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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rrowed time（借來的時間）。
這是一句英文諺語，講到很多時候
我們的時間並不是真正屬於我們自己
的。其實《聖經》的教導就更清楚，
保羅在《使徒行傳》中講到：「神從
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
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
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
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
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使
徒行傳 17:26-28）。雅各也這樣講到：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
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
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
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
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雅各書
4:14-15）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在神的
掌管底下，我們的生命氣息都是神所
賜的，我們更應該看自己只是生命的
管家，時間的管家，並且將來我們都
要來到主的台前，為我們在世的日子
交賬。

我從二十歲信主，兩年後進入神
學院，神就不斷提醒我，我的生命不
是屬於我的，乃是神額外加添給我的，
所以我的生命，我的服侍，一切全都
是祂的恩典。當我在 1977年決定讀神
學後，就在當年 7月一次開車，從小
路左轉進入大路時，我正好是停在紅
燈前的第一輛車，當紅燈轉綠時，我
看見了綠燈，也聽見後面的車在按喇
叭催我，但我卻莫名其妙地無法反應。
就在這時，在大路上有一輛車，越過
了已經停下來的三輛車，逆線高速衝
過。若按我正常的反應，我正好會與
他迎頭相撞，但神保守了我，留下我
的性命，讓我能夠進入神學院，並在
兩年後參與在千里達（特立尼達）的
宣教工作。

在千里達事奉第五年，心中有一
股莫名的催逼，似乎神要帶領我離開
南美，返回加拿大。我們為這事禱告
半年後，把我們要離開的決定告訴弟
兄姊妹，弟兄姊妹不單極力挽留，還
要求我們申請千里達的永久居留，說：

 ▓總幹事的話

生命在神手中
	◆ 司徒禮	牧師

若申請批准了就表示神要我們留下。
就在政府部門所有的手續都通過了，
最後體檢時，醫生告訴我說，我隨時
要死了，因為我右邊第二根肋骨上長
了一個瘤，已經有雞蛋大小，若是惡
性的話，在那時是無藥可治；就算是
良性的，以千里達的醫療條件，也是
死路一條，只有返回加拿大，或許還
有一線機會。返回加拿大後第二週，
我便開刀把那根肋骨摘除，神又再一
次提醒我，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我
現在的所有，全都是神額外的恩典。

今年 1月 21日做腸道內窺鏡檢
查時，醫生發現我腸道有惡性腫瘤，
最好的情況是盡快開刀，並在切除腫
瘤後要做一段時間的化療，最壞的情
況是癌細胞已擴散到其它器官，進入
了癌症第四期。雖然最後報告還沒有
出來，但神又再一次提醒我，人的生
命不在自己手中掌握，我們所度過的
年日都在祂的手中。雖然不知道前面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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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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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眼看見祢

