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

邁向更大更新的路

司徒禮牧師

進入2019年，恩福的事工也踏入了第三十周年。在爲此，
不得不向神獻上感恩，祂實在是到如今都在幫助我們的神。
單是回首過去一年就看見，神是一位化軟弱為爲剛強，變危機爲
為轉機的神。
2018年開始時，恩福的事工面對各方面嚴峻的挑戰，我
們幾個重要的事工都有可能要被終止。首先，我們在2006就
已經開始與多倫多浸信會神學院（TBS）合作開辦、針對中
國大陸移民信徒的恩福神學院，因TBS單方面提出更改合
約，要求所有課程要回到TBS的校舍上課，學費也要增加百
分之九十，並且課程也要從以訓練工人為爲主改爲以做學問理論爲
為主，以致一度讓我們覺得可能無法合作下去，而要把這個
重要的事工停下來。
但主耶穌的話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太
9:37）提醒我們 : 同學們的堅持，在一、二月寒冬的晚上連
著兩個月開車二、三十公里上課，激勵我們，神學院的事工
不可放棄。我們一方面盡力與TBS協商，允許我們能在現在
簡陋的課室繼續上課，另一方面我們也向神禱告，尋求一個
較長遠的解決方案。
神讓同工和董事們都看見，神學培訓的事工不單不能
收縮，反而應該擴大。我們需要一個更完善、更具規模的
校舍，不單能滿足TBS的要求，更盼望有一天，靠著神的恩
典，我們能夠向政府申請獨立註冊。有了這個共識後，在
2018年4月底多倫多的異象分享與神學生畢業差遣禮中，恩
福董事會主席傅大衛牧師向弟兄姊妹提出，我們在多倫多的
恩福神學院和辦事處都需要更大的地方，請弟兄姊妹爲為此事
禱告。一個多月後，在神學院和辦事處的同一個地點上，就
有四個相連的單位出售（我們現在的地點是 2-4 號，要出售
的是 12-15 號），最後要價加元一百二十五萬。
我們在神面前繼續禱告，要清楚這是否祂的帶領，所以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只在有限的範圍內與弟兄姊妹提到這
個需要，請弟兄姊妹為爲這事情禱告。但施恩的神已開始感動
弟兄姊妹為爲這件事奉獻，到去年十月，我們收到的和應許的
奉獻已接近四十萬加元，同時我們諮詢銀行後也得到銀行答
應，最高可以貸款六十七萬加元。

我們估計連其他雜費和裝修加起來，
我們共需要一百五十萬加元。若我們需要以最高貸
款買下這個地方，我們以後每月要承擔一萬多加元的額外開
支。若弟兄姊妹的奉獻能達到供應整個售價、手續費和裝修
費，以後每月的開支也要增加五千加元左右。這不是一次性
的投入，乃是以後每月都要增加一筆不少的開支。但我們相
信神必有供應，也求神讓我們在栽培神家工人上，作出最好
的投資。
其次，自去年2月中國政府正式實行新的宗教條例後，
不斷傳來教會和弟兄姊妹受到衝擊，現在國內家庭教會的情
況越來越嚴峻，很多人數比較多的教會都被取締拆散，恩福
的國內培訓也曾考慮是否應該暫停或放緩。但隨著國內較大
的教會被拆散，弟兄姊妹又回到二十年前的模式，在不同的
家庭中，以小組的形式聚會；因此他們對小組帶領同工的需
求也大大增加。過去一個由兩、三位牧者牧養的三百人教
會，現在一下子需要十個組長來帶領。同工培訓的需求，實
在是有增無已。感謝神，在這段期間，我們在國內的培訓沒
有因政策的改變而減少。我們的培訓事工一直都比較謹慎低
調，雖然近期幾次也遇到一些攔阻，但都能有驚無險。請弟
兄姊妹繼續為我們禱告，求神保守同工們的出入平安，也讓
我們曉得如何有智慧地去把這個工作做好。
最後，在過去一年，我們在香港的事工也因同工的問
題，差一點完全陷入停頓。但蒙神一路帶領保守，我們用了
一年的時間作了一個全面的調整。原來香港的同工和董事都
已全部退出，現在香港的董事會也已全部重組，重新啓啟動。
雖然整個事工需要重新開展，但相信神既是到如今都幫助我
們的神，祂也必會帶領我們能儘快建立起香港的事工。
為昔日，當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向神禱告禁食認罪
時，非力士人前來攻擊他們，他們向神大聲呼求，神用雷聲
幫助他們，把敵人打敗後，「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
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
幫助我們。」（撒母耳記上 7:12）
神的兒女並非不會遇到困難和攻擊，但無論在甚麼麽 環
境，當我們尋求神、要遵行祂的旨意時，祂都會幫助我們，
叫我們不單能克服困難繼續前行，更看見神在困難背後爲為我
們打開了一條更大更新的路。
我們為過去三十年獻上感恩，更為前面的道路祈求，求
神帶領保守我們能不徧不倚地走在祂的旨意中。

