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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從以色列回來。這是自 2020年
3月因疫情取消了上次的聖地團

後，三年多來第一次重新安排的聖地
學習團。因上次取消後有一些弟兄姊
妹在一直等候，加上新參加的，很快
就有四十多人報名參加。但因有幾位
臨時因突發事件，被迫取消行程，最
終仍有 38人一起成行。

我們舉辦的聖地團，主要是為了
恩福神學院的學生提供的一門聖經歷
史與地理課。所以這是一個學習團，
有別於一般的旅遊團、觀光團、朝聖
團、或是購物團。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乃是透過實地考察，從而對《聖經》
的地理、文化、歷史、背景有一個更
深入的認識和瞭解。因這個緣故，我
們所安排的行程比很多的聖地團都緊
密，每天要去的地點也較多。也因這
個緣故，我帶團喜歡人數相對較少，
以至能夠達到行動快速和深入學習的
目的。但人數太少了，當地導遊又會
嫌小費太少而不高興。所以，一個最
好的人數就是在三十個人左右。

這次三十八人算是人數較多的一

次，而且這次參加的學生比例也較低，
大部分團友是來自其它不同教會的弟
兄姊妹。但人多了，各人有不同的需
求，加上一些突發的事情，十六天下
來，特別能感受到昔日摩西帶領以色
列人出埃及的挑戰。當時單是二十歲
以上的男丁就超過六十萬，而且一帶
就是四十年。每天要平衡各方面的需
求，同時要應對各樣突發的事情，還
要面對不斷的埋怨，其難度實在是我
無法想像的。

回到多倫多後，同工正在安排明
年全加巡迴佈道會，在與各地教會聯
繫；同時也從各教會負責人口中，更
詳細瞭解今年已完成的全加巡迴佈道
會的具體狀況。今年的佈道會由兩位
講員分別負責加東和加西。其中一位
是牧養教會多年的牧者，信息也比較
大眾化，普遍也被大家認同和接納。
另一位在機構服侍，沒有牧會的經驗，
他主要從護教學，以科學的角度，來
辯證神的存在和真實性。他的分享帶
來了很強烈的兩極反應。有些地方覺
得他所講的太專業，基本不知道他要

 ▓總幹事的話

以基督的心為心
	◆ 司徒禮	牧師

講什麼；也有些地方認為他講的太偏
理性，失去了對信心的著重，而且神
是不應該、也不可能透過科學來證實
的，還責怪恩福為什麼要找這樣的講
員；但同時卻有一些地方，覺得他講
的太好，不單能幫助慕道友，也能解
決弟兄姊妹一些理性上的問題，希望
我們能聯繫這位講員，邀請他再次去
到他們那裡帶領聚會。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眾口難調。
每個人對一件事都會有自己的看法，
但若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看法，很容
易帶來各樣的分歧和紛爭。我們所居
住的西方社會強調人權，認為這是個
普世價值，特別是每個人都有個人應
有的權利，是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和損
害的。就在前一段時間，疫情當中，
也有人不打疫苗也不肯戴口罩，還要
向政府示威，抗議政府限制個人自由，
傷害個人權利。這些抗議的人中，還
不乏基督徒，甚至是牧師帶領整個教
會一起來抗議。現在在整個北美，在
小孩子中間，同時在流行傳染新冠、
流感和呼吸性病毒三種病毒，為了防

應對當今錯綜多變之人心的信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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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多的疫情將世人隔離，也將世
人的心慢慢變成孤島，教會也不

例外，弟兄姊妹與神的關係，家庭成
員之間的關係，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22年恩福門訓營決定回歸實體，對
眾教會來說，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好機
會，我們太需要經歷聖靈的工作，也
太需要肢體間彼此相交的生活。

藉著迫切禱告，聖靈開始在奧城
教會做感動的工作。原本已經交了定
金、計劃一起去 Cottage度假的 90後
的弟兄姊妹們，寧願損失定金，放棄
個人的享受，也要轉去參加門訓營。
最後團契裡除了加班、生病的 2個家
庭，幾乎都來了。教會從開始只有十
幾個人報名，到後來有 100多人參加，
每個小組都積極發動、參與，這是聖
靈的工作。

