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幹事的話
根據 2017 年 11 月 16 日 The Globe
and Mail 的一份報告，以及多倫多中國領
事館的資料顯示，在加拿大的中國留學
生數目已達到了 186,000（加拿大政府在
2016 年的官方數字是 132,000，
其中的差
異，
可能是在 2016 到 2017 年間留學生的
數目增加了五萬，也有可能的是其中一
部分留學生已轉成移民身份，但中國領
事館仍把他們計算為留學生）。這個數字
還在以每年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比例來增
長。

日益增長的現實
按 2016 的統計，這些留學生中，讀
小學或初中的小留學生約佔 22％，高中
生約佔 31％，其餘的大專生、大學生、研
究生、博士生等加起來佔 47％。因為加拿
大政府的政策允許留學生在拿到大學或
以上學位後，可以留下來工作三年，並有
機會轉成移民。這些最終會留在加拿大
的留學生佔 30％，而離開回國的則佔
70％。
這十八萬多的留學生實在是一個很
大的禾場。一個學生信主後並能得到好
的栽培，若是留在加拿大，將會成為加拿
大華人教會的生力軍；若是回國，也能
成為國內教會的祝福。特別在中國新的
宗教政策出台後，無論是海外牧者回國
培訓，或是國內信徒出外接受裝備，都將
會有一定的困難，留學生的福音和栽培
事工就更是不能再輕視的一項工作。
要做留學生的福音和栽培事工，並
非每一個教會都能直接參與並勝任。教

- 留學生事工經驗談
會能開展學生事工的首要條件就是她的
地理位置。若一個教會附近沒有學校，
她就不可能開展學生事工，但一個教會
若在大學區，而她不去開展學生事工，
這也是她的虧欠。
按 2016 年的數據，中國留學生的分
佈： 45％在安省，35％在 BC 省，5％在
阿省，3.8％在魁省，3.6％在 NS 省；其
他省份加起來佔餘下的 7.4％。其中留學
生增長最多的依次是 BC 省、安省和 NS
省。一個教會雖因地理位置無法直接開
展學生事工，但這不代表她不能藉著禱
告，關注和奉獻參與到學生事工中。

付出不求回報的心態
做學生工作的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
一個付出擺上、不求回報的心態。耶穌
說：「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
去」（太 10 ： 8）。學生事工不能期望
能看見短期的果效，這需要牧者和弟兄
姊妹都能有這樣的看見，甘心服侍這些
學生，好像服侍主一樣。我們雖以能帶領
他們信主、成長為目的，但卻不以這個作
為我們付出的交換條件。要相信，只要我
們能堅持不懈，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
6 ： 9）。就是主耶穌在治好了十個長大
痲瘋的病人後，也只有一個人回來歸榮
耀與神（路 17 ： 11-19），但祂也沒有
因此不再醫治病人。

調整最佳事工時間表
既然要做學生工作就要知道學生的
需要，也要按照學校的時間表來設計事

司徒禮牧師
工計劃。每年九月開學時是接觸新學生，
認識他們，與他們交朋友的時候。這時的
聚會適合比較輕鬆一點，同時也能幫助
新同學適應新環境的節目。經過一個月
左右的時間，到十月初就可以有一次福
音性或佈道性的聚會。十月中一直到學
期終，他們的學業就會比較忙，這時就不
適宜再有大型的聚會。聖誕節期間，很多
學生可能會離開，但也會有一部分留下
來的，可以酌情安排一些聯誼性的聚會。
一月新學期開始到二月初，這段時間學
業還不是太忙，也是舉行佈道或培靈等
大型聚會的好時機。從二月中到學期末，
又是一段學業較忙，應該避免大型聚會
的時間。在四月底學期結束後，而學生還
沒有離開前，若是能夠，可以舉辦一次培
靈、奮興性的營會或聚會，可以激勵畢業
或回家學生在前面的道路上，持守真道，
為主做工。

領信栽培齊頭並進
學生事工，特別是大學生事工，有如
北方人吃餃子，必須一邊下，一邊吃。第
四年的有如已吃進嘴中的餃子，已經能
夠在教會中事奉，也能負責團契，帶領學
弟學妹。滋味雖然好，但是嚼幾下吞進肚
子就沒有了。第四年的也是這樣，當比較
成熟能夠在教會幫忙時，也就是要畢業
離開的時候。所以，當嘴裡吃著一個的時
候，碗裡就要放著一個第三年的做後備，
同時還要盯住盤子裡第二年有潛質的，
隨時往碗裡夾，更重要的是，鍋裡還要不
斷下。這個過程若在任何一個環節出了
問題，就會斷鍊。
(轉後頁)

