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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年老時囑咐年輕的提摩太：「我
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

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 2:1-2）。其
次才是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彼得
在《使徒行傳》第六章也申明，使徒
們的工作是，「要專心以祈禱、傳道
為事」（徒 6:4）。也是把禱告放在傳
道之先。而且不單要為萬人禱告，其
中更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

今年的秋天是一個投票選舉的季
節。近的，我所在的城市正在改選市
議會；遠一點的，美國兩年前的總統
選舉仍有人在質疑，但一個月後的中
期選舉已進行得如火如荼。還有前不
久的烏克蘭東四區的入俄公投，以及
很多中國人都關注的二十大，將要宣
佈出下一屆的國家行政班子。再加上
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選舉，
猶如劇院中，你方下臺我登場，實在
令人目不暇接。

選舉後果無論是小的，只影響到
一個城市幾百萬人的生活，到大的影

響一個國家十幾億人，甚至影響到整
個地緣政治的前景；選舉的過程是公
開公正地進行，或是舞弊營私，黑箱
運作，甚至明目張膽，肆意踐踏民意；
其中更有一些號稱是虔誠的基督徒，
以信奉秉行聖經原則為準則，卻被揭
發其言行不一，假冒為善。有時真的
不知道應該如何禱告。

縱觀以色列的歷史，從一開始要
求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時，神便「對撒
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
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
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自從我
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
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
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撒上 8:7-8）。
後來也多次透過先知責備他們說：「他
們立君王，卻不由我；他們立首領，
我卻不認」（何 8:4）。「耶和華說：
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卻
不由於我，結盟，卻不由於我的靈，
以致罪上加罪。」（賽 30:1）

雖是如此，《聖經》仍然提醒我
們要為這些國家禱告，為這些領袖禱

 ▓總幹事的話

那城平安  我們也得平安
	◆ 司徒禮	牧師

告。昔日以色列人被拜偶像的巴比倫
人俘虜後，神仍吩咐他們：「我所使
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
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
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 
29:7）

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加拿大後，
非常熱衷於參與政黨選舉，不單自己
投票，還積極到處、甚至在教會中拉
票。雖然我每次選舉也會參與投票，
但我不相信會有哪一位賢明的君主出
現，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帶來公正、
仁愛的社會。可能有人覺得我很悲觀。
但就是大衛，一個被稱為合神心意的
君王，也有他自私、犯罪的一面。《聖
經》提醒我們：「你們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他
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的，
當日就消滅了。（但）以雅各的神為
幫助、仰望耶和華他神的，這人便為
有福」（詩 146:3-5）！因為只有神才
能「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
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
人。」（但 2:21）

動蕩之秋，當恆切禱告，專心傳道，敬虔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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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白金漢宮傳來了英女皇駕崩
的消息，世界所熟悉的公眾人物成

為歷史書裡的記載，各地傳媒給我們
來了一課密集的歷史課，重溫伊莉莎
白在 21歲公主時代宣誓將畢生奉獻服
務公眾。1977年女皇銀禧年，她宣告：
「儘管畢生奉獻的誓言源於我青年時
代，但我仍無怨無悔。」四十五年後
於今年、2022年 6月慶祝她在位七十
年白金禧，她再次重申了畢生服務公
眾的誓言。全球的評論也都肯定她一
生所作的貢獻，可以說她是活出了她
的召命。

其實 8月在北美幾個城市有一連
串的宣教聚會，是環繞著戴德生和他
的後代。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
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
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為中國，
是為基督。我們豈能為祂做太多？我
們能為這寶貴救主做再多嗎？」

這是很多人所熟悉的戴德生的名
言。

1853年 9月 19日，年僅 21歲的
戴德生受英國「中國傳教會」差遣乘
船前往中國，於 1854年 3月 1日首次
踏足上海。他發現當時中國雖然已經
有幾間教堂，但都集中在沿海的商埠，
而中國內地卻被忽視，他深信神的心
意是要拯救失喪的靈魂，福音是給每
個人的，就立志要把福音帶進整個中
國。這也成為了 1865年成立「中國內
地會」的異象，內地會後來於 1964年
改稱「海外基督使團」。

