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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是收成的季節，也是感恩的
季節。每年十月第二個週末是加

拿大的感恩節。來了加拿大快五十年，
過去牧會時，師母每年也會烤幾隻火
雞，在教會與弟兄姊妹一同慶祝。一
直以為感恩節就是為了過去一年的辛
勞，到了秋天神賜下豐富的收成而獻
上感恩。對感恩節的認識，也是美國
的版本：1621年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
到達美國麻省的 Plymouth，在新大陸
追求信仰自由並建立家園，在第一個
秋收後，向神獻上感恩。

最近才知道加拿大的感恩節起源
原來比美國更早，而且被定為官方節
日也比美國早。加拿大的感恩節源於
1578年，英國探險家 Martin Frobisher 
帶領探險隊，為尋找一條從大西洋通
到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於夏天解凍時
穿越北冰洋，當平安穿越西北通道 the 
North-West Passage in Northern North 
America (今天的 Nunavut) 後向神獻上
感恩。另加拿大是於 1859年定感恩節
為官方節日，比美國於 1863年定感恩

節為官方節日也早了四年。其實細想，
加拿大和美國的感恩節雖然都是在秋
天收成的季節舉行，但背後最根本的
原因乃是感謝神的帶領和保守，讓他
們能在困境中找到一條出路，打開一
片新天地。

新校舍奉獻禮

今年的十月，恩福協會也要獻上
特別的感恩。

第一就是恩福神學院新校舍的
奉獻禮：我們在 2006年開始與多倫
多浸信會神學院（TBS）合作，按他
們的課程舉辦中文的神學訓練，並在
同學滿足他們的要求後，獲頒政府承
認的道學碩士和神學研究碩士學位。
但在 2017年底， TBS 以我們上課地
方太小，不符合聯邦政府要求為由，
要求我們回到市中心主校舍上課。我
們於 2018年 4月底，向弟兄姊妹發
出代禱要求，求神為我們預備地方。
在同年 6月中，就發現我們旁邊的
12-15號四個相鄰的單位在出售，要價

 ▓總幹事的話

恩上加恩
	◆ 司徒禮	牧師

一百三十五萬。6月底加東門訓營時，
再次向弟兄姊妹發出代禱要求，求神
為我們預備資金。到了 10月頭，收到
第一筆二十萬的奉獻。董事會也授權
正式與業主進行交易談判。

後來發現賣主原來也是基督
徒，當他知道我們是要買來建神學
院後，自動降價十萬至一百二十五
萬。最後連稅項及其他各樣手續費共
一百三十六萬，並於 2019年底成交。
神學院改建裝修費估計為四十五萬，
故全部經費為一百八十一萬。至今已
收到擴建奉獻超過一百二十萬。現在
尚欠銀行貸款四十二萬，並餘下改建
及設備費尚需約十七萬。求神不單為
我們補足所需要的，更使用這個地方
造就更多合祂使用的工人。

從實體到雲端

第二就是在快要兩年的疫情中，
一切實體聚會都被取消，其中包括神
學課程、培訓講座、全加 16個城市的
巡迴佈道、三個地區的門訓營都改為

困境中，神為我們打開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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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進行。因著這個改變，本來受到
地域限制的聚會，一下子可以向全球
所有地方開放。參加聚會的人除了加
拿大以外，還有來自中國、亞洲、歐
洲、美國、中南美洲等地。同時我們
在得到講員的許可下，也把這些聚會
錄製成為視頻，放在網上，讓弟兄姊
妹繼續享用。另外也把過去很多聚會
的錄音，製作成為視頻放在網上，讓
弟兄姊妹能夠重溫。目前，我們在網
上已有幾百個小時的視頻，並且在不
斷地增加。感謝神，祂在困境當中為
我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加恩網絡神學院

第三就是因為疫情，我們已經
有兩年的時間沒有辦法安排同工回國
進行培訓。因應國內同工的要求，我

們在今年八月開始了一個特別針對他
們需要的加恩網絡神學院，按照三年
九十個學分的要求，為國內教會裝備
工人。感謝主，我們剛開始，也沒有
時間，在國內也不可能作任何宣傳，
但已有五十多人，每週六個小時參加
學習。求主讓他們能夠堅持下去，努
力學習。

這一切事工的開展，都要感謝參
與在其中的教牧和恩福同工。感謝一
批教牧同工參與加恩網絡神學院的授
課，為配合國內時間，他們需要早上
六點多就上網授課（夏令時間過後，
還要提早到五點多）。也感謝恩福的
同工，在過去兩年，在面對疫情帶來
的變化中，不斷摸索新的技術，嘗試
新的工作模式，面對新的挑戰，靠著
神的恩典，一點一點地打開新的領域。

裝備工人輩出

最後要獻上感恩的是當我在 2007
年加入恩福參與神學訓練時曾有一個
願望：求神讓我在退休前，能看見有
五十位工人在恩福神學院接受裝備
後，在不同的崗位上忠心地事奉。感
謝主，這個目標達到了也超越了。求
神保守他們在教會中、在機構裡、在
宣教工場上蒙主大大使用，帶領多人
信主、造就弟兄姊妹、同心建立神的
家。