去門訓營的一個多小時路途中，
同工們在車上同心迫切地禱告，希望
我們這一次可以蒙神保守，遠離病毒
對我們的侵害，因為當時疫情有大爆
發的趨勢。神給我們應許：祂會把我
們分別出來，如同在埃及的十灾中將
以色列民分別出來一樣，灾禍必不臨
到祂的百姓。

結果，我們到的第二天就經歷了
神的信實。晚餐時，驚然發現餐館送
來的盒飯菜餚中有不少花生！而我的
兩個兒子都花生過敏，特別是大兒子
只要吃了花生就得送醫院，還須在醫
院觀察一整夜才能放回家。不幸兩個
兒子都不知不覺吃下了飯菜。當時所
有在場的人都非常緊張，趕緊打聽附
近的醫院離營地有多遠？同時密切觀

察兩個孩子的反應，一旦呼吸困難就
立刻撥打 911送醫院。如果那樣的話，
我就要前往陪同，無法再分身完成帶
隊牧師的工作了。

大家都懇切地禱告！結果，小兒
子完全沒有任何反應，仍然跟其他小
朋友有說有玩；大兒子只說有點累躺
下休息，也沒任何症狀。等候過程中
我們不停地禱告、感謝、唱詩讚美神。
兩小時、5小時⋯⋯直到晚上，倆兒
子都安然無恙，照常參加 Youth的各
種活動。全教會弟兄姊妹都說，神實
在行了神蹟，按祂所應許的，分別了
兩個孩子免受花生的影響，不僅沒有
讓這件事攪擾整個門訓的氛圍，還讓
更多的弟兄姊妹親眼看見了聖靈拯救
的大能。

更感恩的事：我們參加營會的
100多人，三個白天四個晚上，同吃
同住，但從大到小竟然沒有一個人在
營會中感染新冠病毒。神確確實實地
按著祂所應許的，分別了我們，保守
我們能夠健健康康地來也能平平安安
地回去。

門訓營期間，每一堂聚會之前，
弟兄姊妹都聚在一起同心禱告，求聖
靈的工作可以毫無攔阻地在營會中運
行，也在每一個人的心裡作感動和改
變的工作。分組討論時，我們又一次
經歷了聖靈的工作，弟兄姊妹開始在
神面前認罪悔改；夫妻之間也彼此認
罪悔改，願意立定心志，順服神的旨
意，讓婚姻能夠成為神榮耀的見證。

有一個小組過往幾乎每對夫妻都

有這樣那樣的軟弱，小組像要散了，
似乎沒平安、喜樂和祝福，但卻從門
訓營回來開始復興。弟兄姊妹渴慕神
的話，願意敞開生命來分享彼此的軟
弱，願意彼此認罪互相代求，有更多
人開始加入小組的實體聚會，結果小
組的人數不斷增長，夫妻間的關係也
一個一個轉好。

變化最大的是教會的 80後、90
後。這一代人工作壓力大，世界的誘
惑多，家庭、孩子、老人帶給他們很
多困擾和艱難。營會中他們分享，神
話語開啟他們心裡的眼睛，看見了基
督的寶貴，看見了神的榮美，看見了
真正的盼望是永恒的天家。現在他們
渴慕禱告，渴慕事奉神，有三個弟兄
姊妹願意奉獻自己踏上傳道人的道
路。

雖然末世的光景甚是艱難，教
會面臨內憂外患，聖靈的工作卻從未
停止，神的旨意無人能攔阻。作為神
的家，教會確實需要更多有信心的禱
告，在禱告中相信我們與神聯合，與
神同工，靠著聖靈帶來完全的翻轉，
生命的翻轉，家庭的翻轉，一切不合
神心意的事情、制度、政府、國家都
能完全翻轉，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
事！這也是我們留在地上的真正原
因，在一切的環境中，經歷
聖靈更大、更美、更榮
耀的工作，能夠在
耶穌基督的結局中
有份。

 ▓牧者心聲

經歷聖靈的工作
	◆ 溫曉璐	牧師

止這三種病毒的傳播成為另一個疫
情，政府也只能建議大家，為了別人
的安全，盡可能戴上口罩，而不敢立
法強制。就是這樣，還是有批評的聲
音。

到底這所謂的普世價值是否是
《聖經》的價值觀呢？《聖經》對強
調個人的權利有什麼教導？保羅對哥
林多的教會這樣教導：「凡事都可
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

