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上一期的雙月刊透過耶穌挑

選和差派門徒，開始探討如何效

法主耶穌在教會中訓練能搭配事

奉的弟兄姊妹。以下從主耶穌訓

練門徒的過程中繼續一起探討。 

        主耶穌對門徒的訓練，除了

上一篇闡述的三點：一. 細心挑

選；二. 給與能力；三.  給與權

柄。另外三點，下面繼續詳述： 

四. 承擔責任 

弟兄姊妹既然在教會裏面有

服侍，並且被賦予一定的權

柄，就應當對所承擔的事奉

承擔責任。《路加福音》記

載，十二使徒在傳道回來

後，要「將所做的事告訴耶

穌」（路加福音 9:10）。

教會應該建立一個問責機制，弟

兄姊妹在任何一個崗位上事奉一

段時間後，都需要有一個報告和

總結的時間，以致他們的事奉得

到認同，他們自己也有機會繼續

成長。而承擔責任也是兩方面

的，一方面是事奉的弟兄姊妹要

向教會負責任，另一方面教會也

要向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負責

任。有些弟兄姊妹曾表示過，當

他們接受了教會的安排，在某些

崗位上開始事奉後，很快就感覺

到教會對他們從此不聞不問，好

像由著他們自生自滅。教會、特

別是牧者應該定期與這些事奉的

弟兄姊妹約見，瞭解他們的情

况，分享他們的喜樂，也分擔他

們的難處；並且能及時提供指引

和幫助，以致他們的服侍能更上

一層樓。 

弟兄姊妹能够重新得力。可能有人

覺得在教會中事奉的人手已經短

缺，怎可能讓一個能服侍的弟兄姊

妹閒下來？其實這又回到教會有

沒有刻意地培訓事奉人手的問題。

在《出埃及記》十八章裏記載了一

件事情，當時，摩西的岳父葉忒羅

看見摩西從早到晚坐著審判百姓，

以致自己和百姓都非常疲乏。葉忒

羅向摩西提議，從百姓當中選出

「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

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

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

長」（出埃及記 18:21），教導他們

明白神的律法，可以管理、審判百

姓。若摩西平常能够在一個小時審

判十個案件，一天工作十個小時，

他一天就能够判斷一百個案件。但

他若從六十萬會眾中選出五十人，

每天用一半時間訓練這五十人，總

共訓練一百天。在這一百天內，他

每天只能判斷五十個案件，另累積

五十個案件，一百天後他

總共累積了五千個案件

沒有處理。但當這五十人

訓練完畢，開始審理案件

時，若每人每天只能處理

十個案件，他們一天總共

就可以處理五百個案件，

只需要十天就能把摩西

累積的五千個案件清理掉，而從此

摩西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去

處理其他的事情。 

深盼眾教牧同工們能看見培

訓同工的重要性，為神家栽培更

多又忠心、又有能力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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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禮牧師 

五. 建立團隊 

《馬可福音》第六章記載，

主耶穌差派十二門徒出去的時

候，乃是兩個兩個地出去。《路

加福音》第十章也記載了另一

次，主耶穌差派七十個門徒出去

的時候，也是兩個兩個地出去。

主耶穌從一開始就替門徒建立了

事奉的夥伴，讓他們學習彼此搭

配、協調、同工。《使徒

行傳》記載了在早期教會

中，使徒們很多時候也是

起碼兩個兩個地一起行

動，如彼得與約翰（徒 

3:1，8:15），巴拿巴與

保羅（徒 13:2），保羅與

西拉（徒 15:40）等。在

教會中，我們更應該爲弟

兄姊妹建立事奉的團隊，讓他們

能够彼此學習、幫助、支援。正

如《傳道書》所說：「兩個人總

比一個人好，因爲二人勞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傳道書 

4:9）。 

六. 安排休息 

《馬可福音》記載了當

十二門徒回來，在向主耶穌

彙報了他們的工作後，耶穌

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地到

曠野地方去歇一歇」（馬可福音 

6:31）。有些教會對牧者有安息

年的安排，其實在不同崗位上搭

配服侍的弟兄姊妹也應該有休養

生息的時候。就算無法安排一整

年的安息年，也可以在事奉一段

時間後，有一個季度的休息，讓 

在某些崗位上

開始事奉後，

很快就感覺到

教會對他們從

此不聞不問，

好像由著他們

自生自滅。 

可能有人覺得

在教會中事奉

的人手已經短

缺，怎可能讓

一個能服侍的

弟兄姊妹閒下

來？ 



你這趟行程就值得了！感謝主，相信

神不僅要救一個靈魂，祂還要救千千

萬萬的中國同胞歸向祂。  

 

