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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有關注恩福事工的弟兄姊
妹已經知道，我在今年 5月恩福

神學院畢業生差遣禮時向大家宣佈，
我將會在明年 5月退休，而董事會也
已同意，並且決定從今年 6月開始由
李經寰牧師接替我在神學院的工作；
而恩福總幹事的職位，則在明年 5月
完全卸下。

在這一段時間，有弟兄姊妹關心
我的身體狀況，詢問我是不是因兩年
前腸癌的影響，引致不能繼續工作？
感謝神！我手術後身體復原得很好，
連跟進的化療也不需要做，除了每三
個月要回醫院檢查外，一切與正常人
無異。

其實，退休的想法在兩年多前便
已向董事會提出。一來，當時已屆 65
歲正常的退休年齡，董事會需要積極
尋找另一位年輕的接班人。二來，神
學院的新校舍已經買下，改建裝修的
工作也應在半年到九個月內，在我正
式退休前完成（那時我還沒有發現癌
症，同時新冠疫情也還沒有爆發）。
不過，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

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人雖然有人
的計劃，但神卻有祂自己的時間。一
些我們無法預知的事情發生了，讓所
有的計劃都往後推了起碼兩年。

計劃退休並非不再事奉，而是
我在恩福的工作應該告一段落。我在
2007年應徐武豪博士之邀加入恩福，
就是回應神的感動，透過恩福，開辦
一個特別針對大陸群體的神學院，培
訓一批大陸背景的傳道人。當時的願
望就是在我退休前，餘下的十幾年工
作時間內，能栽培出五十位全職事奉
的傳道人。至今，恩福神學院已有
六十多位畢業生，而且百分之九十都
在全職事奉。並且，神還在過去四
年，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新校舍。祂所
成就的一切，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

現在要考慮的是恩福，特別是神
學院下一步的方向。我們過去十幾年
一直與多倫多浸信會神學院合作，按
照他們的課程，我們用中文授課，當
學生完成學業要求後，由他們頒發加
拿大政府認可的學位文憑。我們與多

 ▓總幹事的話

神的供應豐豐富富  神的時間不早不晚
	◆ 司徒禮	牧師

倫多浸信會神學院雖然一直有很好的
合作夥伴關係，但始終有一些課程未
能按我們實際的需求調整。神學院的
下一步，應該是尋求獲得安省政府教
育部的認證，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自
由度去安排課程。

但要獲得政府的認證，不是一、
兩年，甚至不是三、五年內可以達到
的。按我的估計，可能需要八到十年，
甚或更長的時間。而我再做三年或五
年，也不可能完成這個目標。與其把
工作做了一半讓別人來接手，倒不如
現在放手，讓一位年輕的接班人來開
始並完成這個工作。

《歷代志上》12章 32節記載，
追隨大衛的人中，「以薩迦支派，有
二百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
所當行的。」中國漢朝開國皇帝劉邦
在起義推翻秦朝時也講到，人要「知
進退，明得失」。我相信，這個時候，
正是我應該從恩福退下來的時候。或
許神在前面會給我另開一條新的事奉
道路。阿們！

為在恩福的美好事奉感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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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了的實體聚會，感謝主！門訓
營終於再次有現場和雲端的參

與。在不少人還抱著猶疑不安的心情
下，三百多位弟兄姐妹，甚至是舉家
一起參加。培靈會、營會等往往讓我
們覺得興奮、感動、有大收穫，似乎
靈命有長進。但我們有沒有陷入講感
受的後現代思維，而忘記了真正的果
效是需要經過時間和堅毅意志的培
育。

在疫情的催逼下，科技實在是
給教會和各事工帶來了新的突破和景
象。弟兄姐妹不受地域、時間的限制
能夠得到許多接受裝備和增加知識的
機會。我們也會在受感動下屢次向主
承諾、甚至在眾人面前立志要跟隨主、
服事主。可是，我們那股熱誠能夠維
持多久呢？是否好像新年許願一樣，
轉過頭來就忘記了？是否心靈願意肉
體卻軟弱了？立志若沒有行動，所立
的志就等於空頭支票；信心若沒有實
踐，那我們傳的福音就只是沒有生命
的空談。「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雅 2:26下）

