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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世界各地都在喊停的一
年。因著新冠疫情的影響，世界各

地政府先後頒佈限聚令、居家令、封

城令，希望能把疫情控制得住。現在

疫情已經肆虐一年多，有些地方雖然

已得到控制，有些地方卻因病毒變異，

引發第三波、甚至第四波的爆發。但

隨著疫苗的接種，預計再有半年時間，

疫情將能得到有效遏制。

這次疫情拖延日久，一來是病

毒的傳染性特強，另外就是不少人對

各地政府的限聚令、居家令、封城令

陽奉陰違或拒不合作。從病毒的傳播

角度來看，病毒需要新的感染者作為

傳播媒介。若所有人都嚴守居家令，

無論有沒有受感染都留在家中彼此隔

離，以這病毒兩至三週的活躍期，最

多一個月、病毒的傳播鏈便可完全被

截斷。可惜不少人卻因各樣的原因，

沒有做到真正的隔離。有一些是因為

從事必須性的行業，如醫護人員、緊

急服務人員，為了其他人的安全必須

繼續上班，很多人卻是因著各樣經濟

原因、政治原因、個人原因、甚至吃

喝玩樂的原因，導致這些防範措施形

同虛設，結果本來一個多月可能可以

解決的問題，拖延了一年多都沒有得

到解決，還留待盼望疫苗能真正有效

地遏制病毒的傳播和變異。

《聖經．創世記》記載，神在六

日造世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

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

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

造的工，就安息了」（創 2:2-3）。後
來又在「十誡」中再次申明：「當記

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

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

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

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

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因為六日之

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

 ▓總幹事的話

世界喊停的一年
	◆ 司徒禮	牧師

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

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出 20:8-
11）

可能有人認為，在現今的時代，

各地的人來往奔跑，有如一個在飛快

運轉的機器。要讓它停頓靜止下來，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按照神創造的

規律，人需要休息，天地也需要休息。

神不單設立了安息日，叫人和一切牲

畜每七天有一天休息的週期，祂還定

下了大地每七年有一年休養生息的週

期。神在《利未記》中吩咐摩西說：「你

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到了我所賜你

們那地的時候，地就要向耶和華守安

息。六年要耕種田地，也要修理葡萄

園，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

聖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不

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利

25:2-4）。並且應許「我必在第六年將
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

土產。第八年，你們要耕種，也要吃

在主裡從新得力  向著標杆直跑



◆ April 2021

陳糧，等到第九年出產收來的時候，

你們還吃陳糧。」（利 25:21-22）

人不遵守神所定規的作息時間

表，時間久了很容易會積勞生病。我

自 2007年加入恩福後，各樣事工、培
訓一個接一個，總覺得要爭取機會為

主做工，很多規定的假期也自動放棄。

終於在一年前發現腸癌，被迫休息。

同樣，我們對大地一直恣意開發、予

取予求，也不給它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大地也會生病，會強迫人要放慢腳步，

讓它有恢復的時間。

昔日以色列人進入王國時期後，

可能就沒有正式遵守安息年的吩咐，

以至神強制他們停下來，讓「迦勒底

人焚燒神的殿，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

