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10
OCTOBER

2020

www.ccican.org

臨中華
C C I C  BI M O N T H LY

臨中華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擴散全球大半
年，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人們的

日常生活都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和
改變。在加拿大，從社交距離到WFH
（在家上班），從認為戴口罩無用，
到強制戴口罩（例如：大溫運輸聯網
TransLink對所有乘客的要求）。

政府、企業、學校等等都在不斷
調整適應，不斷呼籲人們要接受面對
這一切改變的事實—「新常態 New 
Normal」，即是往日種種習以為常的
所謂「常態」，現在不能以為「常」，
非「常」態即為「常」態。這不禁讓
我想到七十年代香港電視劇《家變》
中的經典主題曲：「知否世事常變，
變幻原是永恆」。

今年年初隨著疫情不斷擴散，各
省政府逐步提升應對措施，終於 3月
16日星期一早上，卑斯省政府頒佈了
50人以上的禁聚令，突然間，實體公
眾聚會基本上被禁，教會被迫轉到線
上崇拜（我的母會第一次線上崇拜是
3月 29日），教會一下子都被「雲」

了。

不少教會與主內機構都措手不
及，恩福更是面對了比一般教會嚴峻
的挫折，但深信也是主要賜下的挑戰
與祝福，因為主會使萬事互相效力，
要使祂所愛的教會（愛祂的人）得祝
福（益處）。

要經得起挫折  才會不枉此生

我們一家經過北京五年多的美好
生活與服事，去年年中遷返大溫，重
新調整探索主的引領，慢慢投入了本
地的各種服事。今年 1月 1日，我成
為母會國語堂的義務牧者，同時為更
好參與恩福的事工，進而接受邀請為
恩福溫哥華辦公室義務事工主任，4
月 1日正式上任。

當我正與恩福溫哥華同工計劃並
推展溫哥華恩福事工之時，3.16的禁
聚令及其延伸措施突然打亂我們的計
劃，使正籌辦的各種講座、培訓班、
分享會、佈道會、培靈會、門訓營、
福音營等等，無奈地被「自動」取消，

 ▓首篇寄語

常態非常態？！
	◆ 黃明揚	牧師

真的是被「暈」了！

但時值教會最困難也是最需要的
時候，同工們果斷地認為必須要迎難
而上，恩福服事教會更是責無旁貸，
雖然從未有辦線上公開聚會的經驗，
但在總幹事司徒牧師的信任下，大膽
地籌辦「疫情下的牧養」的國語教牧
研討會，在 4月 13日舉行了恩福首次
線上公開聚會。

接著，因應各教會及同工的回饋
及需求，隨即在線上接著主辦了粵語
「疫情下的牧養」教牧研討會，Zoom
聚會主持培訓，疫情教牧國語互助小
組，跳出焦慮 (國語及粵語版 )講座，
一連三晚的線上培靈會，兩個不同的
佈道會，兩個異象分享會，協辦一系
列 ESL傳福音課程的老師培訓，及大
溫國語聯合培靈佈道會。到 8月底，
四個多月內共主辦或協助籌辦了 24場
線上聚會，加上每場聚會背後二至三
次的測試排演會議，還有個別同工分
工的計劃、聯繫、前期加後期音頻視
頻製作等等，疫情至今，比以前計劃

知否世事常變   變幻原是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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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勤事主

我與恩福
	◆ 劉斌	傳道

的服事更為豐富。

協助籌辦大溫國語聯合培靈佈道
會時，四晚全球直播，平均每晚大約
1,800台上線出席，覆蓋了中港台、歐
美澳、加東加中加西。在聊天室收到
一條又一條點評回應，從有血有肉的
手，在即時的遠方，大洋的彼岸，回
饋信息時，無遠弗屆！直到地極！活
現眼前！

