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10
October

2019

www.ccican.org

臨中華
C C I C  BI M O N T H LY

這一次總幹事的話，寫在「恩福神

學院」擴建計劃、購買新址成交

前夕，就在這個時候，整個交易因賣

方的租客不合作，還可能會有變數。

在這一次購買校址的過程中，不

斷出現各種不大不小的攔阻，以致這

次交易隨時都有可能中斷。甚至還有

一些人開始質疑，到底恩福這次擴展

有沒有神的帶領？是不是神的旨意？

很多時候，弟兄姊妹對神的帶領

有一個認為，就是：若是神的帶領，

事情就應該一路很順利，若是有了阻

滯，就一定是神的攔阻。

其實，對神的帶領並不能完全用

這樣的心態去理解。昔日，當摩西去

見法老，要求要把以色列人帶離埃及

時，便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拒絕，甚至

連以色列人也向他抱怨。他前後經歷

了十次磨難，每一次事情似乎有迴轉

的時候，又再一次受到拒絕。但神也

透過降下十災、十次擊打、十次顯明

自己的掌管與榮耀，最後在逾越節的

晚上把以色列人帶出了埃及。然而，

出了埃及後，也不是一帆風順，就是

在雲柱、火柱的帶領下，仍是經歷了

被埃及人追趕、缺糧缺水的情況。

神的帶領並非一定一帆風順沒有

困難，反而是在困難中操練我們的信

心，彰顯祂的大能。我們若從一開始

對神的帶領沒有一個清楚的認知，遇

到困難、攔阻時，肯定會充滿疑慮。

但我們若對神的應許有一個確認，就

能夠在困難中「仰望神的應許，總沒

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且滿心

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羅

馬書 4章 20-21節）

戴德生在講到信靠神時曾說：「神

的工作通常有三個步驟：從不可能，

到困難重重，最後 － 成了。」他又講
到：「我們為神所擺上的，若完全談

不上冒險，我們也就不需要信心了。」

 ▓總幹事的話

憑著信  不疑惑
◆◆ 司徒禮◆牧師

恩福的事工都是在困難中一步一

步地仰望神、依靠神往前走。特別是

在國內的培訓事工，我們在九十年代

早期就開始與國內的家庭教會聯繫，

安排不同的牧者同工回國培訓。每一

次出發前都會加倍留意各樣消息，很

多時候會想這一次是不是有需要取

消，又或這一次是不是將會是最後一

次。感謝神，二十多年來，雖然也遇

到過不少風險，但這項事工卻仍能一

直繼續。

我們認定的乃是神從起初對恩福

的託付和使命：「面向普世大陸群體，

從事福音和培訓的工作」。這次購買

神學院校址的過程，在前面的通訊也

曾向弟兄姊妹交代。我們深信那在我

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

1章 6節）

恩福擴建事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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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心聲