每到一處，都受到當地牧者和弟

兄姊妹的熱情款待，真有點受寵若

驚。自己算什麼，盡然享受這麼尊貴

的待遇？這是出於主的愛。雖然都是

初次見面，卻如同一家，而且彼此配

搭，有一份力量，出一份力量。當地

不同教會的參與，看見主內彼此同

心、一起興旺福音的和諧和美善。 

 

主啊，我算什麼？祢竟然這樣地眷

顧我！神不僅拯救我們，還差遣我們參

與祂的工作，也與我們同在。想到之前

的猶豫和擔心以及這一趟奇妙的經歷，

就想到神對以賽亞先知的呼召，巴不得

我們都能像先知以賽亞一樣，當聽到主

的呼召說「我可以差遣誰呢？」願意回

應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謝章響傳道 

 

 

 

  

 
   牧 者 分 享 

 恩福臨中華 

今年加西巡迴佈道會竟然考慮

我作講員！當時心裡確實有點忐

忑，因為知道自己的背景，對主的

認識，以及傳福音的心志和恩賜都

不夠，許多的擔心就來了。經過一

段時間的禱告，神的愛不斷激勵

我，最後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感謝神，雖然第一次要連續去

不同的地方分享福音，還要跟不同

教會的牧者、弟兄姊妹交通，這都

不是我所擅長的，但因為許多人的

代禱，使我能夠調整心態，一路有

出人意外的平安，也經歷到福音的

大能。 

 

第一周已經提早去了機場，結

果還是找不到原來訂好的停車的地

方，兜來兜去最終只好找最近的路

口出了機場高速公路，都不知道自

己去了哪裡，幸好車上有 GPS 帶回

了機場，差點錯過飛機。當時想，

如果今天上不了飛機，一切所預備

的都用不上，心裡實在意識到，如

果不是神開通達的道路，人能做什

麼呢？ 

 

第二周是從家裡出發去機場，清

早路況還好，但沒想到右轉時有晨跑

的一個人，很快地從我車前面跑過，

差點撞上，心裡又是感恩又是感嘆，

如果出了這事故，今天的計劃就泡湯

了，同樣的一句話又浮現在我面前，

如果不是神開通達的道路，人能做甚

麼呢？ 

 

到了第一站，教會一切都準備就

緒，井井有條，從書攤到陪談都安排好

了，但呼召時沒有人舉手，後來再次 

呼召，有一、兩個人舉手，心裡有點

沮喪，但神提醒我要謙卑，重新調整

自己的心態，知道使人信主的是神，

自己只是分享、見證神的工作。 

 

第二站，看見有許多人來聽佈道

會，我心中為當地的弟兄姊妹和眾教

會感恩，因為他們為福音心裡火熱，

能夠彼此配搭，一同興旺福音，不是

因為講員的名氣。整個聚會氣氛很

好，很有神的恩典和同在，呼召時也

有人願意舉手信主，會後與慕道朋友

私下交談，他們也說到信息對他們的

幫助，實在體會到神不僅帶領人歸

主，也帶領分享福音的人更多經歷祂

和認識福音的大能。 

        

        另外一個地方只有兩個人舉手

願意信主，會後茶點的時候，有一對

弟兄姊妹很興奮地跑來告訴我第一個

舉手的人是他們帶來的。他們說，之

前一直猶豫要不要邀請這位朋友來聽

佈道會，因為這位朋友剛來加拿大才

幾個月，他們覺得一個人對信仰的認

識需要過程，他們自己就是這樣過來

的，第一次去聽福音，當時也是覺得

不容易信。但沒想到，一邀請，這位

朋友就來了，而且詩歌、信息正是他

所需要的，一個大男人竟然在眾人面

前要哭，浮躁不安的心因歸向神平靜

安息了，這是福音的大能。這對夫婦

風趣地安慰我說，只要救一個靈魂， 



另一次也是在回家途中。開了大

約三分之二的路程之後，上下眼

皮開始不停地打架。我堅持著把

車開進了休息站。睡了一覺後醒

來，發現車子又啟動不了了...... 

        現在我終於畢業了，卻發覺

時間過得太快了。很多東西我還

不懂呢！那麼多的神學思想我還

一知半解，教會歷史還是霧裡看

花，聖經書卷也不夠熟悉，釋經

講道還嫌生澀，教會管理更是如

墜雲裡霧裡。預備如此不充分的

人，很快就進入牧會的角色，我

心裡充滿惶恐。要是能再有三年

時間來全時間讀書該有多好啊！

然而，不管是否已經準備好，我

無可選擇地要進入工場了。 

    我深知，神要使用的器皿，

不在乎材質，也不在乎裡面裝了

什麼和裝了多少，而在乎器皿是

否潔淨。我願意時刻靠著主耶穌

寶血的潔淨，作合乎主用的聖潔

器皿。其餘的，只要交托給神，

因為祂會負責。 

      很湊巧，我的第一門課是

「釋經學」，最後一門課是「僕人

領導學」。這提醒我，要以神的話 

語為根基——按著正意分解神的

道，按時分量——並要靠著聖靈

作眾人的僕人，去牧養神所交托

的群羊。 

    感謝神學院老師以自己生命

為榜樣的悉心教導，感謝同學們

給予的勉勵和幫助，感謝母會和

實習教會牧師和弟兄姐妹的禱

告、關心和接納，當然也要感謝

老婆和孩子的支持和付出。 

    願一切榮耀歸給公義慈愛的

父神！ 

 