《聖經》裡不但給我們立志的教
導，也給我們立志的榜樣。讓我們先
來給立志下個定義。

立志，是定下目標，對前景有
冀盼，希望能收到成果。立志的時
候，往往需要憑著信心、鼓起勇氣踏
出去。我們立志的出發點是什麼？種
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根基決定成
果。假如立志是一時衝動、缺乏根基
的感動，能堅持到底並不容易。若以
為胸有成竹，反而不一定能夠兌現，
因為，很容易只靠自己的能力和意志
力。沒有多少人能夠憑一己的衝動去
完成使命，我們需要有別人提醒、指
出盲點、互相勉勵，才能面對挑戰、
克服困難、衝破障礙、邁向標竿。作
為神的兒女、基督的跟隨者，我們更
需要從神而來聖靈的能力去成就祂的
心意、完成祂的託付。這不單單在奉
獻或服事上，分別為聖的要求是全人
呈獻。假如把生活不同方面作聖俗之
分，就很難在生活中叫別人從我們的

身上看見主基督的大能和榮耀。

立志所定的目標固然重要，但
背後的動機更重要，是決定果效的要
素。你的奉獻和擺上是為了自己的名
聲還是主得榮耀？羨慕有好名聲並沒
有錯，但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讓別人
從我們身上看見神，要把人帶到耶穌
的跟前，不是帶進某某教會或介紹某
某名人（牧）。在我們回顧曾經所立
的志的同時，我們必須省察背後的動
機是什麼。或許只是隨著大夥、因著
一時的感動（衝動）、誤解了的信息，
以為大家都這樣回應，自己已經信主
多年，也應該作類似的回應。

我們最重要的立志是「要得主的
喜悅。」（林後 5:9下）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冒著生命危
險，立志不吃王的佳餚美酒，並非為
了突出自己的美德，乃是為了遵守神
的教導；雖然被擄到異國他鄉，仍堅
持分別為聖、不被養身食物玷污自己。
他們不是心裡想想、嘴巴說說而已，
他們是憑信心付諸行動，靠著神的恩
典給周圍的人看到極美的果效。

實踐，是把計劃呈現出來的必經
之路。沒有實際行動，一切的立志和
計劃只是紙上談兵，讓自己一時感覺
好，到頭來卻因著承諾沒有兌現導致
失落、內疚、甚至自卑自憐。但目標
若建立於純正健康的根基上，有聖靈
在心中提醒、催逼著我們，靠著從祂
而來的恩典和能力，我們就可以完成
從神而來的託付和使命。

中國人有一句俗語「能者多勞」。

很可能你也羨慕過（甚至妒忌）為什

麼有些人能夠擔任這麼多的角色，有

這麼高的成就！當年但以理不就是因

著他有能力為王解夢、受王的信任重

用而招來妒忌嗎？他能夠承擔使命，

不就是因為從少年時立志要全人分別

為聖嗎？但以理、保羅等能夠貫徹到

底，至死忠心完成使命，他們的堅毅

並非靠年少的衝動，不是大馬色路上

一時的感動，也不是憑自己的血氣意

志。他們的生命是真正被神觸摸到，

更新變化，破蛹而出；不再是自己活

著，也不是為自己而活；他們乃是有

主的生命在他們裡面，以至於能夠為

主而活。（羅 14:8；加 2:20）

上世紀華人佈道家宋尚節博士在
他所寫的「屬靈生活」裡面道出了他
的領受及完成使命的秘訣。他不是自
己「努力掙扎，模倣基督」， 乃是「主
裡面動工，主裡面長大」。他的生命
是讓「主住裡面，佔領一切，變化一
切，實現一切，聯絡一切」。他是全
心全意為主而活，學效耶穌「以父的
事為念」。