出於信心的禱告，神必垂聽
	◆ 王占臣	牧師

我出生長大於遼寧，工作在哈爾濱，
1996年到多倫多大學留學，2004

年天道神學院畢業後開始牧會至今。

1975年文革期間我信了耶穌，1979年
受洗。我有三個孩子，天宇是最小的，

在我讀神學期間出生。給他起名天宇

（英文名 Daniel）有神賜與之意，希
望他能像但以理先知一樣，大蒙神眷

愛。

從前我不知「大蒙眷愛的但以理」

對天宇意味著什麼，現在我有些明白

了。天宇從出生到現在，神就讓我們

夫妻經歷各樣試煉，每個試煉都非常

艱難。他在母腹中就被醫院的遺傳學專

家建議流產，因血液檢查證明他患「蒙

古症」的可能性超過 90%。經歷信心
的掙扎和考驗，最後我們決定無論怎

樣都要這孩子，相信神給的都是好的。

三歲時，天宇連續高燒不退，診

所和醫院都檢查不出原因。原來他因

中耳發炎導致耳膜穿孔。我們心碎了，

深深自責未及早發現問題。醫生已毫

無辦法，讓我們正視並接受他會殘疾

的現實。我們只有禱告神！

我在神面前懇求了三天，每天差

不多有八小時跪在地上認罪、哭泣、

祈求神。我知道在人是不能的，因我

哥哥就是小時候中耳炎穿孔，聽力受

損，終生不愈。但我知道耶和華是醫

治的神，出於信心的禱告必蒙垂聽。

經過三天禱告，我終於得到了禱告已

蒙悅納的憑據，心裡有極大的平安，

不僅信神有能力醫治，而且知道神願

意醫治他。過了 15天，天宇到專科醫
生檢查，醫生說耳朵 100%痊癒了。我
欣喜若狂，感謝神在孩子身上行了神

蹟。以前都是聽別人說神是醫治的神，

如今我也親眼見到發生在天宇的身上，

事奉，但因著後續的治療，我在未來

一個時期內將不能在「恩福雙月刊」

這個平台上與弟兄姊妹分享。

也有人曾問及，倘若我離開，恩

福的事工將會怎樣？我相信若恩福的

事工是神的工作，而我只是一個管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的離

開絕不應為恩福帶來太大的負面影

響，甚至神會帶領另一位更好的同工

來擔當這個職位。我的離開若為恩福

他實在是大蒙神的眷愛！

天宇雖然身體正常，說話卻特別
晚，四歲還只能說二個字的話。上學前
班（pre-school kindergarten ）不久，學
校認為他智力發育有問題，建議將他送
到特殊教育學校。我們又禱告，憑信
心將他繼續留在普通學校。小學期間，
學校多次約談我們，強烈建議給他換
學校。若不是相信神，我們很可能會
動搖，天宇的人生會是另一個軌跡。

我們相信天宇智力不應該低下，
至少沒有這方面的家族遺傳疾病。可
能因雙語環境使他表達有遲緩。有段
時間學校常打電話讓我去校長辦公室，
說他有暴力傾向，甚至驚動警察；我
常常得到學校領他回家。天宇越來越
不想上學。兒子帶給父母羞愧和煩惱，
我們心中的苦只能向神傾訴，一次次
祈求神賜孩子智慧和聰明，賜給他語
言的能力。

小學三年級時，天宇情況開始好
轉，不再是學校的問題兒童，但學習成
績很差，不像姐姐、哥哥從小學習成績
就好。我們開始接受這個現實，但我
們期望他能智力正常，能正常升級就
滿足了。雖然每次都有留級的可能性，
但他每次都能正常升級，直到小學畢
業，我們很感恩。除了學習成績不好，
天宇其它方面還是很出色。參加社區
足球活動，開始幾年都當守門員，他的
運動神經反應很快。每次出門，他都關
心有誰沒有上車、房門關了沒有等等。
他智商不高，但情商很高，很有人情
味，是個可愛的孩子！