牧者分享

鄧傳道
(續上頁主題文章)

當我還在牧會時，我常對弟兄姊妹
說兩件事：第一，我們若連續三年沒有
帶領人信主，待學生們都畢業了，教會
也就可以關門了。第二，每個學生都必
須找到自己的接班人才可以畢業。雖然
說時是帶著開玩笑的口吻，但卻是一個
事實。很多教會一年、兩年沒有帶領人
信主，覺不到有什麼大問題，但學生事
工立時就會顯出問題。
做學生事工另外一個不容易察覺
的潛在危機，甚至很多人可能不認為
這是危機的，就是在初信的學生中出
現了一些特別追求、特別優秀的弟兄
姊妹，他們在信主不到半年就開始嶄
露頭角，在教會、團契中獨領風騷。
這本是一件要向神感恩的事情，但潛
在的危機乃是，教會或團契會過度地
使用、依賴他們。就算他們能應付自
如，沒被壓垮，教會也會因為過度依
靠他們，而忽略了栽培下一梯隊。結
果，當他們在教會時，教會會經歷幾
年的豐年，而當他們畢業離開後，會
立時陷入沒有人接手的荒年。
學生事工因人因地，會有各地的獨
特性，也非一篇短文就能概括。唯盼望
同工們看見當前的機遇，努力嘗試，同
心合意，興旺福音，建立下一代。
***********************************

願主的旨意成就

鄧傳道

奇遇
因畏懼打針吃藥，醫生一向是我
最不想見的人；醫院是我最不願意去
的地方。但今年初我偶患眼疾，起先
不痛不癢不發燒，以爲是小毛病，沒
有積極求醫。可惜事與願違! 病情竟一
發不可收拾，順理成章地把自己折騰
進了急診室，醫生果斷下令：住院！

要長時間在病榻上百無聊賴地打點
滴，本來最應該靜心禱告、思考，可是身
體上的不適，還有藥物産生的副作用，使
我心煩意亂，夜不能寐。畢竟這病來得非
常不是時候。按計劃，我馬上就要回國進
行培訓，但醫生說，出院以後，我還得由
專科醫生跟進治療至少三個月。這一趟旅
程不得不就此擱置。我不禁向神求問：爲
什麽？
心煩意亂之餘，我發現對面病牀那位
已經第三度住院的老者卻始終從容淡定，
談吐優雅。他行動已經非常不便，然而一到
特定的時刻，總要想方設法起牀去做一些
獨特的事情，精確宛如瑞士鐘錶一般。
飲食上，他不吃醫院統一的配餐，每一頓
只吃自己專門訂購的食物。從他一絲不苟
的風格來看，我猜他是一位猶太人。於是
大著膽子用《摩西五經》去試探他，不僅
證實了我的猜測，而且羞愧地發現，我班
門弄斧了，他居然還是一個治學嚴謹的拉
比，來自於一個出了三位拉比的猶太世
家。
能和學富五車、虔誠的拉比住進同一
間病房，雖然只有四天三夜，卻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奇遇。儘管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怪病
使我失去了一次回國事奉的機會，然而這
一次病房奇遇，難道不是神奇妙的管教，提
醒我要收斂浮躁，學習順服，操練敬虔嗎？

機遇
轉眼大半年過去了。正當我躊躇滿
志，開始計劃下一趟回國培訓旅程的時
候，中國政府已經通過了修訂版的《宗教
管理條例》，即將嚴格禁止海外宗教團體
及個人在中國境內開展「宗教活動」。此
舉無異於堵住了外籍人士前往中國傳福音
以及進行神學培訓的渠道。我於是再次向
神求問：祢的美意是什麽？爲什麽會允許
關上進入中國這一片廣闊的福音禾場的大
門呢？