靜下想一想：若非主藉同工的互
勉提醒，可能就會枉過了過去的五個
月，同樣地宅在家，卻會錯失了主所
賜下危機中的契機。

一同迎接變幻  今生抱著永恆

前面提過，同工們缺乏經驗，而
我自己比較熟識的線上聚會平台，其
安全性也是眾說紛紜，但皆因需求急

切，刻不容緩，只好摸著石頭，靠主
引導保護過河，在蜀中未見大將時，
唯有做廖化，為主作先鋒！

筆者常常感到只有二百五（懂
的請會心微笑一下），遑論做一千、
二千、五千兩銀子的僕人，但唯深信
忠心盡力，迎接非「常」，必將無悔，
祂必滿意即足矣。

大將啊！您在哪裡呢？聽到主的
呼喚嗎？此時不出更待何時？請別枉
過您的今生，您的今年，您的今月⋯⋯

廖化啊！這就是你的日子！難得
的困境契機，正是主要用你之時！來
吧！回應主給你的呼喚！投入你應做
的先鋒！

際此非常態中，恩福正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但我們深信既

已降服就必享福，只要跟隨服事主，
此路上必將得遇奇妙的耶和華以勒。
但當你看見恩福已經勇敢回應主的感
動，你是否也有感動以你的禱告、金
錢、參與，與恩福在主裡同工呢？恩
福在此誠邀您與我們同走一程，同行
主路，共享主恩！

備註

•	以上分享謹是恩福溫哥華事工的近期
一小塊，恩福使命包含四大方面：基
教培訓（包括神學教育）；中國事工
（國內國外）；出版製作（包括書室）；
教會網絡（支援教會）。歡迎訪問
www.ccican.org	及 YouTube 的	<CCIC
恩福協會 >頻道，更深認識我們和我
們對眾教會的服事。

我是 2008年 4月以魁省技術移民身
份從中國來到加拿大的，恩福協

會是我出國之後接觸到的第一個福音
機構。當時教會國語團契正在組織去
參加恩福在多倫多舉辦的門訓營，本
來已經沒有空餘車位，但感謝主的安
排，後來終於又有車位可以帶我一起
去參加。

那次的主講員是大家非常尊敬的
邊雲波老弟兄，這也是我第一次在現
場親耳聆聽老一輩傳道者的分享和見
證。邊伯伯的幾場信息都觸動了我的
心靈，心中不停地有一個感動，就是
要為著中國、為著華人的福音事工奉
獻自己，並在營會中回應了神的呼召。

自那以後，我便開始經歷神一步
步的帶領，從預備，到
讀神學，一直到現
在的侍奉。

在許多海外

的城市，讀神學所遇到的最大困難便
是用書的問題。我的第一個學位—
神學士學位是在Montreal通過遠程課
室完成的，其中購買教科書是我最為
頭痛的，除了趁著回國的機會或是請
朋友幫助購買一些之外，許多書籍都
是透過恩福協會的書室購得的。後來
去到 Calgary進修道學碩士課程時，也
時常會請當地的恩福書室幫助訂購所
需的一些資源，所以與恩福協會也有
了更多的接觸和認識。

這些年我也不斷地看到恩福協會
被主使用所做的許多服侍，包括在加
拿大開展的福音事工、門訓事工、神
學教育事工等等，並知道恩福在中國
大陸也有開展培訓事工。大概是因為
與我  蒙召的方向很符合吧，所以恩福
的事工會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力。

直到去年年初，我都一直沒有想
到能真的有機會加入到恩福協會的同

工團隊中，因為一直受到一種
觀念的影響，那就是，道
學碩士畢業的學生就應當
去到教會裡作全職傳道
的服侍，所以在我 2018
年道碩畢業的前後，我

也一直是往這個方向去考慮的，其中
也有幾個機會可以進入到教會中作全
職的服侍，但在尋找工場的過程中，
心裡卻始終有一個說不出的阻礙在那
裡，一直讓我無法去選擇全職進入教
會。後來我便在神的帶領下，進入了
一個為期一年的「曠野期」，不是真
的一個人退到曠野，而是以暫不選擇
受薪職位的方式，讓自己有一段時間
可以在神的幫助下修整自己的生命狀
態和服侍方向。

而就在神給我的一年曠野期即
將結束的時候，恩福的服侍機會便出
現在我面前，有點突然，但也有點讓
我興奮。因為我想，或許這正是神目
前給我開的一扇門，讓我有機會漸漸
地參與到祂當初呼召我去服侍的方向
上，自 2008年門訓營蒙召以來，華人
群體、中國大陸就一直是我心中不曾
消失的負擔。於是，在經過一段時間
與妻子一同的禱告之後，我決定加入
到恩福協會這個大家庭當中，並於今
年年初正式開始在恩福的服侍（同時
也在我的母會作義務傳道），希望可
以服侍到  更多地方的華人群體，並在
將來有機會被神更多地使用。