初中時，天宇成績依然較差。七
年級結束時，學校約談，擔心他因語
言差升學有困難，更別想考上大學。
暑假時讓他補習語言，八年級時他仍

無明顯進步。其它學科成績趕上來了，

就差語言。八年級語言過關，才能選

擇九年級預備上大學的相關課程，否

則上大學就難了。可是八年級過半了，

還是看不到希望。難事又來了，八年升

九年級改為按學區劃分，學校離家很

遠。他想去家附近的麥當勞高中。但他

很差的成績很難被選上。我們再次陷入

無助，迫使我們仰望神的恩典和憐憫。

神通過天宇讓我們信靠祂，讓我們敬

畏神，不敢犯罪遠離神！

 當年他姐姐天玥也曾讓我們陷入
同樣處境。當時她讀 11年級，但她貪
玩，常不交作業，老師幾次電話提醒

我們，若繼續這樣，申請大學肯定有困

難。我們迫切禱告，求神改變她的心。

禱告一年多，仍不見果效，似乎神沒

有垂聽。有一天，我實在不能夠再忍

受這樣的狀況，跪在神面前傾心吐意，

哭訴我的煩惱。一個聲音很清晰地對

我的心說話，「你的禱告有信心嗎？」

我馬上想到，原來我的禱告常常是沒

有信心的，口裡說完全交託給神，禱告

之後我仍然憂慮重重，沒有交託後的

輕省。我跪在地上認罪，因自己不信

而導致神不願垂聽。醒悟以後，我立

刻繼續禱告，真正交託給神，讓神來

感動天玥，讓她生發一顆愛學習的心。

當我學會用信心禱告的時候，我就不驚

慌失措了，相信神會在女兒身上動工，

使她改變。

果然神行奇事，短短幾週，天玥

180度大改變，不再貪玩，天天專心學
習，各科成績大幅度提高。申請大學

時她平均分達 89.5分以上。關鍵時候
神救了她！如今神會否在弟弟身上行

同樣神跡呢？

等待錄取通知的日子很難熬，我

帶來嚴重打擊的話，這只是表明我把
神的工作搶了過來，成為了我自己的
事工。求神親自掌管，親自看顧，親
自保守。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2019年 3-12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7478 475

單張 3924 1586

聖經 1725 101

光碟 192 0

累積總數 13319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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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收到奉獻共 87萬，尚需缺口 68萬。
2019年 10月 15日交房日當日已一次性交付
130萬，另 GST5萬；裝修費用 20萬須於開工
後 3個月內付清。懇請弟兄姐妹為我們的需要
代禱！

 ▓與祂相遇

舊事已過，變成新的
	◆ Catherine

很多人在尋找生命的意義。有人認

為生命的意義是追求幸福。我八

年級時，地理老師說生命的意義就是

生兒育女，以延續後代。帶著迷惑，

我幸運地慢慢認識了上帝，最終找到

生命的答案。

父母於十幾年前從中國移民加拿

大。我在多倫多出生長大。兩歲時，

父母帶我來到多倫多城東國語宣道

會。最初由於媽媽常需星期天上班，

加上住得遠，所以不常帶我來教會。

8歲時，我們搬家了。感謝神！
新家竟然離這間教會很近，走路十幾

分鐘就到。從那時開始我就經常來教

會。但我發現以前的好朋友不來了。

11歲時我升入青年團契，哥哥姐姐們
特別善良，讓我感受到他們是上帝派

來的。我開始喜歡來教會。聽英文講

道，一起查經，讓我更多了解信仰。

學習《聖經》、認識神、認識自

我，經歷思考和掙扎。13歲時，學業
忙起來，我不像以前每晚讀《聖經》

和禱告。實際上我沒那麼忙，而只是

懶惰。我想起耶穌的話：「總要警醒

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

願意，肉體卻軟弱了」（馬太福音

26:41）。這使我反省到我真是一個罪
人，不由自主地心就離開上帝；人離

開了神，根本沒辦法靠自己行善。之

後我就更願意堅持參加週五晚的青年

團契；慢慢學習與上帝共度時光，樂

意禱告和讀《聖經》，願意回應上帝

對我的愛。

八年級時，有一個女生想和我做

朋友，但我不願意，因大家都不喜歡

她。在一次禱告中神提醒我這是不對

的。我裡面有驕傲，沒有愛心。我祈

求上帝軟化我的心，放下驕

傲，以神的愛來愛她，接納幫

助她，後來，我和她成了好朋

友。上帝用她來教我很多生命

上重要的東西。我嘗試向她介

紹耶穌和教會，學習耶穌的

愛。

同年我參加了教會的短宣

隊去魁北克原住民地區，這對

我產生很深影響。最初我帶著

興奮，希望給原住民小朋友心

中種下福音的種子，但我沒有

想到自己更有收穫。今年我再

次參加短宣隊。兩次短宣使我

成長了很多。上帝需要我走出

舒適區，個性成熟一點，信心

更堅強。過去感覺自己像在黑

暗隧道沒亮光迷失方向，試圖

控制一切，但越努力越失去控

制，困難反而撲面而來，我學

會了放棄想要控制的心，完全

信靠上帝對我的計劃；盡管仍

要經歷掙扎，但上帝在我身邊

就不害怕。

今年我 15歲了！深知上

帝有多麼愛我，甚至把祂的獨生子賜

給我們，我願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生命

的救主，願意跟隨祂，順服祂，直到

永遠。正如《哥林多前書》5章 17節
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們作好接受任何結果的準備。深感自己