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與戴德生分
別過著有召命推動的人生，他們的生
命也處處顯出對召命的堅毅不移，影

響了許多的個人和群體。

英女皇早已經為她離世作了細
心安排，包括使用的詩歌和經文，讓
世人看到一國元首如何面對不斷變遷
的時代而仍然能夠受尊重和愛戴。從
與她接觸的人口中道出她雖然日理萬
機，卻能夠在別人錯誤引用《聖經》
的時候作出糾正，可見她一生的能力
是來自她所信靠的主。在三個公開的
安息禮拜和歷史性的國葬中兩次引用
《詩篇》121篇，兩次選唱她從小所
熟悉的《詩篇》23篇。這首「耶和華
是我的牧者」是伊莉莎白二世最喜愛
的詩歌之一，在她和菲利浦親王的婚
禮上並她父親英皇喬治六世的安息禮
拜中也都選用。

伊莉莎白二世地上七十年的女皇
身份有如在下葬禮中所象徵的，當皇
冠、權杖和主權金球從棺木上被挪移
到祭壇，她君王的身份也因著地上生
命的結束而終止了。相對今天大多數
高喊口號的積極分子，她是忠心、謙
卑、低調勤奮，卻默默地影響著這個
世界。縱然她有這麼多的貢獻，英國
在世界的地位和她家族的前景正面臨
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不明朗，她的四
個孩子中三個婚姻出現問題，離婚、
再婚，孫輩兄弟妯娌不和。你可能說，
在今天的社會這是普遍現象，但我們
看到要維持良好的傳承實在不容易。

讓我們來看看，同樣在 21歲認
定目標的戴德生和他的家族在來華接
近 170年的歷史是一幅怎樣的圖畫。

戴德生可以說面對內憂外患，在
異國他鄉、語言、生活習慣完全陌生
的環境中，每天憑信心過日子，不但
遭到他迫切想服事的人誤會，更受到
同工誤解，吃盡苦頭，甚至貧病交加，

困難重重，他卻沒有因此退縮，反倒
逆流而上、全力以赴。

戴德生的一生就正如他的碑文上
寫著：A MAN IN CHRIST（在基督裡
的人）；而且是「雖然死了，卻因信
仍舊說話」（來 11:4）。到今天，戴
氏家族一百多年來，五代都一直在服
事主、服事華人。我家上代也是內地
會宣教士憑信心設立福音醫院所結的
果子。

記得有一年，戴德生的曾孫戴紹
曾牧師在多倫多帶領聚會，因為赴會
者有不懂中文的，只好安排他用英語
講道，別人為他中文翻譯。開始的時
候他用標準的國語說：「在中國人當
中要用英語做分享實在不太習慣。」
雖然他少年時期因戰爭要離開父母，
到濰坊的集中營（樂道院），並且是
奧運金牌得主李愛銳（Eric Liddell）陪
伴教導的眾多孩子中的一個。

1924年奧運時，李愛銳拒絕在禮
拜日參加屬於他強項的 100米短跑比
賽，結果卻在 400 米的接力賽得到金
牌。李愛銳生在中國也死在中國，是
受戴德生的「信心原則」所影響的其
中一位。

戴德生並沒有皇室歷代所累積的
財富、沒有任何權力，他卻擁有萬有
之主所賜的信心，他相信並屢次經歷：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
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上
帝必定會供應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按神的方法成就神的作為，斷
不會缺少神的供應。資金缺口必不致
攔阻大有智慧之神的旨意。」

在這天災瘟疫、核戰危機、多處
「民攻打民，國攻打國，饑荒地震」

 ▓牧者心聲

召命與生命
	◆ 蔡家愉	傳道

耶穌在《路加福音》講了一個比
喻，提醒我們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比喻中提到有一個官，他既不懼怕神，
又不尊重世人，也不秉公審理案件。
但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求他
給她伸冤。因她不灰心、不放棄，最
終還是給她伸了冤。最後耶穌指出：

若神的選民「晝夜向祂呼籲，祂縱然
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
冤嗎？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
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
見世上有信德嗎？」（路 18:3-8）