今天你我的立志有否有相應的實
際行動？我們的計劃是否能夠完成？
讓我們首先檢視裡面生命的源頭是什
麼，是誰在掌權？有否真的好像詩歌
所唱「全所有奉獻」？願我們的老我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讓我們把所立的志實踐出來，叫我們
的生命彰顯主基督的榮美！

 ▓牧者心聲

立志與實踐
	◆ 蔡家愉	傳道

20232023 恩福月曆恩福月曆
熱售中！熱售中！

及早預訂．三重特惠

請掃碼進入恩福官網
下載訂購表



 ▓生命轉彎處

與上帝連線
	◆ Victoria 姊妹

我信主得救的過程就是從和上帝連
綫開始的。那是我終身難忘的轉

折點。

認識主以前，我堅信，只要靠自
己努力，就會成就想要做的事情。從
小到大，我都是老師家長眼裡的好學
生。上大學、工作就業，看了不少《卡
耐基的成功學》和《心靈雞湯》等類
書籍，感覺自己一直很努力，也一路
順利。 

出國以後，沒想著找工作，我和
我的先生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好的大
學取得碩士學位，計劃著等取得了好
的本地的學位就可以找一份合意的工
作，安定下來。學習非常辛苦，但因
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對自己專業能力
的信心，我們努力堅持著。

2004年春天，我和先生都順利
畢業並獲碩士學位。本希望在手握畢
業證書的時候，也能得到一份工作的
錄用通知書。可是那時市場還沒從破
裂的高科技泡沫中走出來，就業機會
少，競爭很激烈，更別說，一提到加
拿大本地經驗，就是一塊巨大的絆腳
石。畢業的喜悅，迅速被失業的沮喪
所吞噬。甚至一家中介公司勸我簡歷
去掉碩士學歷，從最初級的工作開始
申請。

轉眼夏天來到，在加拿大最美
麗的季節，我們沒一點心情去欣賞，
每天修改簡歷，投出去，期待答覆。
每早晨醒來，想著新的一天開始，會
有新的消息嗎？晚上躺下時，一遍一
遍問機會在哪裡？像被捆綁在黑袋子
裡，無法呼吸，無處訴說。從沒經歷
過的挫折感籠罩，自己多麼渺小，希
望在哪裡？

先生想起一位同學給他講過福
音。住處不遠正好有間華人教會，每
天我們從它門前經過。一天，先生
說，我們去教堂禱告吧！那是週四，
我們上午就去了教堂。四扇棕色高高
的大門，推開一扇，進去，立刻把街
上的喧囂關在門外；頓時被莊重和神
聖所包圍。前方講臺墻上高掛的十字
架後面射出光芒，好像聽到一位老人

用深沉而溫和的聲音說：「你來，我
聽你說！」我的眼淚流下來。我們到
最前面跪下來，不知道如何禱告，只
是把心中的苦處和希望都倒出來！憋
在心裡的痛苦找到了宣洩的出口，肩
上的重擔也托付出去，身心都輕鬆了
很多。走出教堂，抬頭看，原來這是
晴朗的一天，陽光燦爛，一切多麼美
好。

就如《聖經》裡所說的：「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
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

第一次和上帝連綫，讓我終身難
忘。我的人生進入轉折，體會到和上
帝的聯結多麼美好！接下來的週日，
我們開始去教堂參加敬拜。 

信主以後，我明白了向主禱告
是上帝給我們的權柄，更是我們基
督徒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如同
每日的呼吸一樣重要。我可以隨時
隨地向主禱告。不像是我們平常打
電話，擔心對方是不是有空。上帝
的門總是對我們
開放的。祂無時
無刻不在準備著
傾聽我們，給我
們安慰，賜我們
平 安 和 喜 樂。
工作當中壓力很
大，常常遇到很
困難的問題，當
客戶都站在你的
身邊等著你找到
解决方案時，我
就會在心裡默默
禱告。當看著孩
子犯錯，正要發
怒訓斥的時候，
心裡默默禱告，
不要讓口中的
話傷人。當親友
生病軟弱而自
己不能做什麼
時，第一個想到

