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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中華

步入中國新年，中國郵政發行了兩
張虎年賀歲郵票，引來網上一片

議論。一張單虎獨立，顯得孤單，另
一張單親虎媽，帶著兩隻小虎，更是
愁眉「虎」面（中國南方多地方言
「虎」「苦」同音）。本應充滿歡樂
喜慶的中國春節和北京冬奧也只能在
纏繞了兩年多的疫情中進行。

因著疫情的影響，很多地方供應
鏈受阻，帶來物資短缺，物價飛騰，
社會普遍充滿怨氣與撕裂。不單社會
中不同群體對立起來，就是國家與國
家之間，也嘗試採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短期內俄羅斯可能要入侵烏克蘭，
以色列可能與伊朗終有一戰，台海問
題也不斷升溫。從去年世界多處各種
酷熱，暴雨，地震，海嘯成災，加上
現在各地各種大小對抗、戰雲密佈，
不禁讓人想到主耶穌在橄欖山所講到
的，「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
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
末期不能立時就到。」當時，耶穌對
他們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
現」(路加福音 21:9-11)。但「這天國
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馬太福音 24:14)。
這些事的發生，提醒我們主來的日子
已經近了，但在末期來到前，我們更
須要把福音遍傳。

恩福一直以來都致力於中國大陸
群體的福音和培訓事工。除了自 2006
年在多倫多開辦了恩福神學院，在本
地培訓大陸背景的傳道人外，我們從
上世紀 90年代初，便每年差派同工回
國，培訓國內傳道人。過去兩年因受
疫情影響，同工無法回國進行實體培
訓，我們又開展了一個針對國內弟兄
姊妹的網絡神學院。不單能繼續培訓
國內同工，更把過去一年只能進行三、
四次的突擊培訓，發展成一個終年不
斷、系統性的神學裝備。過去每次培
訓只能針對一個地方的弟兄姊妹，現
在不同地區的弟兄姊妹也能一起上課
學習。在困難中神的工作不單沒有受
到攔阻，反而得到更大的擴展。

不過最近又有消息傳來，自今年

 ▓總幹事的話

神的國不會動搖
	◆ 司徒禮	牧師

3月 1日開始，中國將實施新的網絡
宗教政策，禁止在網上舉辦、傳講、
傳遞任何宗教活動和信息，並要清除
所有網上已有的宗教內容。北京還定
下時間表，要在 5月底以前，把所有
家庭教會的活動徹底「清零」，並在
總結經驗後，在全國推行。我們在國
外舉辦的聚會和課程當然不會受到直
接影響，一切網上活動還可以照常進
行，但國內弟兄姊妹將會受到怎樣的
打擊，是否還能繼續上網接受培訓，
則是未知之數。

自羅馬帝國以來，不少政權對信
徒、教會都曾有過這種徹底消滅的政
策。羅馬帝國在頭三百年曾對教會有
過十次極大的迫害，就是到了現在，
仍有不少極權或所謂的民主政權，對
教會進行著系統性的限制或打擊。但
地上的國度改變了，神的國卻不被動
搖。求神保守國內的弟兄姊妹，在新
一輪的試煉中，不單能站立得穩，更
能越煉越精，越煉越純。也讓恩福在
不同的困境中，靠主闖出另一片新天
地。

新年新挑戰  靠主闖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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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寄語

尋求耶和華的時候
	◆ 李東光	牧師

進入 2022新年伊始，COVID病毒
仍死纏著全世界；世界經濟形勢

一片荒蕪。精神世界的荒蕪更是遠超
想像。較新的 Gallup調查顯示，美國
自認為是基督徒的人已逐年下降，真
正有教會生活的基督徒連 30%都不到
了。人心正在遠離神。

先知何西阿所處的年代，以色
列由於生活糜爛，民風墮落，以至
於地產荒凉，國民經濟日益衰退、
國力羸弱。先知哀歎：「穀場和酒
榨都不夠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
乏。……災罰如苦菜滋生在田間的犁
溝中。……荊棘和蒺藜必長在他們的
祭壇上。」（何西阿書 9:2；10:4、8）

