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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篇寄語

同做恩福人
◆ 李經寰 牧師

每年最後一天的晚上，許多人湧到
市中心，年輕人興奮地揮舞熒光
棒，使勁喊出新年的倒計時！大家熱
情擁抱，互道新年快樂，一幅太平盛
世、國泰民安、祥和繁榮的景象！新
一年開始真的比上一年更好、更平安、
更富庶嗎？今年開年不久，新冠病毒
忽然來勢洶洶，不只感染一地一國，
幾乎是橫掃世界，至今受感染國家地
區逾 188 個，染病人數超過 1300 萬，
短短半年奪走世上將近六十萬人的性
命！我們求主安慰病患和死者家人，
求主憐憫世人，止息瘟疫，祝願早日
研發疫苗成功！
作為神的兒女，我們既宣講這世
界是一位慈愛的神掌權，又如何來看
這令人惴惴不安的世界呢？

人當省察悔改
我們人從亞當夏娃承繼了罪性，
包括推諉卸責。一遇天災人禍，世人
立刻責怪上帝，很少檢討自己的責任。
就如這次病毒傳播，各國交相指責哪

國該當罪魁禍首。若出於人工製造意
圖合成生化武器，就肯定不能逃脫責
任。然而許多國家過於驕傲自大，輕
看病毒的可怕，國門大開，不到情況
嚴重不進行防護措施，等疫情一發不
可收拾，又多花幾倍力氣來應付，使
更多人染病甚至付出生命代價。
今天整個世界亂套了！不只是公
共衛生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和人民
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制度、家庭制度、
倫理道德，都越來越鬆散，離上帝公
義與慈愛平衡的標準越來越遠。神所
定義的婚姻、家庭被顛覆，家庭倫理
隨之解體。近幾個月來美國反種族歧
視運動遍地開花，整個社會像炸了鍋，
充滿怒氣，將百年積怨一鼓腦搬到檯
面。有些年輕人反應如同擺過了頭的
鐘擺，或因一股腦發熱，或被鼓動來
搞破壞報復，沿街打砸搶燒，原本井
然有序的文明社會彷彿忽然處在無政
府狀態，剩下的只是滿目瘡痍。
美國軍中也有類似不公不義。前
不久，一墨西哥裔女兵在軍營被同僚

殺害毀屍，軍方未能積極偵辦，家屬
被逼訴諸民意，卻還讓兇手逃出管制
森嚴的軍營半途畏罪自殺。另一方面，
極權國家越來越擴大領導人的掌控
權，對人民的思想、言論、信仰、生
活都加大控制力度，使人民內心憂慮
恐懼。難怪有人說民主制度不是最好，
只不過相較不更壞罷了。
當人背棄神，不管哪種制度下生
活，人都活在明日不一定更好、有可
能更壞的惴惴不安之中。這僅僅是半
年來對有限地區的一瞥。事實上，從
本世紀開始 Y2K（千禧蟲危機）嚇大
家一身冷汗；一年後舉世震驚的 911
恐襲，世界從此陷入恐怖陰影；再之
後 Sars 病毒、印尼海嘯、汶川地震、
金融危機……核戰威脅、非洲蝗災都
接踵而至，幾無寧日。再將鏡頭擴大
到歷史長河，不可否認，不論天災人
禍或是疾病戰爭都如同主耶穌提醒
的，這些事在末後主再來和世界末了
來臨前不但會發生，而且會如同婦人
生產前的陣痛，頻率會越來越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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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會越來越大！整個世界「生病」是
因為我們人生病了！我們一如亞當悖
逆神的旨意，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不接受上帝的「主」權，以自我為中
心的「自我」站起來要當家做「主」。
上帝豈不一開始就警告「吃的日子就
必死」嗎？上帝也讓我們華人自古就
有此體認，而說：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又說：順天者昌，逆天
者亡！面對災難苦難死亡的威脅，要
找原因，首先要思想的豈不是當省察、
悔改我們世人的社會和我們自己有否
「作孽（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或「（違）逆天（意）」嗎？（可能
是直接原因，也可能是間接原因。）

人當做恩福人
神是慈愛的神，但不表示祂只能
有慈愛，不能有公義，不能有聖潔，
不能有正直、公平、正義等其他屬性。
上帝似乎也知道我們人會有偏頗，綁
架神的慈愛。因此神在向摩西啟示祂
自己的時候就明說：「耶和華在他面
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
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
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
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出 34:6-7）
神早早就讓人認識祂是又慈愛