恩上加恩，不單是我們自己領受
了滿滿的恩典，更是靠著神的恩典，
叫更多的人也能蒙恩。願你們眾人也
常與我們一同得恩，也讓你們旁邊的
人，也因你得恩。阿們！

 ▓生命轉彎處

再經歷神
	◆ 張德忠	傳道

從牧會的事奉崗位上下來，經過兩
年沉澱、休整、思想和禱告，無

數次祈求神的帶領，長時間的等待和
磨煉，今年二月我來到加拿大恩福協
會開始新的服侍。

第一天上班進辦公室之先，腦海
裡想到「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工作環境是新的，同事們是新的，承
擔的工作也是我不熟悉的，然而我卻
一點也沒有陌生感，所有的同事們好
像都是我的老朋友一樣，讓我在這個
新的崗位有了一個輕鬆、愉快的開始。

一邊學習一邊熟悉，手中的各樣
工作也日漸適應。同工們的團隊合作
精神和彼此和睦的搭配讓我心中充滿
感恩！但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事情
發生了。

一向認為自己身體還可以，卻因
急性闌尾炎和疝氣，被送進醫院急診
進行手術切除和修補。我從沒進過醫
院，從沒做過手術。手術前醫生告訴
我這只是一個微創手術，正常情況第
二天就可以回家了，然而發生在我身
上卻不正常，一個不太嚴重的疾病，
卻因非正常的手術失敗造成我術後腹
腔出血，這個 0.4%的失敗概率落在我
身上。

當時的情況我不太了解，只看到
醫生和護士在我的周圍很忙碌，感覺
得到我的情況不是太好，那兩天血壓
45-75，心率 140，血紅素下降很快，
腹部像牛皮鼓一樣脹痛，動彈不得，
術後兩三天也沒大小便，接著是止血、
輸血，預備二次手術，後來情況穩定
下來。之後護士告訴我：“You see, we 
saved you from death!”原來我經歷了一
次死亡的危險！

手術前，我也有過緊張、擔憂，
想到過死亡，難道意外會發生在我身
上？但是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禱告：
主啊，祢親自揀選了我，又呼召我，
裝備我，讓我經歷祢、認識祢，讓我
越來越信靠祢，越來越努力地在祢的
話語裡裝備自己，好讓我蒙恩被祢使
用；主啊，我渴慕被祢使用。難道因
我的軟弱過犯而不配被祢使用嗎？主
啊，我願意認罪悔改，就算是祢不使
用我，也求祢不要離棄我；「賞賜的
是祢，收取的也是祢。」我的生命屬
於祢，求祢的慈愛、憐憫、信實和拯
救與我同在，讓我在耶穌基督裡歸於
祢，直到永遠！阿們！

這些是我在醫院六天裡禱告最多
的話。感謝神的憐憫，讓我轉危為安。

出院那天，我深知：「生命在祂，復
活也在祂！」在我人生起伏漲落的經
歷中，讓我抬起頭、站起來的只有神，
因為祂是我生命的主，我活著是為主
而活，只求主能夠使用我這卑微的器
皿。

經過這一場生命危機，也讓我想
起麥希真牧師的話：

白天是恩典，黑夜也是恩典；

富足是恩典，貧窮也是恩典；

平順是恩典，風浪也是恩典；

健康是恩典，疾病也是恩典；

生命是恩典，死亡也是恩典。

我明白了，珍惜我們活著的每一
天，珍惜我們手中每一個服侍的機會，
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不是我能為主做
什麼，而是我能被主用來作什麼？只
願謙卑順服神的帶領，不管什麼樣的
崗位，忠心服侍神的托付，做忠心良
善的僕人，是我永遠的宗旨。「弟兄
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最美的奉獻

無名傳道者的佳美腳蹤
	◆ 李東光	牧師

邊雲波弟兄榮歸天家已三年多。他
一生跌宕起伏，充滿傳奇，是一

位經歷了風雨水火考驗的神忠心良善
的僕人。我有幸與他有一些生命的接
觸，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在康州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真人。那之
前讀過他寫的長詩《獻給無名的傳道
者》，也了解他曾經為主坐牢多年，
想象他是一位嚴肅深沉、高深莫測的
屬靈前輩。沒想到相見之後，發現他
十分謙和，平易近人。 

那時他 81歲，大家叫他「邊伯
伯」。因得過一場大病，老人家看上
去身體孱弱，但講道時卻中氣十足，
聲如洪鐘。他雖德高望重，卻總是說：
「我本來寫的是無名傳道者，一不小
心反倒有名了。不配不配啊！」 

他給自己立了規矩，分享信息
時，無論什麼場合，只要超過 10人，
就一定要站著講。有次我們小組請他，
一共十幾人，我請他坐下講，不然我
們這些晚輩怎麼坐得下去，他說不行，
不能破了規矩。於是仍然聲音洪亮認
認真真講。 