的是為他們禱告。禱告變為習慣。

最近一天晚上，我和孩子一起禱
告。我禱告了很多，為孩子上學的平
安，為家裡老人的健康，為教會的恢
復實體開放，為教會的孩子們的屬靈
品格，為正在發生的戰爭，還有遲遲
不去的病毒等等。結束以後，孩子問
我，「媽媽，我們禱告這麼多，對上
帝會不會有像 Email spam（一次發出
一大堆的垃圾郵件）這樣的情况？」
我笑了，回答說：「上帝永遠不會覺
得我們跟祂說的太多。我們是祂的孩
子，沒有父母是不喜歡孩子們多和他
說話的。更重要的是，上帝要透過禱
告給我們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
念。」

親愛的朋友們，放心大膽地和上
帝連綫，向上帝禱告吧！因為上帝告
訴我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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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累積清還本金 $11,553

2022年 7月貸款餘下總額 $32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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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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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gust 2022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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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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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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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網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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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近期聚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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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站和臉書專頁
發佈的即時信息
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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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約門訓營

信心的歷練
	◆ 張德忠	傳道

疫情改變了世界，改變了人心，也
讓恩福的事工因應挑戰作出調整

突破。

一年一度的門徒訓練營，疫情期
間轉為網絡聚會。然而，兩年來的「疫
情疲勞症和封閉症」嚴重影響了基督
徒的生活，眾多弟兄姊妹盼望早日回
歸實體聚會，渴望主內相親相愛的屬
靈氛圍，因此，今年的第 25屆門徒
訓練營決定疫情以來首次回歸實體聚
會。

作出實體聚會決定時，離營會
時間僅剩 3 個月，各項緊張、繁忙
的預備工作給恩福同工很大的壓力。
首先是費用問題。疫情兩年多帶來物
價上漲，預估成本比往年高出 25%
以上。為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我們

決定不漲價。

疫情前門訓營通常有 600-800人
參加，今年我們壯膽預訂了 300個床
位，同時作好心裡準備，若報名人數
不多，就接受更大虧空的結果。沒想
到，營會開始前兩週，報名人數剛好
達到 300人。神應許我們一個神奇的
數字！

籌備工作非常緊促，最缺乏的兒
童青少年節目最終也順利安排妥當。
參與的年輕義工不少是第一次在門訓
營服事，他們後來說，這次學習，對
今後的事奉很有幫助。

營會中，許多弟兄姊妹慷慨奉獻
支持。營會結束後，我們的營會支出
仍有 7600多元虧空。感謝神感動一
位姊妹奉獻一筆金錢，完全補足了這

部分虧缺，使這屆門訓營完全收支平
衡！

最感恩的是，營會結束後，有 20
多位弟兄姊妹順應聖靈的感動，接受
神的呼召，願意全身心、全職奉獻來
服侍主。願神帶領保守他們今後的裝
備學習，祝福他們的事奉人生。

疫情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短時
間不能恢復到疫情前，但因著神的保
守和看顧，我們有信心「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腓 3:13-14）。願恩福的各項事
工繼續被神使用，切實幫助眾多教會
和弟兄姊妹。

【事工講座】教會的孩子怎麼啦？ 青少年事工研討會

特邀嘉賓｜	高路	牧師、徐權能	牧師	

	 司徒黃妙嫻	師母、Teresa	Tong	傳道

時						間｜	11 月 7、14、21、28 日	週一晚 7:30–9:30

對						象｜	教會牧者、主日學老師、家長及眾基督徒

形						式｜	實體聚會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8-9 月年神學課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 莊祖鯤（必修課，3學分）	

					8 月 15-19 日，22-24 日，晚 7-10 點

以賽亞書 / 司徒禮（必修課，3學分）	

					8 月 30 日 -9 月 29 日，逢週二、四晚 7-10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