當今如同先知的時代，無論經濟
和精神都面臨開墾荒地的挑戰。我們
別無選擇，只有靠神的引領，靠神賜
下的力量來開墾荒地。

首先我們需要努力工作，不能靠
著政府發錢。基督徒是負有神委托的
管理全地使命的人。我們崇拜、依靠
上帝而不是政府。讓我們在新的一年
裡用負責任的心態努力工作，改變兩
年來死氣沉沉的局面，讓我們生存的
國家煥發生機。

我們也要在精神園地辛勤墾荒。
首先自己要深深植根於基督信仰，不
做掛名的、稀裡糊塗的基督徒。在上
帝真理沃土上根扎越深，抗擊雜草風
雨的能力越強。當我們在生命中活出
信仰，作光作鹽，影響社會的時候，
精神園地的風氣將會改變；毒草盛、
鮮花衰的局面將會扭轉。我們還要奮
起鏟除荒草野藤，遏制信仰荒蕪的蔓
延。我們不能因為怯懦而將輿論陣地
拱手讓給敵基督勢力，讓他們大放厥
詞、定義什麼是對錯，而是要發出正

義的聲音。我們要傳揚福音，宣揚合
乎《聖經》的價值觀，用源自神的真
理之光來照亮幽暗的世界。

未來將如何發展我們無法判定，
但我們卻能毫無疑問地宣告：我們離
主再來的日子又近了一年。

何西阿在聖靈的感動下，清楚地
看到自己的國家將要遭受滅國之痛，
自己的同胞將要面臨亡國之苦。但他
也從聖靈得知、並向同胞明確宣告神
拯救的計劃。儘管神子民的悖逆令神
傷心，但是，神本性中永不改變的大
慈愛，讓祂對以色列民永遠心懷憐憫。
神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
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
也以誠實聘你歸
我，你就必認識我
耶和華。」（何西
阿書 2:19-20） 

主來既是扭轉
頹勢，撥亂反正，
更新世界；也是神
計劃中的最後審
判。無論是哪種情
况，確定無疑的是，
神的公義終會彰
顯。神的公義必將
如秋雨、春雨，沛
然降下。惡人必得
報應，受到應有的
懲罰；敬畏神的人
們，必見到神的大
慈愛。就如豐收的
五穀，讓我們盡情
收割。

讓我們在仰望
中等候主，在等候
中仰望主。世事變

遷、滄海桑田，唯獨主的旨意、主的
信實永不改變。主必會與等候祂的人
同在，扶助我們一同走過風風雨雨；
祂也必會再來作王掌權，施行末日大
審判。我們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存著
盼望，在盼望中迎接新的一年！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
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
必纏裹。過兩天他必使我們蘇醒，第
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
前得以存活。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
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
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
春雨。」（何西阿書 6:1-3）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貸款歸還報告

2019年 12月貸款總額 $812,500

2020年底貸款餘額 $435,896

2021年累積清還本金 $18,011

2021年 12月一次性還款 $80,000

2021年 12月貸款餘下總額 $337,885

請記念代禱

感謝神，也謝謝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我們能在兩年內清還

60%的銀行貸款。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生命轉彎處

祂使我憂傷變為跳舞
	◆ Grace 姊妹

當我第一次聽到福音並接受主耶穌
做我的救主時，主所賜的平安就

真真實實地住在我的心裡。

信主後，我的第一個福音對像是
當時只有八歲的大女兒，她當時讀書
有壓力。當我把上帝和主耶穌的愛赦
免我們過犯講給她聽時，她欣然接受
了上帝和耶穌的愛和接納。大女兒上
高中前與我的關係親密。她 13歲時在
教會受洗，在眾人面前作見證。但進
入高中後，她與我之間產生一些衝突。
我平時工作忙，又要照顧小女兒，丈
夫生病住院，那段時間我在靈命上沒
什麼追求，沒好好讀經，禱告也馬虎，
然而我自認為自己非常信靠神，因此
看不到自己屬靈上的問題，在家中的
生活與不信主的人沒什麼兩樣。大女
兒進入大學住校，我感覺輕鬆不少，
但很快小女兒漸漸長大進入學校後凸
顯出來的問題令我開始擔憂。小女兒
膽小，她一歲半時我們來到教會，開
始時我陪她在教會嬰兒室和學前主日
學時沒覺得什麼，後來主日學從小班
升大班時，她仍然膽小要我時時陪伴，
我感覺有些無奈，不知如何是好。那
時，主日學老師邀請我做她助手，就
這樣，我開始參與兒童主日學的事奉。