生命改變與門訓營
◆◆ 顏進德◆牧師

基督徒都有一個願望，就是期待屬

靈生命能夠逐漸成長，活出美好

生命的見證。靈命成長需要神話語的

餵養，猶如嬰兒需要餵奶才能長大，

就如彼得勸勉信徒的話︰「就要愛慕

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

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至得救。」

（彼 2:2）

基督徒穩定地去教會敬拜神，參

加主日學課程，與弟兄姐妹配搭服事，

有參與小組 /團契的生活，接受門徒
訓練，平常培養個人靈修習慣，如此

堅定不移地追求，就會對神的認識更

多，愛主更深，靈命會日益更新而變

化，愈來愈謙卑溫和，與人和睦，和

主耶穌建立親密的關係，生命越來越

能體現耶穌基督的馨香之氣。

恩福協會主辦的中國基督徒門訓

營已經行之有年，今年 6月底 7月初
在多倫多的營會已是第 23屆，主題是
「長成基督的身量」，這個主題非常

契合當前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國基督徒

的處境。來自國內的移民，信主的人

很多，生命成熟的相對少數。誠如江

昭揚牧師、譚文鈞牧師曾經提到牧養

大陸信徒的難處時所總結的，大陸群

體是「信主容易，成聖難」。筆者牧

養來自國內的基督徒多年，發現他們

信主很快速，靈命成長卻很艱難，而

且會眾流失率偏高，沒幾年會眾的面

孔就大比例翻新，能夠委身的信徒實

在不多。感謝神，牧養中國大陸背景

的基督徒，雖然過程猶如摸石頭過河，

但總會撿拾到幾顆寶石，看到他們的

生命逐漸進深，內心感到非常安慰與

感恩。

筆者服事的教會參加恩福門訓營

已經有幾年的經驗，每年都會宣佈門

訓營的消息，刊登在教會程序單上，

鼓勵會眾參加；對參加者，教會給予

優惠補助。教會把參加恩福門訓營列

入教會培訓信徒靈命的年度計劃項目

之一，編列預算補助參加者的營費。

歷年參加營會的弟兄姐妹都有豐盛的

收穫，屬靈生命得到激勵，探索自己

的生命確實受到神話語的滋潤而有所

進展。

今年門訓營時，有一位弟兄分

享，參加恩福門訓營，他的靈命得到

大大的復興，弟兄的見證非常感人，

教會安排弟兄在主日崇拜時間為主做

見證。這位弟兄於 2011年决志信主，
隔年受浸，可是靈命進展不大，進入

營會之前還非常着迷世界的東西︰相

聲、評書、網絡小說、電腦遊戲和手

機遊戲，被這些東西捆綁得很厲害。

弟兄說︰「每天，我除了上班和睡覺

以外的時間都完全被這些心中的喜好

佔去了，我沒有時間讀經禱告，沒有

時間過靈修的生活，雖然我掛牌是一

個基督徒，但我只是外表好看，裡面

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參加今次營會，他的生命被翻轉過來，

真正重生得救了。神藉著營會的主題

講員于慕潔和馮偉牧師的講台信息，

讓他看到自己的污穢，於是在神面前

認罪悔改，生命得到重大改變，重新

得力。弟兄說︰「因為從門訓營回來

到今天（筆者註︰兩個多月以後），

之前我喜好的那些愛好，靠著神的恩

典，我一樣也都沒有碰過。我跟妻子

說，我自己管教不了自己，妳也管教

不了我，唯有主耶穌能管教我。現在，

當我的妻子看到我在看手機的時候，

她再也不會問我是不是在看相聲、小

說或者打遊戲，因為她知道我靠著主

耶穌改變了。」

這位弟兄的生命轉變感動了許多

人。一個人從聽到福音，相信耶穌，

接受門徒培訓，靈命逐漸成長，到成

為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教會責無旁貸

必須擔負起責任，可是教會也有限制

之處，必須借助外力的幫助來訓練信

徒。福音機構能夠補上這項缺口，教

會做不到的地方，由機構來執行，教

會和機構同心配搭服事神，培訓和造

就信徒。保羅在《羅馬書》8章 28節
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盼望恩福門訓營能夠繼續舉

辦，教會鼓勵肢體參加，信徒在營會

中接受生命塑造，成為基督精兵。

黃文超牧師從 1994年就進行中國
大陸移民群體的福音事工，對如何塑

造大陸基督徒的生命有很深的感觸和

心得，黃牧師曾於 2004年撰文指出︰
「靈命能否成長，必須從屬靈基本操

練開始，就是讀經、禱告、教會生活

和十一奉獻。⋯⋯大陸移民信徒有許

多過去的包袱，必須經過拆毀和重建

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他需要屬靈長

者的提醒和督責，也需要屬靈導師陪

伴他同行，給予指引和帶領。 」

祈求莊稼的主，引領祂的工人來

收割廣大成熟的莊稼，培訓他們成為

基督門徒，為主做見證，從本地直到

地極。（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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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恩福門訓營有感