在十月舉行的華基聯會第三十九届
差傳年會上，我有幸與從歐洲遠道而來
的宣教士、專門開拓中國留學生福音事
工的呂子峰牧師重逢，他向我展示了一
個更開闊的視野，使我看到了一個新的
機遇 —— 要向國內的同胞傳福音絕非
僅有返回中國大陸一途！
正所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除了
司徒禮牧師在前文提及的留學生事工之
外，隨著來自中國的遊客日漸增多，神
已經開啓了另一片宣教的禾場，祂把許
多的福音對象領到每一位旅居海外的華
人基督徒的眼前！
目前，中國與加拿大政府的邦交正
處於健康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隨
著兩國邦交與民間關係的發展，前來加
拿大留學和旅遊的中國同胞數目正逐年
增長。據加拿大官方旅遊機構「目的加
拿大」公佈的數據顯示，在 2016 年，
中國已成爲加拿大第 2 大海外入境市場
（不含美國）﹐來自中國的入境人數僅
次於來自英國的人數。另據加拿大聯邦
移民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9 月，
2017 年持中國護照赴加旅遊以及留學的
人數超過 61 萬人。2017 年 11 月底在
多倫多舉行的「2017 加中旅遊高峰論
壇」上，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總領事何
煒表示，2018「中加旅遊年」將是中加
雙邊關係進入新的「黃金時代」後﹐兩
國人文交流領域的一件大事。據估計，
2018 年中加旅遊年前赴加拿大的中國遊
客人數將會再增長 23%。
這是神給海外華人教會的一項新的
挑戰：機會來了，如何才能廣泛地接觸
這一群前來旅行的同胞，更有效率地向
他們傳福音呢？這是我們在福音機構事
奉的同工和各個教會牧者、弟兄姊妹需
要懇切禱告、積極預備、熱情投入的福音
新機遇。願主的旨意成就。

見證分享

黎弟兄

2006 年底，我獨自來到了加拿
大。在這個陌生的國度，我沒有任何
的依靠，還背著家裡的債務與盼望。
為了省錢，不讀語言班，直接報考專
業學校，竟然過了。可是，因為沒有
任何過渡期就直接上專業課，使身
心靈的壓力都到了一個極點，身邊
也沒有一個可以講話的人，我幾乎
臨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那時，曾經
有兩個不同的路人給我講耶穌，邀
請我去教會。兩次我都敷衍過去了，
因為我自小就受無神論的教育，也
信佛。況且自己一直覺得教會都是
洗腦的地方，我最怕就是被洗腦了，
便拒絕去教會。後來才知道其中一
個是摩門教的，另外一個應該是基
督徒。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基督徒。

這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因著生活中的壓力、痛苦與孤獨，也
跟我談過一年戀愛的女朋友分手
了。多重的困難，壓得我幾乎喘不過
氣。感謝神，就在那時，一個根本不
認識的人，通過千絲萬縷的關係，竟
然邀請到我去一個團契的燒烤活
動。不是去教會，又有活動，孤獨的
我還經過幾番掙扎，最後還是第一
次去到了基督徒的聚會。這一次，使
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這些基督徒
為什麼都那麼誠實？對於我這個一
向認為只有八面玲瓏，會掩飾自己
才可以在社會生存的人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衝擊。而且，因為不是一個
人，而是大家都很單純、誠實，即使
對著我這麼一個陌生人也能坦誠。
我基於好奇，開始參加了這個團契，
每個星期五都去認識一下這位他們
的神。
與這個團契的人查經，分享生
活，我感覺到自己的不信在他們當

中是特別的，也使我對信仰產生了很
多的問題。他們甚至特別預留了一
晚，幾個人來回答我信仰上的問題。
後來，他們送給我一本書，叫《每日
經歷神》。我是一個不愛看書的人，
但因為上學坐公交車太過無聊，那時
沒有智能手機，唯有看看這本唯一的
中文書，而且就看一頁靈修。沒想到
的是，神竟然用這本書回答了我前一
晚所思考的一些問題（因為我孤獨，
腦子不停會想問題）。我以為是巧合，
在看了很多天後，竟發現都是相同的
情況，就覺得不可能都巧合。於是翻
了很多頁，看看是否如一些星座書、
生肖書一樣，講得很大眾化。誰知，
答案是否定的。我理智上就有了很大
的衝擊——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位
神呢？那段時間，太多的巧合令我不
得不相信真的有一位神，但離信耶穌
還是有一段距離。為什麼只有祂是
神？直到一個傳道人在一個團契的
晚上問我，有什麼攔阻我信耶穌？他
猜到我肯定身上帶了一塊玉，要我脫
下來，還說，要為我作一個捆綁魔鬼
的禱告。自小就怕黑又怕鬼的我，小
心翼翼地詢問，是否真的只是捆綁魔
鬼，確認後，就放心地做禱告。在這
個傳道人禱告結束後，不知道為什
麼，會有一份控制不了的感動，我開
始哭起來，甚至哭得停不下來，還說
自己要信耶穌。要知道，我是一個從
來都不會在大庭廣眾哭的人，那天卻
大哭了足足十幾分鐘，也就是那天，
我做了決志禱告，信了耶穌。