神真的很奇妙，很有耐心，祂是
按著我的本相來愛我，祂有辦法對付
我的軟弱。《羅馬書》8章28節說：「我
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知道我的問題，在我自己都沒意識
到，或者說不知如何面對或處理過去
生命裡留下的隱藏很深的創傷的情况
下，神借著兩個女兒成長過程中與我
的關係的改變、衝突，讓我看到自己
的欠缺；在兒童主日學的服侍中孩子
們對我聖經知識的挑戰，逼著我必須
好好學習《聖經》。雖然仍很忙碌，
我就利用開車上下班接送孩子途中聽
講道，通過 DVD、基督教頻道聽講
道、敬拜詩歌、信仰疑難解答和見證
分享等，參加教會的查經，BSF機構
的查經，一天一天積累聖經知識；參
加一些福音機構的培訓課程，包括恩
福協會的門訓營及不同講座，神開始

醫治我內心的創傷，破碎的心經歷了
神奇妙大愛的醫治，我漸漸能發自內
心地愛他人，原諒傷害過我的人。

一天晚飯後，我一人在廚房讀
經，當讀到《馬太福音》5章 21-23節，
主耶穌講論殺人的經文時，聖靈感動
我馬上做了認罪禱告，求神原諒，因
為當時我對自己的妹妹有怨言，妹妹
過去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對我及我與
父母之間的關係造成很大傷害，有一
年多我不與她聯繫也不願收到她的郵
件，甚至把她的郵箱 block掉，那一天
神讓我看到我的罪，如果我不原諒我
的妹妹，我獻在壇上的禮物即我的禱
告，不蒙神悅納。沒多久，神就給了
我一個考驗。妹妹的兒子想轉學來加
拿大上高中，我聽後並沒遲疑，馬上
為外甥尋找和聯繫學校，一兩個月內
就給他辦好了入讀 North York Christian 
School的手續，其中經歷了神奇妙的
預備和帶領。有好朋友聽說後，勸我
說國內來的孩子很難管，建議我為外
甥找一間寄宿高中。考慮到外甥在美
國住讀兩年不太適應，覺得還是讓他
住家裡為好，雖然承擔的責任大很多。
幾個月後，外甥順利來到加拿大並與
我們同住。感
謝神在外甥來
後賜給我有智
慧和勇氣，外
甥來的第一個
主日跟我們去
了教會，第二
週日他就開始
找理由不願再
去教會，接下
來幾天聞到他
的房間有飄出
來的香煙味。
我必須馬上扭
轉這種狀况，
於是寫好一封
合約，並取得
丈 夫 的 同 意
後，我們三個
人坐下來簽了
一封協議，明

確規定每週主日外甥必須與我們一起
去教會，不許抽煙，每週有一個晚上
與我一起學《聖經》，否則我不再做
他的監護人。協議三方簽好後，我給
他的父母拍照發微信告知此事。自此，
外甥再沒有說不去教會的事，並且半
年後在教會受洗。外甥 2019 畢業時從
NTCS獲得了英文科目的獎學金。他
現在在美國上大學二年級，我們仍然
保持著不定時的視頻通話，彼此在主
裡鼓勵祝福。

《馬太福音》5章 4節說：「哀
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過去有一段時間我會問神為什麼我幼
年的時候會經歷很大的傷害和傷痛？
有一天，當我開車去上班的路上，我
禱告神的時候，神突然讓我明白，我
所經歷的哀傷和痛苦，不是白白受的，
它們都化作了祝福，不單在我的生命
裡，也成為別人的祝福。

謝謝主把我從中國帶到加拿大來
認識祂、跟從祂，並大得祂的憐憫、
保守、醫治、帶領和祝福，讓我憂傷
變為喜樂！主耶穌啊，我願祢來。阿
們！

恩福協會電郵轉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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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奉獻收據，請務必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姓名、電郵、地址等信息。
注 3：如果沒有姓名、電郵及郵寄地址，將無法寄發奉獻收據。