在這改變之秋，接下來前面的境
況如何？我們無法逆料。若能平安無

事，大家能敬虔、端正地度日，我們
為有一個開放穩定的環境，能廣傳主
道而感謝神。若是動盪不安，人心惶
惶，我們也求神預備人心，在困難無
助時，能對福音有一個打開的心。更
求主堅固我們，一面恆切禱告，一面
專心傳道。



 ▓生命路上

把孩子交給主
	◆ Sarah 姊妹

我在教育孩子方面缺乏智慧，時常
焦慮。但看到摩西、撒母耳小時

候都沒有媽媽在身邊，也照樣被神教
育得很好，就在心裡暗自祈求神親自
教導我的孩子，也賜給我教育孩子的
智慧。感謝神，祂垂聽了我的禱告。

我 5歲的女兒愛偷吃東西，我總
會指出她的問題，但卻始終沒有辦法
讓她改變壞習慣。有一天，她夢到自
己吃了一樣東西後，一碰嘴唇就掉了。
她覺得神在管教她，她感到自責懊悔，
那天以後，她就再也不偷吃了。感謝
神，祂奇妙地改變了倔強的女兒！有
時，她會莫名地懼怕，我就讓她聽唱
「猶大的獅子」，相信神會使她剛強
壯膽！

我 8歲的兒子從小愛招惹事，容
易與小夥伴產生衝突。我常常不留情

面地批評他，不懂得細心了解他的感
受。前一陣，他有兩次在操場上玩時，
我都看見他推拉妹妹，導致妹妹受傷。
我絲毫沒有顧及他的情面，不問青紅
皂白，直接就把他叫過來訓斥。他很
委屈地辯解否認，我表示不信。但當
我問妹妹，才知道我冤枉了他。他委
屈地哭了，我懊悔自己簡單粗暴，求
神賜我處理矛盾的智慧和能力。

很快，又真又活的神就借另一個
媽媽來幫助我。那天，遠遠地，我看
到兒子在憤怒地追一個小男孩，嚇得
我馬上跑過去制止。那個和他對峙的
男孩雖是惹起衝突的，但他的媽媽並
沒有當場訓斥他，反而以溫柔的心循
循善誘，問孩子為什麼要如此。最終
不但化解了矛盾，還讓兩個孩子成了
朋友。原來搞清楚衝突發生的原因才

是根本！感謝神派天使來教導我。

一天，一個男孩不小心把我兒子
臉弄傷了，我請老師讓這男孩給我兒
子道歉，但老師說他不是故意的。我
心裡憤憤不平。不久，兒子生病了，
這位男孩送給我兒子他畫的畫，還親
自向我兒子道歉。兒子沒有怪罪他，
還把自己的玩具給他玩。他說從上學
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好朋友，雖然後來
有些小衝突，但還是很喜歡他，他倆
仍然是好朋友。上帝通過這事，再次
讓我領會了《箴言》10章 12節所說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的教導。

感謝神用這些生活瑣事來教導改
變我和孩子的心。把孩子交托給主，
相信祂必會改變、保護、引領他們一
生的道路。

恩福辦事處 / TBS - 恩福神學院
擴建貸款歸還報告

2019年 12月貸款總額 $812,500

2021年底貸款餘額 $337,885

2022年 9月累積清還本金 $14,835

2022年 9月貸款餘下總額 $323,050

請記念代禱

感謝神，也謝謝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我們能在兩年內清還

60%的銀行貸款。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的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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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4:7）瞬息萬變的時刻，我們有
沒有思考作為上帝的兒女我們該為
甚麼而活？假如已經對召命有所肯定
的，那我們的日子有否配合所蒙的召
命呢？我們是重視眼前那瞬間消失的
名利安逸，還是注目積存在天上永恆

的獎賞呢？讓我們以行動來見證從神
而來的信心（雅 2:26下），突破我們
的有限，把福音傳承給下一代，回饋
為我們捨命的恩主和如雲彩圍繞我們
的見證人。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

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
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
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叫我們主耶
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
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神並主
耶穌基督的恩。」（帖後 1:11-12）

20232023 恩福月曆恩福月曆
熱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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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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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董事會成員