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
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林前
10:23-24）。他又教導羅馬的教會：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
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
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
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羅 15:1-3）

不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所
喜歡或不喜歡的，但若與《聖經》的

真理沒有違背的情況下，是否能放下
自己的觀點，去成全其他人呢？正如
保羅繼續講到：「就好像我凡事都叫
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
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林前
10:33）。就讓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
常存謙卑，實際生活上活出愛的見證。
阿們！

2022 恩福門訓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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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引我走一生的路
	◆ 邱姊妹

我年輕時是拜偶像的人，被偶像捆
綁了 16年，不僅沒得到什麼，甚

至沒有平安，常常活在懼怕中，忘記
燒香，就會有邪靈來攪擾我。

1987年香港移民潮時，妹妹移民
去了澳洲，她是家裡第一個基督徒。
臨行前，她送給家人每人一本《聖
經》。但我從沒想到打開看，只把它
放在枕邊櫃上。不久，我們的移民申
請收到通知，可以來加拿大了。

我跟丈夫是從小長大的鄰居，
後來結婚至今。婚後我非常獨立、又
自以為是，家裡大小事情都由我來安
排打理。這次移民過程中許多事情也
不跟丈夫商量自己一個人就決定去做
了，他有點不快，因此夫妻倆常常爭
吵。

一天，我選的一家貨運公司丈夫
不喜歡，為此兩人又吵起來。他氣憤
地說：我不移民了，太麻煩了！說完
便離家上班去了。留下我一個人既生
氣又不知所措，房子車子都賣掉了，
扔掉許多不方便帶走的東西，我也辭
掉了工作，只等他工作期限滿了便可
以出發。現在他說不去了，怎麼辦呢？
我癱軟在地上痛哭。突然，電話鈴響
了，是妹妹從澳洲打來關心我們安排
移民事。我一下子忍不住哭訴起來。
妹妹聽完後說：妳所拜的是不能幫助
妳的呀！讀讀《聖經》吧。沒等我反
應她就掛斷電話。沒有我期待的安慰
的話。我更傷心了。無奈之下，我拿
起《聖經》，坐在地上，口裡埋怨道：
這麼厚，從哪裡看啊！打開《聖經》，
看到一句話，即刻驚醒過來，這句經
文說：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
丈夫。我不敢哭了，默默把《聖經》
合起來，心裡想，我拜偶像 16年，只
求我倆同心、白頭到老，但我們卻常
常為小事爭吵，家沒有平安。

妹妹說的神，第一句話就指出了
我的不對，祂知道我的本性，祂才是
真神呀！於是想再看看那句話，但《聖
經》已隨意合上了，在哪裡找啊？我
又跪下來拿起《聖經》說，如果祢是

妹妹說的神，求祢讓我再找到那句經
文。於是再打開《聖經》，果然又在
同一處看到這句話。真是太奇妙了，
與我過往拜的神不一樣。我說：如果
祢是真神，求祢幫助我，我以後再不
拜那些假神了。

丈夫下班回家後，態度變了，不
罵我了。我也改變，放下自我，依著
他的意思、用他說的方法，去辦完關
於移民的其他雜事。

幾天以後，電話又響了。又是妹
妹，原來她不是不理睬我，她是放心
不下，掛了電話就買了機票回來了。
我跟她說了看《聖經》的奇妙事情。
妹妹回來後直截了當跟我講福音信
息，問我相信上帝嗎？我肯定地回答：
我信！但去加拿大人生地不熟，不知
道怎樣成為基督徒呢？

妹妹說：「我
帶妳去澳洲參加
教會。」這太不
可能了！兩個月
後我就要去加拿
大了。妹妹說，
我們禱告神施恩
開路吧！丈夫下
班回來後，妹妹
請外出吃飯，席
間，她告訴我丈
夫，我們就要分
開了，相隔萬里，
以後難得見面，
她要邀請我去澳
洲住兩個月。丈
夫的回答令我不
敢相信，他欣然
同意！更令人驚
奇的是，第二天
他下班回家，手
裡拿著一張機
票，說前一陣公
司抽獎得到獎勵
機票，限兩個月
內用。神賜的恩
典一次一次臨