又公義的神，神憐憫我們本是塵土，
慈 愛 還 是 豐 富 得 多， 用「 千 萬 」 和
「三四」作對比。祂真是沒有按我們
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
報應我們（詩 103:10）。詩人被聖靈
感動也說：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
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詩 116:5）。按
我們世人得罪神的情況，世界早該受
審判結束了，我們個人也早該滅亡了。
然而因著神的寬容，不願意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因此這世界今天還
能存在，你我還能存活，這都是因著
上帝還給我們機會，我們當珍惜這恩
典！因著主耶穌的救恩我們得以回轉
歸向神，讓餘生時光「順天」而活！
主早啟示我們「順天」的生活就是不
論神安排我們在世上扮演什麼角色，
負責什麼工作，我們都能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在各個崗位上行公義，好
憐 憫（ 彌 6:8）。 這 不 但 包 括 在 生 活
中分別出時間靈修親近神，謙卑聆聽
主的話，順服遵行，且在主裡追求按
祂心意長大成熟，包括在職場在家裡
按著《聖經》原則與教訓調整三觀，
去待人接物和說話行事，這一切原是
「人」的本份。就讓我們從今起珍惜
恩典吧！
不僅在主救恩裡明白珍惜恩典，
盡本份，還蒙主賜恩與主一起同工使
他人蒙福。當我們回想自己信主經過，

幾乎都走過不信、不明白，甚至反對、
抵擋的過程，豈不都是上帝差派其他
基 督 徒 來 幫 助 我 們， 向 我 們 分 享 福
音？回想我們過去悖逆神，但悔改信
主後，主不但赦免我們生命和生活上
許多得罪神、得罪人的罪債，還給我
們許多祝福，成為神的兒女，有聖靈
內住，有屬靈的家，有永遠生命等靈
性的祝福，有今生生活裡的祝福，有
婚姻、家庭、事業、財富、健康、智
慧等等祝福，就讓我們有「本錢」有
「資源」學習做忠心管家！
這次疫情極為嚴峻，多少人去醫
院一檢測發現是陽性就留院治療，有
五十多萬人再也回不了家，再沒機會
踏進精心裝潢的家，不能享用精緻高
檔的美食，無緣精打細算一生的積蓄，
因醫院禁止訪客，到離世一刻也無機
會見家人。既為神的管家，就要向主
人交賬。能否安然見主？不是看我們
積攢了多少神賜的資源，乃是看我們
為主的名用了多少？分享了多少來成
為他人的祝福？我們當趁著神給我們
的生命、年日，求主引導善用神賜我
們的一切資源，做分享祝福的人！
疫情雖令人憂心，許多人自顧不
暇，然而神的兒女既領受莫大救贖的
恩典，也蒙主賜許多祝福，讓我們一
起來珍惜「恩」典，分享祝「福」，
同做「恩福人」，直到主臨！

▓ 親眼看見祢

活著就是主的恩典
◆ 劉正潔 傳道
2010 年來加拿大。曾在韓國宣
我於教神學院短期學習，在中國教會
有幾年事奉，來多倫多後仍參與服事，
但缺乏北美事奉經驗，需要神學裝備，
於 2012 年開始到恩福神學院學習。
同時工作、學習、服事，壓力很
大。特別是希臘文課成績不好，心中
氣餒，就休學了一段時間。加上生活、
教會服事壓力，感到受傷，心中許多
苦毒，看不到盼望，感到來錯地方，
甚至想回國。又不願謙卑順服，心中
驕傲自大，屬靈上進入曠野。透過幾
年對付，神把我從曠野領出來。
2017 年我重新回到神學院學習，
並開始教會實習。開始參與各種事奉。

2017 年秋連續幾個月上課，又是教會
每週分享和帶領小組查經，上班、家
務、事奉忙得透不過氣。但感謝主的
恩典，雖然忙，但心中喜樂，知道神
沒有丟棄我，就算為主捨了性命也甘
心樂意。

這次結果仍沒手術就出院了。檢查身
體期間發現肝臟、腎臟都有問題，更
覺活著都是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是主
給的，更加珍惜活著的每一天。雖然
生病，但卻沒有影響工作、教會服事
和神學課程的學習。