用火燒了城裡的宮殿，毀壞了城裡寶

貴的器皿。凡脫離刀劍的，迦勒底王

都擄到巴比倫去，作他和他子孫的僕

婢，直到波斯國興起來。這就應驗耶

和華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地享受安

息；因為地土荒涼便守安息，直滿了

七十年。」（代下 36:19-21）

休息可以是 leisure，休閒，閒
暇，放鬆自己，放下一切。也可以是 
recreation，重新再造，休養生息，重
整步伐。求神讓我們在經歷了一年多

的強制休息後，能再一次地從新得力

（不是重新得力），跟隨神的帶領，

向著標杆直跑。

當我剛踏上加拿大這塊土地，就被

我先生直接帶去了一間華人教會

「卡城城西堂」。當初的城西堂還是

一個以粵語為主的教會，國語事工那

時才剛剛開始。牧師是香港人，講著

不太好的國語。師母是馬來西亞華人，

會講國語， 於是，在他們的帶領下，
我們幾個弟兄姐妹在一間教室裡開始

了國語查經。 不過很快因著先生的工
作，我們就離開了城西堂，也離開了

華人教會，去了一個幾乎沒有華人的

小鎮。

每週，我和先生都會去當地的西

人教會參加崇拜。那時的我，沒有讀

過《聖經》，更不要說能聽懂西人牧

師的講道了。但神奇妙的帶領就是從

這一刻開始。對於信仰我並不排斥，

心中一直都相信有神，但並不清楚到

底誰是真神，為什麼要單單信祂？世

界上有很多宗教，尤其在加拿大，匯

集了好多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不同

文化的各種宗教。

那時的我，身邊除了幾本別人給

的中信雜誌，就只有中文《聖經》。

閒著無事也翻翻看看。《聖經》裡每

個字都能看懂，但裡面真正的含義卻

怎麼想怎麼都不 make sense。因此常在
家裡為著《聖經》的問題和先生爭論

不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躺在床上看《聖經》看著

看著就睡著了。夢裡有一本《聖經》

飛到我眼前，一頁一頁地翻著，還越

翻越快，突然我就醒了。從這之後，

真是奇妙，讀《聖經》時我好像明白

了不少，對於好多《聖經》裡不明白

的問題，也不再像以前那麼追究了。

儘管還是不明白，我也選擇相信。我

們不僅按時參加聚會，我還參加了一

個西人的婦女聖經學習小組。儘管也

沒聽懂她們討論的聖經問題，但很享

受與她們在一起相處的時光。在此期

間也接受了洗禮。感謝主的恩典一直

陪伴著我們這個小家。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神又帶領我

們回到了卡城，回到了城西堂。如今

的城西堂已經滿了好多講國語的弟兄

姐妹，也有了自己的國語牧師，不再

是幾年前那個只有幾個人的查經班。

上帝藉著新的國語牧師的帶領，讓我

們在真理上明白了許多。但真正的成

長，卻是神帶領我來到恩福協會。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神把我帶到

恩福。我與前恩福負責人共事不到兩

年。因神的帶領，她離開恩福去讀神

學院，只留下了我。一邊是書室，我

還熟悉，能勝任；一邊是事工，我不

熟悉，也不能勝任。這時神預備了一

位很好的屬靈長輩，就是我們教

會的一位長老，他已經退休好

長一段時間，可他卻年復一

年、日復一日來到恩福幫忙，

幫助我，帶領我，無怨無悔

地與我搭配事奉。透過和他一起的服

事，讓我看到了他對人的愛心，對人

靈魂的關心；也看到了他對神的忠心，

對神的愛。就這樣，神藉著各樣的事

情鍛煉我。正如經上所說：「不是依

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

的靈，方能成事。」我從一個什麼都

不知的人，慢慢地在服事中學習，學

習謙卑地來服事人，服事神。靠著聖

靈的能力，經歷到了神信實的應許，

經歷到在祂裡面生命的更新和改變，

知道祂是我的亮光，是我生命的主。

我所有的一切都在祂的愛中，所做的

一切都在祂的手中。   

感謝神，藉著各樣的服事，有高

山有低谷，一路走來，都讓我經歷祂

的信實，祂的憐憫和祂的慈愛。帶領

我一步步進入到祂豐盛的恩典中。不

僅讓我喜歡上服事，更樂於服事；也

讓我更覺得服事上永遠有學不完的功

課，也更謙卑地來到主的面前尋求智

慧，尋求帶領。唯有不斷地在主裡學

習，不斷地裝備自己，

才能在至聖的真道上

堅固自己，也才能更

好的為主做工。

 ▓生命轉彎處

我的一切在祂手中
 ◆ Christine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報告

2019年 12月貸款總額 $812,500

至 2021年 2月累積清還本金 $29,535

2020年 12月計劃一次性清還 $350,000

2021年 2月貸款餘下總額 $432,965

請記念代禱
同時，改建費用亦從最早預估的二十萬增加到
三十五萬。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因著信