到。我感動得拿起垃圾袋將家裡用來
拜偶像的所有東西扔了。感謝神賜給
我勇氣，脫離拜偶像的捆綁！

在澳洲的兩個月裡，我開始了教
會生活，參加崇拜聽道，參加查經聚
會。兩個月後順利到達加拿大倫敦市
定居，進入倫敦市當時的第一間華人
教會，不久受洗。

感謝神帶領我妹妹傳福音給家
人，我父母及姐妹共五人都信了主。
《箴言》16章 25節說：「有一條路，
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拜
偶像阻擋了我們認識真神。感謝耶穌
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贖罪，帶領我
走上永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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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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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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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底貸款餘額 $337,885

2022年 10月累積清還本金 $16,571

2022年 10月貸款餘下總額 $3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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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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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王志強 牧師、李經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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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19-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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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譚玉琼、Pauline（溫哥華）

徐   中（卡加利）

高   霞（愛民頓）

李文偉、劉斌 (滿地可）

加恩網絡學院
時間｜	逢週二、四，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至九點

新約神學與歷史	/	Teacher	Li	
11 月 15日–12月 15日

教牧關懷 /	Teacher	Fang
2023 年 1月 3日 -2 月 9日（1月 24、26日春節放假）

教會歷史 /	Teacher		Zhang
2023 年 2月 21日 -3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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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福YOUTUBE

|實 |體 |與 |直 |播 |

【事工講座】踏上奉獻路 
講員｜	鄧廣華	牧師、李經寰	牧師	
時間｜	2023 年 1月 7日	週六 10:00am–3:00pm
對象｜	鼓勵有心志全時間事奉的弟兄姊妹參加
形式｜	實體聚會、網絡直播

 ▓與主同住

媽媽，天家再重逢
	◆ Nancy 姐妹

我媽媽知道主耶穌已經很長一段時
間，因為外公是基督徒。1996年

外公去世的時候，家鄉的教會為他舉
辦了基督徒的安息儀式，整個過程充
滿平安。當時我媽媽很感動，並且說，
這個家若是我當家，我就會把所有觀
音菩薩扔掉去信主。但因種種原因，
她卻沒這樣做。之後，我常常從多倫
多打電話給她傳福音，但她仍然沒有
信主。

直到 2018年底，媽媽病重身體
疼痛時，她不由自主開始呼求主耶穌
醫治她，我跟她通話時，這次她終於
決志信主，承認自己是罪人，需要耶

穌基督的救贖，還說後悔沒遵守當年
自己的諾言信主，白白浪費了享受與
主同在的喜樂平安。自從媽媽決志後，
她的心態完全改變了，常有平安喜樂，
看事情也平淡了，也不抱怨，不懼怕
死亡。

2019年春，姐姐從國內打電話說
媽媽身體越來越差了，我馬上買了機
票回廣東家鄉照顧陪伴她，這次看到
媽媽真的老了，憔悴了，但卻發現她
生命改變了。在兩個多月陪伴她的過
程中，看到媽媽非常單純地倚靠主，
每天聽福音信息；有時教會的弟兄姊
妹們來探訪她時，她說已經預備好隨

時去天家，還叫傳道人幫她準備後事，
全部都按照基督教傳統舉辦葬禮，她
還特意為自己挑選了一套平常最喜歡
穿的衣服，不穿世俗所穿的孝袍。她
相信死後會去更美的天堂，到時候我
們會在天堂重逢相聚，她現在只是先
搬家到天家，她也會和她爸爸相聚在
天家。

媽媽過世時，教會舉辦了隆重的
安息葬禮，有兩百多基督徒從不同地
方來送我媽媽。感謝主！因著主耶穌
被釘在十字架上救贖我們，靠著主的
大能，我媽媽斬斷過去與偶像邪靈的
連結，戰勝了死亡，進入了永生。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11 月
 - 2023 年 3 月神學課
教會歷史 I	/ 宋柏宇（必修課，3學分）
11月 12日 -	12 月 10日，逢週六早上 9點–下午 4點

希伯來文 I	/ 余惠娥博士（必修課，3學分）
2023 年 1月 3日 -	2 月 2日逢週一、四，晚 7點–10點

中國教會歷史	/ 宋柏宇博士（必修課，3學分）
2023 年 2月 11日 -	3 月 11日	逢週六早上 9點–下午 4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