研經、門徒造就類的網上聚會。具體細節和時間會在稍後

通知。敬請大家關注留意我們的網站和臉書專頁發佈的即

時信息，請掃描右側QRCode。

近
期
聚
會
報
告

人際交往！在我看來，與人相交，貴
在彼此寬容，理解。要想得到旁人的
尊重，我首先得學會自重。一個對自
己都不負責的人，怎麼肯對鄰舍、對
社區負責呢？我堅持在公眾場合戴口
罩，利人利己，問心無愧。」

「你說得好，要學會自重！我們
常常把『彼此相愛』掛在嘴邊，卻常
常會忽略另一條誡命『愛人如己』！
人若不自愛，那絕不是信心，而是在
試探神。」

「請問你和師母在隔離期間有什

慰，冒著風險的幫助，讓我看到生命
的脆弱，但更讓我看到人間有真情，
看到神的愛讓生命更顯尊貴。

陽光透過雲層的縫隙照進屋裡，
把我的思緒拉回現實。雪停了。院子
裡鬱金香苗在微微泛著亮光。暖洋洋
的感覺真好。我突然想起一段話：其
實生命的真正意義，在於能自由地享
受陽光，森林，山巒，草地，河流，
在於平平常常的滿足（參：列夫．托
爾斯泰《戰爭與和平》）。

願神憐憫這地，早日結束疫情。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報告

房屋開價 125萬

交接所需手續費及稅項 10萬

裝修估價 20萬

總費用 155萬

請記念代禱

迄今已收到奉獻共 91萬，尚需缺口 64萬。2019
年 10月 31日交房日當日已一次性交付 130萬，另
GST5萬；裝修費用 20萬也須於開工後 3個月內付清。
目前，神又感動一位愛主、愛恩福的弟兄，願意 

以限額加幣 15 萬「對等奉獻」形式，鼓勵其他弟兄
姊妹一同參與，支持恩福神學院校舍建立。

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恩福最新出版

吾愛吾家
教會生活的藝術

｜作者｜江昭揚

本書是江昭揚牧師所著的「解經講道系

列叢書」之一。關於教會論，大多數為理論、

教義性著述，略顯枯燥。江牧師以講道闡釋

教會論，以大量實際的個案，闡述理論性的

道理，親切、輕鬆，方便教會建立和信徒實

際操練學習。

新書已運抵多倫多。復工以後可在恩福

書室購買。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麼感受？你害怕嗎？」阿明在電話那
一頭發問。

「我怕得要命。如果我們夫妻都
確診了，孩子咋辦？然而害怕也於事
無補。生命掌握在神手裡，我無法預
測意外和明天哪個來得更快，倒不如
坦然去面對今天。改變能改變的，接
受不能改變的，享受神為我們預備的；
昨天讓人迷失，明天令人期待，唯有
活在今天才最踏實，因為今天永遠是
昨天逝去之人所期待的明天！」

我為今天感恩。朋友親切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