暗夜中唱出感恩的歌
	◆ 李東光	牧師

這是一個混亂黑暗的時代

國家之間矛盾衝突升級；意識

形態對立爭執加劇；突然入侵的病毒

打亂了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陣腳，讓具

有現代化醫學高水平的國家都束手無

策，人民安逸的生活受到極大衝擊，

社會秩序失去了原有的穩定；在人類

與病毒鏖戰的過程中，不斷傳來病毒

變異、第 N波來襲等負面消息，讓人
的心頭始終如同壓著一塊千斤巨石，

恐懼絕望的情緒比病毒的傳染還普

遍。對病毒消逝、恢復清明如常日子

的企盼似乎還很遙遠，黎明曙光之前

漫漫夜色正濃。

這是一個靈魂覺醒的時代

如同《聖經》中記載的歷史上數

次瘟疫流行，都是與人類犯罪敗壞得

罪神而導致的惡果。當人的罪惡大到

一定程度的時候，必定會惹動神的忿

怒。神的公義彰顯時就會有人類難以

承受的災難。這次的病毒肆虐也是人

類犯罪的結果。在呼求神止息瘟疫、

拯救黎民的祈禱中，神的子民清楚地

聽到警鐘長鳴：「這稱為我名下的子

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

下 7:14）。沉迷在罪中的人們必須從
渾渾噩噩追隨世俗潮流的黃粱夢中猛

醒，離棄罪惡，歸向神，在神的面前

謙卑禱告，如此神才會傾聽我們的禱

告，醫治這地。

這是一個值得感恩的時代

平安歲月中需要感恩，風雨坎

坷中蒙受神的保守更要感恩。雖然時

局動蕩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們的生

活，低迷的經濟會給我們的前途蒙上

一層叵測的陰影，病毒強烈的感染力

嚇得許多人不敢大口呼吸，終日提心

吊膽，心情抑鬱晦暗，但是在黑暗中、

陰雲下，我們仍然要感恩！

我們為在過去病毒幽靈遊蕩世界

的時日中，沒被病毒擊中而讚美神！

為病得醫治感謝神！為重病中神每時

刻的陪伴感謝神！

我們為雖戒嚴封城、居家隔離、

工作暫停，但我們都還囊中有錢款、

瓮中有米糧而讚美感謝神；為雖然社

交距離、學校關閉，我們仍能在家或

到公司工作，仍然有網課上、仍然畢

業、走向社會而讚美感謝神！

我們為雖然疫情不允許我們到教

會敬拜，不方便在家中小組聚會，但

教會仍在神的保守中而讚美感謝神！

神賜給我們網絡、現代科技方法，讓

我們仍在聖靈中彼此聯結，互相關懷；

仍能小組聚會、查考聖經；仍能開設

主日學、神學課程、門徒訓練、兒童

教育培訓；仍能堅持主日敬拜，一切

感謝頌讚歸於神！

我們為雖然彼此身體

相聚受限制，但聖靈的工

作不受阻攔，仍把得救的

人數加添給我們而讚美感

謝神！

這是一個仰望應許的
時代

在黑暗環境中，基督

的大光吸引我們的眼目，

使我們超越世上瑣事的紛

紜，仰望那創始成終的恩

主。在對神話語的渴慕和

追求中，我們不斷重溫主

的應許。主耶穌應許無論

在什麼情况下，祂的愛都

不會與我們分離（參見：

羅 馬 書 8:38-39）； 主 耶
穌應許祂會在我們執行大

使命的過程中永遠與我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參見：馬太福音 28:19-

20）；主也應許祂將來會再來接我們，
到祂為我們預備的天家去（參見：約

翰福音 14:1-3）；《聖經》中也明確
應許我們將來有復活的不朽壞的身體

（參見：哥林多前書 15:42-44），將
與主一起生活在永恒榮美的新天新地

（參見：啟示錄 21）。

神的應許帶給我們堅定的信心

當我們定睛在神的信實、慈愛和

能力的時候，我們的心情就從低沉陰

鬱轉為明亮豁達；眼目從世上的誘惑

攪擾轉向神永恒的計劃；耳朵從嘈雜

喧囂、無據傳言轉向神立定在天的話

語；雙手從對沒有永恒價值世事的忙

亂轉而為主做工；雙腳從靈命原地踏

步、宣教裹足不前變為穩步成長，邁

開傳福音的步伐；口舌從疑問抱怨轉

而在暗夜中唱出感恩的歌！

恩福YouTube 頻道

｜每｜日｜恩｜福｜