2018 年年初體檢，發現肺部有陰
影，醫生懷疑長腫瘤，建議做手術。
我懇切禱告交託神的恩手。兩個月後
復查，醫生說陰影沒了，不用手術，
跟 進 複 查 仍 沒 問 題。 接 著 查 出 心 臟
問題，建議趕緊手術，再次感受死亡
的威脅。主給我話語：耶和華是我性
命的保障，我還懼怕誰呢？（參：詩
27:1）心中不再懼怕，充滿屬天平安。

2018 年下半年我轉為兼職服事，
2019 年成為華夏聖經教會東堂正式傳
道。感謝主這幾年對我的陶造，使我
在生命上、事奉上、知識上都有長進。
現在終於要畢業了。回想過往，自覺
愧對主恩典，感謝主沒放棄我。學習
和服事這條路不容易，流過多少眼淚，
受過多少委屈，多少次軟弱跌倒，多
少次重新站立，都是主的恩典。

▓ 最美的奉獻

每一天都全然擺上
◆ 陸威 牧師

有時候，必須經過百迴千轉，才能
到達你要去的地方。讀神學期間，
我開始和同學伊臨交往。很快，我們
發現彼此的呼召不太一樣。伊臨的呼
召是中國大陸的事工，我對北美教會
有負擔。我們感覺到，若這個分歧沒
解決就可能不適合對方。
上帝透過我們的教授和一些有屬
靈感悟的弟兄姊妹提醒、啟發幫助我
們。一位教授曾說：「有時候必須經
過輾轉，才能到達目的地。」上帝讓
我們知道，祂會和我們一起釐清我們
的呼召。感謝神我們最終走到一起。
婚後不久，我們受邀參與了泰國
的普世宣教會議，了解了注重宣教的
宣道會差傳事工，領受了上帝差我們
去服事北美移民的方向，同時決定加
入宣道會，參與跨文化宣教。到海外
宣教前必須接受兩年教會實習訓練。
我在多倫多成長，知道這裡有很多華
人移民，是我們實習訓練的好地方。
於是我們到了多倫多第一宣道會實習
做宣教士，計劃兩年後到海外宣教。
在等待太太通過加拿大公民簽證
期間，我父親病故。為了陪伴獨孤的
母親，加上教會的需要，去海外宣教
的計劃推遲，我於 2007 年開始擔任第
一宣道會崇拜及外展事工部傳道。

隨時隨地跟隨上帝心意
2012 年 10 月 21 日，加拿大宣道
會主席 David Hearn 牧師來教會講道時
說：「無論何時何地，無論祢要我做
什麼，我的答案都是：好！無論祢帶
我往哪裡去，需付什麼代價，我都願
意。隨時隨地跟隨上帝心意。」我們
知道是上帝再次呼召我們去宣教，應
該把握機會。我們繼續禱告，求神開
路。偶然的機會，我們得到去台灣植
堂的信息。從 Converge 我們了解到在
亞洲香料地區共有包括台灣的 4 個差
派計劃。上帝激發了我們對台灣未得
之民的愛。趁回台灣為祖父過百歲生
日的機會，我們考察了台灣鄉下宣教
工場的實情。
據相關資料，台灣的基督徒比例

為 2.8%，少於大陸的比例（5.7%）；
超 過 99% 的 台 灣 勞 工 階 層 是 未 得 之
民。這些地方廟宇人均密度高於世界
許多地方。台灣有將近 2300 萬人是一
個相當開放的宣教工場，教會同工可
以自由地在公眾場合傳福音。雖然我
們夫婦都是北美第二代華人，國語很
差，但神的呼召激勵我們甘願挑戰語
言的障礙，勇敢地踏上了宣教路。
2013 年宣教年會之後，我們被差
來到台灣中西部的雲林縣窮鄉僻壤褒
忠鄉植堂。該鄉由九個村落組成，主
要人口為卡車司機、農人、零售商、
市場攤販等貧窮階層；約有 14800 居
民，有 35 個基督徒，在其他鄉的教會
聚會。但這裡卻有 15 個大大小小的
道、佛廟宇。街道煙霧繚繞，燒香祭
祖、拜偶像盛行。大多數場合講台語。
我們除了要學國語，還得學台語。
褒忠鄉被認為是「最少聽聞福音
的地方」。大部分人沒聽說過耶穌。
我們和溫培道牧師和溫淑惠師母一起
服事。溫牧師師母從 2007 年開始在這
裡服事。那年上帝給了他們一段經文：
「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
想古時的事。看哪！我要作一件新的
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賽 43:18-19）