 ▓疫情下的團契

來復興我
	◆ 燕妮

2020庚子鼠年，見證歷史的一年。
不可一世的新冠病毒攻城掠地，全

球談「毒」色變，不是第三次世界大
戰，造成影響幾乎超過世界大戰。大
部分教會都改為網絡聚會。感謝神，
讓我們城東國語宣道會能堅持每週聚
會，靈修，學習樂理，製作合唱視頻，
每位詩班員還輪流分享聖詩故事及個
人的屬靈經歷。

年初一個晚上我做了個夢，夢中
聽到一段歌詞「求永生真神的靈，來
復興我。」夢境奇妙又深刻，輪我分
享時正好選這首詩歌「來復興我」。

聖詩的詞曲作者是丹尼爾．艾弗
森（Daniel Iverson），生於喬治亞州
布倫瑞克；曾就讀於喬治亞大學、穆
迪聖經研究所、哥倫比亞神學院和南
卡羅來納大學。1914年在長老會被按
立為牧師，在佐治亞州及南北卡羅來
納州的教會服事。1927年在佛羅里達
州邁阿密建立了雪蘭多長老教會，期
間建立了七個新的團契。一直事奉到
1951年退休。1977年被接回天家。

「來復興我」於 1926年創作。
那一年艾弗森應好友的邀請到佛羅里
達州與一些主內弟兄姊妹敘舊，同時
參加了一場奮興會，會上牧師的講道
令他深受感動，當晚他就作了這首詩
歌。奮興大會帶領敬拜的李保華弟兄
（E. Powell Lee）非常欣賞這首短歌，
他在接下來的每場聚會中都領唱這首
詩歌。之後這首詩歌被傳唱到美南浸
信會。這首歌最早被刊登在 1929年的
奮興歌本中，當時沒署名，因此曾被
人竄改，後來被原唱李保華發現並且
予以糾正。1956年，劉福群、何統雄
將其譯成中文。1986年香港宣道出版
社首次出版《生命聖詩》，將這首詩
歌收錄為第 390首，歸在「信徒生活 -
與神靈交」類別。

歌 曲 英 文 名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中文名為「來復興我」。翻譯
精準達到「信達雅」。信，譯文準確，
不偏離，不遺漏，不隨意增減；達，
不拘泥原文形式，通順明白；雅，詞
語得體，簡明優雅。歌詞先呼求「永

生真神的靈，來復興我」；接下來「碎
我熔我，陶我用我」，讓我想起瓷器
的美，背後承載著匠人的汗水和精湛
的工藝。就如青花瓷「看得見的雲淡
風輕，看不見的千錘百煉」。並非我
們要成為花瓶，而是實用的器皿。我
們的神是陶匠，用恩典和聖靈來澆灌
我們得真正的屬靈生命。最後重複「求
永生真神的靈，來復興我」，前後呼
應，言簡意賅，不拖泥帶水。

《聖經》裡「復興」一詞出現了
14次。值得一提的是《哈巴谷書》中
的「復興」。亂世中的先知哈巴谷見
壞事竟會在好人身上發生，便向神發
出一連串「為什麼」，神以「惟義人
因信得生」（哈 2:4）來回應他的疑
問。這種矛盾的內心和現在我們所處
的環境十分相似，尤其現在被疫情包
圍，國際局勢動盪，種種沮喪、挫敗、
不公平的現象，我們也會問神「為什
麼」，甚至埋怨神。但因信靠神我們
仍可以在患難中站立得住，因神使我
們可以穩站高處。「哈巴谷」是「擁
抱」的意思，神願意擁抱我們，來復
興我們。但願我們也像哈巴谷先知一
樣，求神「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哈 3:2）

這首聖詩極簡。但古人說：「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禮記．樂論）。
從簡譜看就 12345這 5個音符組成；
中文僅用 15個字，英文更少才 13個
單詞。但卻朗朗上口，容易傳唱。

夢醒後，我就一直揣摩這首聖
詩的歌詞，求問神要給我什麼異象。
沒想到，還沒得到神清晰的回應，席
捲全球的新冠病毒氣勢洶洶來了，我
先生每天依舊上班，我和兩個孩子都
半封閉在家。半年下來，在我身上好
像沒看到復興的果效，倒是在每天和
小孩鬥智鬥勇過程中脾氣與日俱增。
或許利用這段時間提升廚藝，照著
YouTube教的三天兩頭變花樣做各種
點心菜式。有一天先生說：「別做了，
看你太辛苦。再說，小孩也不愛吃，
最後全讓我吃了。」神沒給我做飯的
恩賜，那到底神要在什麼地方復興
我？雖有 Zoom上的聚會，但隔著屏