兩約一年通讀．聖經每日分享

引導信徒用一年時間將全本《聖經》通讀一
遍，透過姜平牧師基於當日經文所分享的短
文，幫助信徒將生命建立在主話語的根基上。

每天一期．每日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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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網路上
所有聚會形式	Zoom 會議（報名後獲得會議 ID 和密碼）
查詢	416-297-6540		電郵	ccic@ccican.org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兒童主日學 
事奉訓練證書課程系列（國語）

時間｜ 3 月 20、27 日；4月 3、10 日
	 溫哥華		11:00am-2:00pm

	 卡加利、愛民頓		12noon-3:00pm

	 多倫多、滿地可		2:00-5:00pm

講員｜ 湯邱佩華	博士
報名截止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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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海外中國人巡迴佈道會（國語．免費）

時間｜ 4 月 17 日（週六）中部	7:30pm			多倫多	8:30pm
	 4 月 24、25 日（週六、日）	 	 	 	

	 		 													大西洋 7:00pm		多倫多	6:00pm

	 5 月 1 日（週六）加西	7:30pm					多倫多	9:30pm

	 5 月 7日（週五）太平洋	7:30pm		多倫多	10:30pm

	 5 月 8 日（週六）加東 7:30pm					多倫多	7:30pm

講員｜莊祖鯤	牧師

２０２１年  基督徒門訓日（加西區）

主題｜ 信仰零距離
日期｜ 5 月 22 日（長週末週六）
時間｜ 溫哥華	9:00am	-	4:45pm
	 卡加利 / 愛民頓	10:00am	-	5:45pm

講員｜ 李經寰	牧師 / 司徒黃妙嫻	師母
費用｜ 每位 $10.00	 	 	 	 	 	

	 (12 歲或以下及 70 歲或以上免費參加 )

報名鏈接｜ https://forms.gle/tbxjYMUbyRZncMkt5

２０２１年  基督徒門訓營（加東區）

時間｜ 7 月 1-3 日（週四到週六）
講員｜ 金培基	牧師師母

TBS 恩福神學院畢業生差遣禮
暨新校舍奉獻禮

時間｜ 5 月 9 日（週日）
	 晚上 7時半

分享嘉賓｜王志強牧師

主禮 / 回應｜司徒禮牧師

報名截止｜ 5 月 2 日

同時 Zoom 線上直播（報名後獲得會議 ID 和密碼）

聖經地理講座（國語）

踏進聖經世界，行走屬靈旅程，

與您一起走進聖經地理歷史

時間｜	7 月 3、10、17、24 日（週六）

	 溫哥華 11:00am	-1:00pm

	 卡加利、愛民頓		12:00noon-2:00pm

	 多倫多、滿地可		2:00pm-4:00pm

講員｜司徒禮	牧師

近期聚會報告 敬請關注留意我們的網站和臉書專頁發佈的即時信息     請掃描 QR Code

報名鏈接
恩福協會電郵轉賬 / e-Transfer

e-Transfer: enfucanada@ccican.org
profile name: CCI of Canada

注 1：e-Transfer 方式僅用於奉獻用途，切勿用於繳費！
注 2：請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姓名、電郵、地址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