 

 

  

 
    心 聲 分 享  

   毛歷辛弟兄             

    2012 年 8 月 31 日是我開始讀

神學的日子。當時我想，三年的課

程實在太長了。我都已經 48 歲

了，讀完就年過半百了，還有多少

可以事奉的年日呢？！ 

        轉眼三年半過去，我終於畢業

了。回顧過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神的豐富恩典。我家住在

Belleville（貝爾維爾），離恩福神

學院有 170 公裡的路程，單程行車

時間在 1 小時 45 分鐘左右。上課

時間通常是晚上 7 點到 10 點，所

以我必須在 4:30 左右出發，課後

回到家往往已過半夜。感謝主，無

數次的來回，沒有出過任何事故。

我知道是神保守了我。不過兩次叫

拖車的經歷倒是值得一提。 

        一次是回家途中，401 大塞

車，周圍的車子紛紛熄火等候。我

也熄了火。一開始強撐著保持清醒

狀態，但眼睛很快就閉上了。不知

過了多久，忽然被喇叭聲驚醒，才

發現周圍的車都走了，只有我後面

的車被擋住走不了。我趕緊點火啟

動，發動機卻沒有動靜。原來熄火

後忘了關大燈，電全漏光了！幸好

所在地段是一個緩坡，我趕緊將車

子掛空檔推到了路邊...... 

 恩福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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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 7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6,108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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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    313       0 

累積總數  10,296 417 

   

   中國國內文字、影音製作及供應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資 源 分 發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請弟兄姊妹繼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亦為我們事工

的經費需要請大家熱心獻捐支持。 若有感動,  支票

抬頭請寫 CCIC;  奉獻$20 以上者, 可獲退稅收據。 

聖經及書冊   166  

影音製作    30  

單張    2  

累積總數    198  

代禱呼籲 
        在 2011 年協會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 為著要減省開

支, 神學院和協會辦事處同工共同使用同一單位。轉眼已

七年了,  辦事處四五位同工擠在一個不到兩百平方英尺的

空間, 其擠迫可想而知。 另外, 神學院報讀學生若超過 20

人便不夠座位。 神學生若日間希望回校溫習或聚會也不

方便。再加上協會也開始籌劃在 2019 年開始推出 “信徒

事奉訓練證書課程”,  現有的單位已遠遠不足夠使用。 

盼望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合適的地方,  懇請你們記念我們的

需要。 

海外中國青年營(多倫多) - 愛, 我願意!?! 

日期: 2018 年 10 月 6 至 8 日 (感恩節長週末舉行) 

講員：甄健威牧師 

費用：晨鳥$140/人，之後$160/人 

晨鳥優惠截止日期： 9 月 19 日 

報名截止日期： 9 月 25 日 

地址： Countryside Camp Conference Centre, 1985 Beke   
Road., RR4, Cambridge, ON  N1R 5S5 

2019 年的《恩福月曆》現已開

始接受預訂，這次主題是【生之

頌】。  因 著 主 耶 穌 的 救 贖 恩

典,  給我們永恆生命, 一切得到 

更新.  恩福掛曆，每日經文，使

我們天天汲取生命靈糧.。 

 

特色: 

* 每日一靈修金句, 讓您與主更

親密 。中英對照，多種用途。 

* 特大空位，方便記事。前後月同列。公曆農曆對照。 

* 封底內頁整版供教會/機構/團體刊登宣傳資料。 

 

訂購查詢 : Tel : 416-297-6540  Fax : 416-297-6675   

                  Toll-free :1-888-909-2242 

                   Email : calendar@ccican.org   

恩 福 書 室 

主啊，請差遣我！預備踏上奉獻路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3 日（周六，9:00-12:30） 

地點：士嘉堡華人浸信會（3223 Kennedy Road, Scarb.） 

講員：范學德老師 、江昭揚牧師、程輝傳道、 

           馬光輝牧師、司徒禮牧師 

費用 : 自由奉獻 

查詢 : Tel 416-297-6540   ccic@ccican.org 

歡迎有心志或預備踏上奉獻路的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中國福音事工 

mailto:calendar@ccic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