王志強 牧師、李經寰 牧師

陳耀棠 牧師、詹德思 先生

胡曉嵐 傳道

多倫多  總辦事處
3880 Midland Ave., Units 2-4, 12-15 

Scarborough,  ON M1V 5K4
Tel.: (416) 519-8445,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416)519-4684
Toll-free: 1-888-909-CCIC

Email : cc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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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事處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Tel.: (587) 590-3330

卡加利  辦事處
#242,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X6
Tel./Fax.: (403) 262-8633
Email : calgary@ccican.org

 溫哥華  辦事處
Unit 330, 4400 Hazelbridge Way, 

Fairchild Square, Richmond, 
BC V6X 3R8

Tel.: (604) 273-2999      
Fax.: (604) 273-0090

Email: van@ccican.org

香港  辦事處
Email: info@ccihk.org

總幹事

司徒禮 牧師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Samuel, Carrie, Dale

Teresa, Vivien（出版）

黃譚玉琼、Pauline（溫哥華）

徐   中（卡加利）

高   霞（愛民頓）

李文偉、劉斌 (滿地可）

TBS / 恩福神學院 2022 年 10 -12 月年神學課
基督徒生命與門徒訓練 / 王志強（選修課，3學分）	
			10 月 1–29日，逢周六早上 9點–下午 4點
教會歷史 I / 宋柏宇（必修課，3學分）	
			11 月 12日 -12 月 10日，逢周六早上 9點–下午 4點

加恩網絡學院
工人的品格與成長	/	Teacher	Yan
			10 月 11日–11月 10日
			逢周二、四，多倫多時間早上七點至十點
新約神學與歷史 /	Teacher	Li
			11 月 15 日–12月 15日
			逢周二、四，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至九點

疫情下網路上 Zoom 聚會 ID 和密碼在報名後將獲得
查詢：416-519-8445（辦公室新電話）,	416-297-6540
電郵：ccic@cci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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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關注留意我們
的網站和臉書專頁
發佈的即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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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講座】教會的孩子怎麼啦？ 青少年事工研討會
特邀嘉賓｜	高路	牧師、徐權能	牧師	
	 司徒黃妙嫻	師母、Teresa	Tong	傳道
時						間｜	11 月 7、14、21、28日	週一晚 7:30–9:30
對						象｜	教會牧者、主日學老師、家長及眾基督徒
形						式｜	實體聚會

 ▓辭賦讚美

千秋歲 — 亞當
	◆ 李京	弟兄

眾生初造，

唯亞當超好！

擁靈命，神形照。

委托園管理，鳥獸得名號。

夏娃見，聯合骨肉嬌妻抱。

撒但花言巧，

試探將人考。

縱貪欲，罪臨到。

自由須慎用，懊悔隨終老。

仍有望，救恩後裔提前表。

《新約》中幾乎任何有關亞當
的評語都是負面的。但起初這位人類
始祖卻是大有盼望的，他更是基督的
預表。亞當是高貴的，因他是照著神
的形像而被造。他滿有智慧，能為一
切活物命名；他尊貴如王，配得管理
神所造的萬物；他與萬物卓然不同，
因他穿上了神的靈。及至他犯了罪，
神的靈才離他而去，使他赤身露體，
羞恥不已。起初他確實是最完美的，
以致他的造物主不禁讚歎一聲：「甚
好！」然而，他缺少信心，不信靠他
的神，就是這一點，釀成了大悲劇。

然而神已為人悖逆的惡果安排了
拯救計劃。整部《聖經》顯明神怎樣

進行祂的計劃，最後通過耶穌親自來
到世上成就一切。無罪的耶穌替人受
死，讓神把寬恕的救恩賜給所有想要
得到的人。我們大大小小的罪，證明
我們是亞當的後裔，只有求耶穌赦免，
我們才能成為神的兒女。

想想史上第一人，他沒有童年、
父母、家人或朋友，他要獨自生活。
得罪神後被迫離開伊甸園，告別了與
神親密相交的美好光景，回想起來是
怎樣的悔恨啊！最終他活了 930歲，
將近千年，在沒有電視、手機，網絡、
遊戲的年代是怎麼熬的喲？正好就用
《千秋歲》這個詞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