無能為力，只有憑信心把結果交託給

神，相信神給的是最好的。等待期間，

學期成績單下來，天宇今年居然登上

學校榮譽榜！平均成績正好 80分，語
言課達省裡平均水平。我們做夢都未

想到，太出乎意外了！難以形容當時多

麼歡喜！才幾個月，他進步這麼快？！

神沒讓我們羞愧！

幾天以後，九年級學校錄取通知

書也來了，是他想要去的高中，天宇高

興得喊起來！他選的九年級數學課，只

有數學成績 80分以上才被允許。意味
著，他現在可隨心願選課而不受限制。

神實在大大眷顧了天宇，感動這孩子生

發一個愛學習的心，賜給他聰明智慧，

在他人生關鍵時刻救了他。

如今，女兒天玥已經大學畢業，

在台灣私立學校當老師，她大學期間成

績一直非常優秀。大兒子天明在多倫

多大學上學，成績很好。弟弟天宇 11
年級，成績也一直很好。感謝神，感
謝弟兄姐妹代禱！出於信心的禱告能
扭轉危機，出現奇蹟。神一次又一次
讓我們親身體驗到，祂是聽禱告的神，
是讓我們不羞愧的神，榮耀都歸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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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聖經》預訂

恩福協會最新製作的五千本《聖

經》已經運抵多倫多，歡迎各教會預

訂！先到先得！

本次製作的簡體字《聖經》因印

刷費及船運費增加，總製作成本需加

幣四萬多，每本成本約為加幣 $8。
我們一如既往免費供應，但我們盼望

眾教會和弟兄姊妹以奉獻支持恩福的

《聖經》出版事工。

加拿大恩福協會自 1989年至今致
力於中國大陸群體福音事工。1998年
以來，教會對簡體字《聖經》的需求 諮詢電話：416-297-6540

有增無減，本會每隔幾年會製作一批

中文簡體字《聖經》，都很快分發完。

我們先後印製了超過 16萬本，包括中
英聖經、中文聖經、新約聖經、福音

書單行本。

事奉訓練證書課程系列

做合神心意的長執

｜國語講座｜自由奉獻｜提供午餐｜

講        員｜王志強 牧師、蔡偉雄 牧師
 孫勇濱 長老、崔振衛 長老
內        容｜長執的重要性、屬靈資格、家庭生活、
 事奉、功用配搭以及衝突的處理等

時        間｜ 2020年 3月 28日 & 4月 4日
 （週六）10:00am-4:00pm
地        點｜美城華人浸信會
 5220 Creekbank Road
 Mississauga ON L4W 1X1
查        詢｜ 416-297-6540   
報名截止｜ 3月 23日
主辦機構｜加拿大恩福協會

協辦教會｜美城華人浸信會（國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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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道會 
｜普｜通｜話｜

 加東區

生命的抉擇
｜講員｜馮偉 牧師｜
｜舉｜辦｜城｜市｜

Hamilton 3月 27日 週五 查詢：么紀陽 長老 905-807-4829
Ottawa 4月   3日 週五 查詢：陳明道 牧師 613-236-7656
Montreal 4月   4日 週六 查詢：恩福協會      514-879-1618
Kingston 4月   5日 週日 查詢：劉安倫 傳道 613-548-7270
Fredericton 4月 16日 週四 查詢：陳達虎 弟兄 506-461-1523
St. John's 4月 17日 週五 查詢：邱    巍 長老 709-725-1823
Halifax 4月 18日 週六 查詢：胡廣源 長老 902-423-4878 
Charlottetown 4月 19日 週日 查詢：蔡紋裴 傳道 902-963-3933 

 加西區

更美的家鄉
｜講員｜基甸 弟兄｜
｜舉｜辦｜城｜市｜

Victoria 4月 17日 週五 查詢：潘國偉 牧師 250-592-5566
Calgary 4月 18日 週六 查詢：恩福協會      403-262-8633
Edmonton 4月 19日 週日 查詢：恩福協會      587-590-3330
Winnipeg 4月 24日 週五 查詢：李自興 牧師 204-290-9192
Regina 4月 25日 週六 查詢：張尚亮 牧師 306-789-0877
Saskatoon 4月 26日 週日 查詢：簡唯信 牧師 306-241-9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