求主使用我們卑微的生命
呼召非常重要，關乎宣教士面對
艱難困境時，是否能在宣教工場堅持
下去。婚前，上帝給我一個應許：「耶
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
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創 12:1）
看到上帝在幾乎沒有基督徒的地
方動工、能成為祂得著未得之民計劃的
一部分，看到人們的生命因基督而得
著改變，這激勵我們在台灣鄉村服事。
伊臨感受到聖靈將在台灣做新
事，為屬靈黑暗的地方帶來光明。每
當她為此禱告，就會感受到上帝對這
地的愛，祂要在這裡行大事。上帝在
一一回應並處理她所有的抗拒。例如：

她覺得台灣已有太多宣教士，或許我
們該派去別的地方，上帝向她顯現一
壺熱水，啟示她，要讓水滾，須有足
夠熱度，直到水沸騰，水溫才可降下。
建立一項事工需要更多拓荒的宣教士，
直到事工建立起來。她擔心鄉村人口
不多，事工不易拓展，上帝回應她：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
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所羅
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亞 4:10）
「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
上的更大」（約壹 4:4）。面臨連根拔
起舉家搬遷鄉村的挑戰，上帝再次鼓
勵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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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
你逿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
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著在你
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是以
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賽 43:1-3）
當我對在鄉下養育自己的孩子感
到困惑擔憂甚至恐懼時，上帝安慰我：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
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
各，我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
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
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他們
要發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樹。」
（賽 44:2-5）
上帝一直用許多經文來提醒我
們，祂在掌權並會引導我們度過這一
切。記得一個朋友分享關於呼召。他
說，當他要到海外植堂時，有一對夫
婦也要出去植堂，並說要奉獻一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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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直到終老。而這位朋友只是謙卑
地去，把上帝讓他留在那裡的每一天
都當成禮物，每一天都全然擺上。結
果那對夫婦一年以後就回北美了，而
朋友卻在那個國家服事了 12 年並建立

了 5 個教會。我從中領悟了關於呼召
的智慧。
現在我們漸漸習慣在鄉下的服
事，願意順服上帝的帶領，為主擺上
每一天！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報告

近期聚會報告

疫情下 網路上

房屋開價

125 萬

交接手續費及稅項

10 萬

裝修估價

20 萬

總費用

15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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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念代禱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2020 年第 26 屆全加
海外中國人網絡國語佈道會

恩福 31 週年
網絡異象分享會（粵語）

【加西區】

講員｜王志強牧師
時間｜ 8 月 16 日（週日）

更美的家鄉

Zoom ID 87324244657
Password 20200816

講員｜程松弟兄
時間｜ 8 月 14 日（週五）

恩福 31 週年
網絡異象分享會（普通話）

◆ Zoom 直播 Q&A
溫哥華時間
6:30pm
卡城、愛城時間 7:30pm
溫尼伯時間
8:30pm

講員｜莊祖鯤牧師 司徒禮牧師
時間｜ 8 月 23 日（週日）

Zoom ID 816 5126 4399
Password 202020

Zoom ID 83073592200
Password 20200823

【加東區】

跨代基督教事工講座

講員｜馮偉牧師
時間｜ 8 月 15 日（週六）

講員｜余惠娥傳道 / 博士

講員｜司徒黃妙嫻師母
時間｜ 9 月 26 日（周六）
溫哥華時間 2:00-4:30pm
◆ 詳情請聯絡恩福溫哥華辦公室

1. 當代教會觀：吾愛吾家
2. 天使與魔鬼

1. 兒童是教會整體的一部分
2. 給孩子全面的跨代教會

多倫多時間 7:00-8:30pm
溫哥華時間 4:00-5:30pm
亞省時間
5:00-6:30pm

同輩輔導基礎證書班（粵語）

江昭揚牧師系列講座

信心與平安

日期｜ 8 月下旬之後（具體時間待定）

日期｜ 9 月之後（待定）
時間｜連續三個晚上進行
形式｜ Zoom Meeting

形式｜ YouTube 首播視頻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董事會成員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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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嵐 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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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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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已收到奉獻共 89 萬，尚需缺
口 66 萬。2019 年 10 月 31 日交房日當
日已一次性交付 130 萬，另 G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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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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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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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