後來有一次他再來美國康州，正
好趕上下大雪。那天到接待他的孫弟
兄家接他去教會主日講道，大雪封門，
我們在外面鏟出一條小路，攙扶老人

家出來，我唯恐他會跌倒，他卻一路
安慰我。到教會後因入口斜坡沒掃雪，
車上不去，只好停在下面街道；我在
坡路上開著之字形才勉強開上去把他
送到教堂大門前。 

有一陣我們同工之間有了些矛盾
衝突，那時候還沒有請到牧師，邊伯
伯聽說後，不辭勞苦來到康州，挨家
訪問同工，安慰勸勉。記得他到我家
時，那情真意切的關心，語重心長的
叮囑，如響鼓重錘敲擊靈魂，如甘霖
雨露滋潤心田。從他身上，我看到老
一輩傳道人的屬靈美德。

在加州

2014年是我在加州洛杉磯就讀神
學院的第三年。年初聽說洛杉磯華人
教會聯會邀請邊雲波弟兄到洛杉磯主
領佈道會。佈道會上再次與闊別多年

的邊伯伯相遇。

執手相對，淚
眼婆娑。邊伯伯身
體愈發瘦弱，但仍
精神矍鑠。而我的
白髮已快趕上老人
家了。他在教會講
道時，我攙扶著他
上臺下臺，扶著他
纖細的胳膊、瘦骨
嶙峋的肩膀，見他
顫顫巍巍的腳步，
我一陣陣心痛。但
一到講臺上，就有
聖靈的大能力加在
他身上，講道從頭

至尾腰杆筆直，思路清晰，語言鏗鏘
有力。 

講道中，邊伯伯說到他曾因堅守
信仰而被捕：「我 3月 12日被捕。那
一天是我的生日。」說者無意，聽者
有心。我當時實習教會的鄭牧師把這
個日子記在心裡。

接下來幾天後就是 3月 12日。
鄭牧師向教會長執會建議為老人家舉
辦一個壽誕慶祝會。中華傳統是過九
不過十，那年正是邊伯伯 89歲大壽。
因為我與老人家算是故交，所以也讓
我參加了壽誕籌備。 

3月 12日那天，我和牧師去陳弟
兄家請邊伯伯來教會，說有個活動請
他參加。他依然正式穿著，高高興興
和我們到教會。一進入副堂，裡面已
佈置一片喜慶，有好幾十人恭候，給
老人家一個驚喜，他連連說「謝謝！
你們有心啊！」 

邊伯伯站得筆直，用他特有的洪
亮聲音發表即席演講；有些弟兄姊妹
或致祝賀或做見證。那天，我為老人
家準備了一張壽字幅和一首賀壽詩，
借此良機表達了對邊伯伯的尊敬和愛
戴。

那是與邊伯伯最後一次見面，四
年後，他在寧波被主接回天家，享年
93歲。邊伯伯雖然離去，但是他為教
會的禱告，對後進晚輩的關心提携、
一生為主忠心全然獻上自己的榜樣、
所留下的寶貴屬靈遺產，依然常常在
我的心裡，激勵我沿著老人家的足跡
走下去。

回憶與邊雲波弟兄在一起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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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網路上

Zoom 聚會 ID 和密碼在報名後將獲得
查詢	416-297-6540		電郵	ccic@ccican.org

恩福網站 恩福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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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體 |與 |直 |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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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奉獻收據，請務必在備註欄註明您的姓名、電郵、地址等信息。
注 3：如果沒有姓名、電郵及郵寄地址，將無法寄發奉獻收據。

踏上奉獻路：蒙召與裝備  

講員｜ 莊祖鯤	牧師．邱清萍	牧師
	 梁康民	牧師．司徒禮	牧師

時間｜ 11 月 20、27 日

內容｜ 1.	如何清楚神的呼召？	

	 2. 如何避免在全職事奉中失敗或倒退	

	 3. 從蒙召到裝備	

	 4. 傳道人面對的掙扎與張力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1-3 月年神學課

基督教倫理學 / 司徒禮	（必修課，3學分）	

					1 月 4 日 -2 月 3 日，逢周二、四晚 7-10 點

原文解經 / 周澤源	（必修課，3學分）	

					2 月 7-24 日，3月 14-24 日，逢周一、四晚 7-10 點

聖經地理 / 司徒禮	（選修課，3學分）	

					2 月 28 日 -3 月 10 日（時間暫定，將在以色列上課）

系統神學 I / 謝章響	（必修課，3學分）	

					3 月 29 日 -4 月 28 日，逢周二、四晚 7-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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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累積清還本金 $40,060

2020年 12月一次性清還 $350,000

2021年 9月貸款餘下總額 $422,440

請記念代禱

同時，改建費用亦因疫情影響，材料費用以倍數增長，

現估計最後連添置各樣器材、共需四十五萬，現在尚需

約十七萬。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2022 恩福月曆熱售中
及早預訂．三重特惠

請掃碼進入
恩福官網

下載訂購表

恩福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