教會網站鏈接平台
為了方便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等搜尋加拿大

各地區華人教會，我們在恩福協會官方網站開
闢了全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網站信息版塊，如果
貴教會願意將你們的教會網站鏈接到恩福協會
網站中，請告知貴教會網址、名稱、崇拜地址、
聯絡人、電話等，以便我們刊登貴教會信息。

聯絡電郵：cminfo@ccican.org
諮詢電話：416-519-8445

請進入加拿大恩福協會的官方網站www.ccican.org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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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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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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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  總辦事處
3880 Midland Ave., Units 2-4, 12-15 

Scarborough,  ON M1V 5K4
Tel.: (416) 519-8445,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Toll-free: 1-888-909-CCIC

Email : cc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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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民頓  辦事處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Tel.: 587-590-3330

卡加利  辦事處
#242,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Tel./Fax.: (403) 262-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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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ie, 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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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網路上

Zoom 聚會 ID 和密碼在報名後將獲得			查詢：416-519-8445（辦公室新電話）,		416-297-6540		電郵：ccic@ccican.org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近期聚會報告 敬請關注留意我們
的網站和臉書專頁
發佈的即時信息
請掃描 QR Code

合神心意的敬拜  
講員｜蔡家愉	傳道

時間｜ 2022 年月 2月 12、19、26 日

	 3 月 5 日（連續四個週六）

			形式｜實體＋網絡．電話 / 電郵諮詢詳情

2022 年恩福門訓營（實體＋網絡）

加東門訓營

主題講員｜呂子峰	牧師、邱清萍	牧師

時間｜ 6 月 30 日到 7月 3日

加西門訓營

主題講員：謝偉光	牧師、謝林虹	師母

	 					司徒禮	牧師、司徒黃妙嫻	師母

時間｜ 5 月 20-22 日（週五、六、日）

	 溫哥華		晚上 7時

	 愛民頓		晚上 8時

Zoom	ID｜ 947	7084	3059		密碼：333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1-6 月年神學課

原文解經 / 周澤源	（必修課，3學分）	

					2 月 7-24 日，3月 14-24 日，逢週一、四晚 7-10 點

系統神學 I / 謝章響	（必修課，3學分）	

					3 月 29 日 -4 月 28 日，逢週二、四晚 7-10 點

舊約聖經神學 I / 王剛（必修課，3學分）	

					5 月 3-31 日，逢週二、四晚 7-10 點

					5 月 7 日，週六早 9點–中午 12 點

輔導學 II / 司徒黃妙嫻（必修課，3學分）	

					6 月 2-28 日，逢週二、四晚 7-10 點

					6 月 25 日，週六早 9點半–下午 4點

恩福YOUTUBE|實 |體 |與 |直 |播 |

TBS 恩福神學院畢業生差遣禮暨異象象分享會

分享嘉賓｜徐武豪	博士

主禮及回應｜司徒禮	牧師

日	期｜ 2022 年 5 月 1日（週日）

時	間｜晚 7:30-9:00（多倫多）

語	言｜普通話

實體地點｜ TBS 恩福神學院	3880	Midland	Ave.,

	 						Unis	12-15,	Scarborough	ON	M1V	5K4

溫哥華｜ 4:30-6:00pm

卡加利、愛民頓｜ 5:30-7:00pm

滿地可｜ 7:30-9:00pm

形式｜實體＋網絡（報名後將獲得會議號和密碼）	

2022 年第 28 屆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道會

加東和大西洋時區		

主題｜請你拿出證據來！

內容｜科學與信仰

講員｜程松	弟兄

時間｜ 5 月 7 日晚 7點半（加東時區）

	 5 月 14 日晚 7點半（大西洋時區）

加中時區、加西（山地）時區和太平洋時區

主題｜ 生命之問
講員｜ 馮偉	牧師
時間｜ 4 月 22 日（太平洋時區）
	 4 月 23 日（加拿大中部時區）

	 4 月 30 日（加西山地時區）

形式｜線上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