信主後經歷神的信實
在信主以後，學習讀經，學習禱
告都不容易。神知道我懶，不會自己
好好讀經，便讓我成為了每個星期帶
查經、帶小組分享的助手。這意味著

我每個星期都要去預查《聖經》，比
那做輪流帶領的組長查得還多。不
僅如此，我也去了這個團契另外的
一個查經班和星期四晚上教會的查
經禱告會。就是這樣，《聖經》的知
識就打下了根基。學習禱告，是從團
契的一個感恩學習中開始的。因為
發現自己不能每天起來就從心裡感
恩，覺得能起床是很正常的事情，於
是便禱告求神叫我感恩禱告。過了
幾個月後的大年初一，我身體無名
的痛，痛到我要去醫院，整個人折磨
到當天留了遺言。在醫院暈醒了以
後就完全不痛了，醫生也找不出原
因。第二天，我憔悴得連自己都認不
出自己。但自此，我學會了發自內心
的感恩禱告，向神禱告也漸漸多了。
到了後來，有意向接受水禮了，也是
幾經波折的。當我信主後，短短的半
年時間，中國的家人就相繼出現很
多的狀況，媽媽「生蛇」
（二次水痘），
爺爺因為老人癡呆走失了三次，最
愛的外婆連續進了三次醫院。我非
常害怕，心想，我只是信耶穌已經那
麼多攻擊，那麼我洗禮後會不會更
糟呢？所以，我從決志到決定洗禮
以後，經歷了快一年的時間才洗禮。
期間，經過無數次的掙扎，對神信心
的磨練，還有經歷到多次神的信實。
那時的我，自己出事還沒有那麼緊
張，最害怕就是家人出事。到最後能
洗禮，都真的是神的恩典。
感謝神給我的平安，給我的信
心。今天的我不再怕黑，對生命的也
坦然了，雖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確
確實實知道誰在掌管著明天！

事工/資源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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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3 月聚會預告 (多倫多)

又到聖誕!

講座

聚會日期/時間
1 月 20 日 (六)

做個合神心意的長執

早上 9 時半至 4 時半 講員: 鄧廣華牧師, 陳儆能牧師
3 月 17 日 (六)

又到聖誕! 恩福書室 同賀主降生
聖誕期間 (至 12 月 31 日) 所有書籍及禮品一律有優惠。

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早上 9 時半至 4 時半

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 歡迎蒞臨各城市的恩福書室:
講員: 鄭偉樑博士

多倫多 (416-297-6540),滿地可 (514-879-1618 )
和卡加利(403-262-8633)
揀選一份表達您心意的禮物!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神學培訓一年回顧

2017 年 3 月 — 2017 年 11 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資源分發

書冊
單張
聖經
光碟
累積總數

11,782
12,334
1,242
286
25,644

44
253
55
10
362

本地神學培訓

提供助學金 10 人次

中國內地培訓

5次
15 個不同點
接受培訓 945 人次
培訓共 369 小時

中國國內文字、影音製作及供應
聖經及書冊

435

影音製作

0

單張

80

累積總數

515

多倫多 總辦事處

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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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330, 4400 Hazelbridge Way,
Fairchild Square, Richmond,
BC V6X 3R8
Tel.: (604) 273-2999
Fax.: (604) 273-0090
Email: 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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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卡加利 辦事處

香港 辦事處

#242,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Tel./Fax.: (403) 262-8633
Email : calgary@cci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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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杜如茵
Tel.: (780) 802-1183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Unit B, 5/F China Fen Hin Bldg,
5 Cheung Yue S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348 33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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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戴德冕牧師/黃譚玉琼(溫哥華)、
徐中(卡加利)、董杜如茵(愛民頓)、
李文偉 (滿地可)
陳吳玉珠 (香港)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