幕的感覺總是觸不可及。孩子倒小有
進步。8歲的老大每週堅持上線上兒
童主日學，能背「使徒信經」，還作
了首小曲「My God, He is powerful」讚
美神。2歲的老二從一開始在 YouTube
上看到牧師和師母能說一個「告」
（禱告）字，現在不僅能說「阿們」，
還能跟著哼「三一頌」和「在耶穌裡   
我們是一家人」。能和孩子朝夕相處
同享喜怒哀樂，見證他們在主內健康
成長，也是不小的收穫；更多讀經靈
修，藉著線上主日學，神在不知不覺
中復興我。

喜歡《荒漠甘泉》這段話：如果
現在神給你的地位是隱藏、幽閉，不
要怨恨，不要憂愁；如果是神將你放
在那裡，總不要希圖走出神的旨意之
外。若沒有珊瑚蟲，礁石就永不會建
立起來。神需要一些樂意作屬靈珊瑚
蟲的人，他們的工作雖沒人發覺，可
是他們有聖靈的扶持和屬天的亮光。
那日子將到：主耶穌要施行賞罰。祂
絕不會弄錯！那時你會詫異自己也得
到這麼大的賞賜！求神把我們從熱鬧
的生活中領出來，使我們在一個新環
境中，接受不同的操練以復興我們。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報告

房屋開價 125萬

交接手續費及稅項 10萬

裝修估價 20萬

總費用 155萬

請記念代禱

迄今已收到奉獻共 94萬，尚需缺
口 61萬。2019年 10月 31日交房日當
日已一次性交付 130萬，另 GST 5萬；
裝修費用 20萬也須於開工後 3個月內
付清。

目前，有一位愛主、愛恩福的弟兄，
願意在今年 11月前以限額加幣 15萬
「對等奉獻」形式，鼓勵其他弟兄姊妹
一同參與，支持恩福神學院校舍建立。

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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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辯
論異端、別異教派與異教（繁體版）

｜作者｜莊祖鯤

如何區分真道和異端？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也是很有爭議的事。若籠統

地將不同視為異端，容易打擊面太廣；

但若將所有教派視為正統，又容易給人

誤導。

本書強調從《聖經》中學習如何

防範異端，並以異端、別異教派與異教

三部分來闡述，幫助我們分辨、認識真

道。本書的可貴之處，是將一些新興的

宗教、別異教派、異教或民間宗教納入

討論闡述，是坊間少有的著述內容，非常實用，有指導性，值得參考

學習。幫助基督徒在當今動蕩、錯綜複雜的時代，堅守真道，更有效

地傳福音，領人歸主。

吾愛吾家  教會生活的藝術
教會論解經講道集（繁體版）

｜作者｜江昭揚｜

本書是江昭揚牧師所著「解經

講道系列叢書」之一。 按釋經講道
標準所預備和撰寫，為神學院教學

參考範文。 

關於教會論，大多數為理論、

教義性著述，略顯枯燥。作者以講

道闡釋教會論，以大量實際的個案，

闡述理論性的道理，親切、輕鬆，

方便教會建立和信徒實際操練學習。

幫助信徒建立健全、健康的教會觀。

今天的教會需要散播出更多、更大、更廣的正面影響力，消減負

面情緒。關於教會觀的解經講道不多，此書正好填補此缺口，也

能堵塞教會問題的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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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網路上
敬請關注
恩福網站 www.ccican.org
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cci.can 或請掃描右側 QRCode
跟蹤查詢即時、詳細信息

事奉訓練證書課程系列

做合神心意的長執（國語）

講員｜王志強	牧師、蔡偉雄	牧師、司徒禮	牧師

									陳慎	執事、崔振衛	長老

內容｜長執的重要性、屬靈資格、家庭生活、事	

	 					奉、功用配搭以及衝突的處理等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時間｜ 2020 年 10 月 10、17、24、31 日

	 					（多倫多時間：星期六下午 1:30-4:30）

Zoom 視訊會議｜報名後將獲得會議號和密碼

對象｜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

報名截止｜ 10 月 8 日

查詢｜ 416-297-6540（電話）；ccic@ccican.org	（電郵）

費用｜自由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