後記
今天下午與董事到律師樓簽了過

戶文件，買校址的事總算是告一段落。

但正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前面漫長

的路才剛剛開始。請弟兄姊妹繼續為

我們禱告，求神保守我們一路不偏不

倚走在祂的旨意中。



己走。當摩西和保羅功成身退之日，

約書亞和提摩太預備好了嗎？盼望上

主興起更多弟兄們委身立志，為神擺

上。

男兒當自強，在奔向標竿人生的

跑道上，已經落後的弟兄們，要趕快迎

頭追上，勿讓姊妹們在前方等候太久。

 ▓生命反思

男兒當自強
◆◆ Hansen

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一個出名

的女人，是難上加難。這句話

出自內地電影明星劉曉慶，比較有代

表性地道出同時代許多職業女性的心

聲。

女性大變身

當今女性承擔的責任，遠比她們

的長輩要大。從封建年代夫為妻綱而

三步不出閨閣的家庭婦女，到走出家

門撐起「半邊天」的職業女性，無數

的中國女性不斷與時俱進突破自我，

實現從舊時代的弱女子，到新時代女

強人的華麗大變身；同時還要扮演著

賢妻良母的角色，工作之餘還要顧家，

不可謂不辛苦。

令人沮喪的是，許多男性在實現

自我提升這事上似乎慢了半拍，於是

呈現出「陰盛陽衰」、「女強男弱」

的社會現象。

當年筆者就讀電子工程專業，全

班 70人中雖然只有九位女生，但八位
成績位居前十，令男生汗顏。在職場

上，論學歷、資歷、能力和職位，職

業女性並不輸於同齡男性。

女性愈能幹，男性就愈容易自卑。

尤其在婚戀問題上，許多大齡「剩男」

缺乏自信，因為「剩女」在各方面都

很優秀，成為名副其實的「勝女」。

對教會的影響

「陰盛陽衰」及「女強男弱」等

現象，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教會。

首先，會眾的男女比例失調，

不論已婚還是未婚，都是姊妹多、弟

兄較少。這不僅對師母、以及女傳道

人有更高要求，而且對教會的男性牧   
者和長執們來說，既要當爹，又要當

媽。不過，試設想：如果家長風格過

於「陰柔」，這個家是否難免有點「娘

娘腔」呢？

甚至，有些教會還「盛產」女強人。

君不見詩班裡弟兄寥寥無幾，還

湊不出兩個聲部；主日學老師（尤其

是兒童主日學）、關懷部，幾乎清一

色是姊妹；參與團契、小組、禱告會

等活動，弟兄們好像樂於扮演司機的

角色。有些弟兄在家凡事有勇氣、有

擔當，當仁不讓是一家之主；奇怪一

回到教會，便自動倒後檔，不合時宜

地搞女士優先，秀其所謂的紳士風度。

弟兄的承擔

使徒保羅說：「你們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

子，不可苦待她們」（西

3:19）。弟兄該站出來的時
候卻往姊妹身後躲，弟兄

應該承擔的時候卻讓姊妹

去承擔；這不叫紳士風度，

而是「縮頭烏龜」！

《創世記》開宗明義

地闡明上帝賦予男性與女

性有不一樣的使命：「耶

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

他」（創 2:18）。可見個
人英雄主義並非上帝的期

望，祂期望弟兄能欣然接

受姊妹的幫助，平等合作，

共同完成主的囑托，而不

是推卸責任，讓姊妹獨當

一面成為孤膽英雄。所謂

女士優先的社交禮儀，不

能作為屬靈事奉的藉口。

無論在家庭或是在教會，

弟兄都應該主動承擔屬靈

帶領的責任，「因為丈夫

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

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

體的救主。」（弗 5:23）

男兒當自強，路要自

淺談事奉中弟兄的承擔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2019年 3-9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5940 352

單張 1913 940

聖經 487 11

光碟 190 0

累積總數 8530 1303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報告

房屋開價 125萬

交接所需各項手續費 5萬

裝修估價 20萬

總費用 150萬

請記念代禱

目前已收到奉獻：84萬，尚需缺口：66萬。
2019年 10月 11日交房日當日已一次性交付
130萬；裝修費用 20萬須於 3個月內付清。懇
請弟兄姐妹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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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出版

大哉問
基督教護教學概論（繁體版）

｜作者｜莊祖鯤

大多數中文護教學書籍源

自於英文著述的翻譯，見解固然

精闢，但缺乏在中國文化氛圍下

的「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在面對中國文化背景的慕道友

時，會有「所答非所問」的情況。

不少專題性護教學書籍涵

蓋面窄，而綜合性的護教學教科

書較少，內容難以面面俱到；或

探討時引用的材料過時，對於當代的新議題，如後現代思想

或最新科技的挑戰等問題，很少有中文的護教學書籍深入地

討論。

本書著重在上述幾方面做開創性的彌補，以解答各種似

是而非的「迷思」(Myths)。既關注中國文化「處境化」與基
督教信仰建立橋樑，同時針對新思潮提出回應。

走在朝聖的人生路上
（繁體版、簡體版）

｜作者｜鄭偉樑｜

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個朝聖旅

程。走的每一步、度過的一分一秒，

都是接近見主面的那日子。跟任何

的旅程一樣，在距離目的地或遠或

近，都意味著旅客可以做什麼、應

該做什麼。

本書作者踏入七旬之年，回顧

人生，樂意建議您每一個人生階段

考慮要做的事。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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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聖經》預訂

恩福協會最新製作的五千本《聖

經》已經運抵多倫多，歡迎各教會預

訂！先到先得！

本次製作的簡體字《聖經》因印

刷費及船運費增加，總製作成本需加

幣四萬多，每本成本約為加幣 $8。
我們一如既往免費供應，但我們盼望

眾教會和弟兄姊妹以奉獻支持恩福的

《聖經》出版事工。

加拿大恩福協會自 1989年至今致
力於中國大陸群體福音事工。1998年
以來，教會對簡體字《聖經》的需求

有增無減，本會每隔幾年會製作一批

中文簡體字《聖經》，都很快分發完。

我們先後印製了超過 16萬本，包括中
英聖經、中文聖經、新約聖經、福音

書單行本。

諮詢電話：416-297-6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