趙文青姊妹

鄧之寧傳道

今年正值加拿大恩福協會成立30週年。不知
不覺中，我在恩福協會的服事踏入第6年了。回顧
這一段難忘的時光，可謂感觸良多。

弟兄姊妹日後又帶領他們尚未信主的親友來參加
這些聚會，成為救恩流通的管道。
每一年恩福都會舉辦海外中國基督徒門訓
營，以及各種公開課程和培訓講座，為追求靈命
進深、有心服事教會的弟兄姊妹提供了非常有用
的教導。許多人因而學以致用，服事教會，成為
其他弟兄姊妹的祝福。

以前服事教會，是牧養為主，對象是與自己
所熟悉的一群弟兄姊妹，事奉起來得心應手；可
是在恩福服事，是以事工為主，接觸的對象來自
不同的教會，事前彼此未必認識，能够 彼 此
深入交流溝通的機會不多，剛開始時還
恩福神學院與多倫多浸信會神學院合
真有點不得要領，瞎子摸象的感覺。
作開設了不同導向、不同程度的神
務要傳道，
此外，由于近年來國內對宗教事務
學課程，多年來為教會、福音機
的管理越收越緊，原來計劃的一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
構以及宣教工場培養了一批又一
些海外培訓事工大受影響，感到
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批的傳道人。今年4月，將有6名
壯志難酬，一度有些灰心沮喪。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 神學生畢業投身事奉崗位。
然而，保羅對提摩太的一句
勸勉卻時常在我心中縈繞：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
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
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4：2）

警戒人、勸勉人。

此外恩福協會也積極差遣同工
前往歐洲、亞洲等地主領講座、
（提後4：2）
營會，開拓海外神學培訓事工，有
些人在當地參加了培訓之後，蒙神帶
領，放下自己的職業，遠渡重洋來到恩福
神學院接受系統性的神學裝備。

反思自己在恩福的服事，感謝神讓我能看見
多倫多周邊地區許多中小型教會的困難：

每念及此，我腦海中總會浮現出使徒保羅對
愛徒提摩太的這一番諄諄勸勉：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
我這纔體會到，恩福協會為何一直堅持不懈地透
過以下各種渠道和平臺來裝備、造就主的門徒：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凡在
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
喜悅。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
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提後2：3-6）

恩福出版社和中國事工部密切合作，編輯、發
行了許多屬靈書籍和多媒體出版物，通過位於多
倫多、滿地可、愛民頓、卡爾加里、溫哥華以及
香港的書店銷售並免費發放供各地衆教會使用；
事工部每年春季舉辦全加巡迴佈道會，夏
季舉辦海外中國人福音生活營，秋季舉辦海外中
國青年營。在這些聚會中有許多慕道朋友决志信
主。主的恩典很奇妙，不少在營會中决志信主的

我想，恩福協會多年來的努力與上述保羅對提摩
太的期望相當契合：培養戰士 — 能委身使命，犧
牲小我，心無旁騖地在福音前綫衝鋒陷陣的宣教
士；培養運動員 — 能盡忠職守，謙卑順從的牧者
帶領教會不偏不倚地奔跑在合神心意的跑道上；
培養農夫 — 能安心幕後，甘于淡泊，卻勤勤懇
懇、無怨無悔地委身服事教會的長老、執事、信
徒領袖，以及弟兄姊妹。

對於生長在無神論家庭的我，要接受有神，
而且是一個來自外國的神，真的是奇蹟。2001年
秋天的一個週四晚上，我被一個小弟兄帶到了
「天津山西路基督教教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
個地方，但是，當我坐在簡陋的椅子上，看著簡陋
的講台，卻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覺得好像來
過這個地方。我不記得當時主持人說了什麼，唱了
什麼，我卻不住地流淚，好像回家一樣。
之後，帶我來教會的小弟兄給了我一本小冊
子，我看到裡面有很多的話非常有道理，好像都
是在對我說的，所以很多地方都作了標記。那位
弟兄看到後告訴我，我作标记 的 地方都是《聖經》上
的話，他說你還是讀《聖經》吧。後來他送了我
一本《聖經》。（這本《聖經》我保存至今）
於是我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把《聖經》讀了
一遍，裡面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而最讓我感動
的是《箴言》第三十一章，我願意按照《聖經》
的要求，做一個賢德的婦人，一個好母親、好妻
子、好女兒。
從此，我開始每個主日到教堂聽道，週一到
週五的早上，通過網絡聽「聖經廣播網」上的講
道、讀經、詩歌……。但是，我經常聽到一句非
常刺耳的話，就是：我們都是罪人。我無法接受
這樣的說法，因為，我自以為是一個非常自律的
人，對自己要求也比較嚴格，我信奉「沒有辦不
到的事情，只有沒有想到的事情」。我當時也曾
經對牧師說：「如果我是一個罪人，這世界上就
沒有好人了。」
隨著聽道、讀經、禱告和小組查經，我越
來越看到自己的渺小、無知、驕傲和狂妄自大。
《聖經》像一面鏡子照在我的裡面，讓我看到，
當我們否認神的時候就是罪，難道我的自私、貪
婪、攀比心、驕傲、妒忌……不是罪嗎？

我和家人在一次小組查經時，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滅亡，反得永生」（約3：16）這句經文深深打動
了我們的心，神在萬人中揀選了我們，使我們成
為蒙祂拯救，蒙祂大愛的人。主耶穌為了我們的
罪，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擔當了我們世人的罪，
祂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孽，使我們不再
被罪轄制。因為，我們舊的生命已與祂同釘十字
架。主耶穌三天后復活，升天，祂還要再來，接
我們一起進入榮耀裡。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們
願意接受這樣的神為我們的神，成為我們的救
主。所以，2003年8月23日，我們全家受洗成為神
家的人，從此我們開始了信仰之旅，踏上了蒙恩
路。
2005年，憑著對神的信心，我們全家移民加
拿大。神一路的帶領、賜福我們，我們經歷了太
多太多神的恩典和神蹟奇事，感謝讚美神！將一
切的榮耀歸給神！阿們！

代禱
神學院和辦事處的擴
展，售價加上裝修費
用約需一百五十萬。
我們現在連收到的和
應許的奉獻接近四十
萬加元，懇請你們不
單繼續為我們禱告，
亦盼望你們有感動
願意支持我們這個
“為神家栽培工人”
的行動，請在
奉獻封上註明是
“支持購置校舍”。

事工/資源推介:
中國福音事工

資源分發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2019年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道會

2018年3月 - 2019年 1月

加東區 - 主題 : 夢醒 祢愛永不變

日期/時間

講員 : 謝章響傳道

城市

地點

4月5日 (星期五)
晚上7時30分

Ottawa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陳明道牧師 613-236-7656

4月6日 (星期六)
晚上7時30分

Montreal

滿地可華人宣道會
加拿大恩福協會 514-879-1618

4月7日(星期日)
晚上7時30分

Kingston

京士頓華人宣道會
盧鋼牧師 613-548-7270

5月3日(星期五)
晚上7時正

St. John’s

聖約翰斯華人基督教會
邱巍長老 709-725-1823

5月4日(星期六)
晚上7時30分

Halifax

5月5日(星期日)
下午2時45分
5月6日(星期一)
晚上7時30分

Charlottetown
Saint John

夏城華人基督教會/夏城華人宣道會
胡廣源長老 902-423-4878
張鵬長老 902-404-7377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單張
聖經
光碟
累積總數

10,718		
6,575		
1,552
492
19,337		

465
610
35
1
1,111

中國國內文字、影音製作及供應
聖經及書冊
影音製作
單張
累積總數

572
30
823
1,425

基督教以勒浸信會
蔡紋裴傳道 902-963-3933
Rivercross Church
馮冰弟兄 506-977-2194

多倫多 總辦事處
3880 Midland Ave., Units 2-4, Scarborough, ON M1V 5K4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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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星期六)
晚上7時30分

Hamilton

海明頓主恩國語宣道會
徐權能牧師 905-962-5930

5月25 日(星期六)
下午3時半至6時半

Quebec
City

魁北克宣道會榮光堂
方向群牧師 438-825-5133

加西區 主題 : 神立天定地的話語 講員 : 李心明牧師

日期/時間

			

城市			

地點

4月12日 (星期五)
Victoria
晚上7時30分			

域多利華人宣道會
潘國偉牧師 250-592-5566

4月13日 (星期六)
Calgary
晚上7時30分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加拿大恩福協會 403-262-8633

4月14日(星期日)
Edmonton
晚上7時30分			

愛城浸信國語教會
加拿大恩福協會 780-802-1183

4月26日(星期五)
Saskatoon
晚上7時30分			

沙城華人基督教宣道會
簡唯信牧師 306-241-9243

4月27日(星期六)
Regina
晚上7時30分			

雷城華人宣道會
張尚亮牧師 306-789-0877

日期 : 2019年4月2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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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民頓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香港 辦事處
董事會成員 :
傅大衛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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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幹事: 司徒禮牧師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謝章響、鄧之寧、蔡佳蓉
黃克先、孫慧 (出版)
黃譚玉琼(溫哥華)、
徐中(卡加利)、
李文偉 (滿地可)

時間 : 晚上六時正

地點 : 金業酒家 7501 Woodbine Ave., Markham, ON L3R 2W5
查詢 : 416-297-6540 聚會語言 : 國語，粵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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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嘉賓 :
梁康民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