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幹事的話 
司徒禮牧師        緬懷神的僕人有感 

 與葛培理牧師的接觸就更是短

暫。那是八十年代中，我們已回到加拿

大，在哈里法克斯( Halifax) 牧會。當

時葛培理佈道團到我們那個城市舉辦

佈道會和佈道培訓學校（School of 

Evangelism），我作為主辦城市中的一

個牧者，不但全程參與了兩次的聚會，

也與全體牧者和葛培理牧師共進午膳。

其實這算不上有任何的個人接觸，但葛

培理牧師一生的事奉只有一個簡單的

信息，正如保羅所講的：「因為我曾定

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

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多

前書》2章 2節）。讓我看到，這雖然

是一個簡單的信息，卻是一個大有能力

的信息，並且他能一生持守，沒有偏離。

神讓我在事奉初期能遇見這兩位神的

僕人，雖然只是短暫的接觸，對我以後

的事奉卻有很大的提醒。 

 

至於邊雲波弟兄，我雖然在信主

初期就讀到了他所寫的《獻給無名的傳

道者》，這首長詩也一直伴隨著我度過

事奉中的高山和低谷，但真正認識他，

卻是在十年前加入恩福協會以後的事。

在七十年代中，第一次讀到《獻給無名

的傳道者》時，心目中對作者的形像是

一位飽經風霜、滿臉滄桑、心疲力乏，

但卻靠主堅持到底的一位

年老傳道人。當時還以

為作者可能已經不在

世上，沒有想到，在三

十年後竟然會遇到作

者本人，更能多次地與

他同工。 

邊雲波弟兄在過去十年多次帶領

恩福協會主辦的聚會，每次為了恩福的

事工來到多倫多都由我們夫妻倆接待，

住在我們家裡。這時的他真的已是年老

體弱，肺也已切去一半，甚至行動也不

太方便；但每次與人分享神的話，無論

是在台上、或是在台下，都是精神飽滿，

聲音洪亮，而且堅持在講道時站著，一

站就一個多小時，完全看不出這是一位

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從他身上看見

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豐盛。感

謝神讓我能在這位神的僕人晚年時認

識他，領受他的教誨，更能與他同工。 

 

神的僕人摩西死時，約書亞已經

不再是年輕人了，但神仍然要他剛強壯

膽，起來完成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

工作。現在年老的神的僕人也一個一個

地離開了，有多少約書亞會起來回應神

的呼召，繼續奔跑前面的路程，直到主

來？借用邊伯伯的話說：「願跟在眾多

燃燒的火炬後面，努力前行！」（出自

恩福出版的《無名的傳道者》後記）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

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

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

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

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

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希伯來書》12章 1-2節） 

「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

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

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們腳

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

的話賜給你們了。」 （《約書亞記》

1 章 2-3節） 

 

剛進入 2018 年，就連續聽到幾

位神的僕人離世的消息。首先是一月

頭的王永信牧師（2018年 1月 4日），

接著，二月份在一周內有邊雲波弟兄

（2018 年 2 月 14 日）和葛培理牧師

Billy Graham（2018年 2月 21 日）。

這三位屬靈前輩一生被神使用，帶領

多人信主，激勵了不少的信徒跟隨

主。這都是眾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見證

的。 

 

    我跟王永信牧師和葛培理牧師

都是只有一面之緣。與王牧師見面是

八十年代初，我和妻子還在千里達

（Trinidad）宣教時，王牧師為了推

動華福運動，走訪世界各地華人教

會，探望千里達時在我家住了幾天。

當時他的父親年老體弱，王牧師在我

們那裡多次打長途電話到美國，關心

父親的身體狀況。我們親眼見到一個

神的僕人雖然對父親有牽掛，但為了

天國的事工仍在世界各地奔跑。想到

了主耶穌的話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

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

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路

加福音》18章 29-30節） 



一個老人家走去沒問題，但走回來

有些吃力，剛好有一段路可以騎

驢，她就和其他幾位一起騎驢走一

段路。沒想到，騎著驢剛走不遠，

就從驢上滑下來，那地方兩邊都是

石頭，我們遠遠看著都嚇壞了，但

是感謝主，滑下的地方剛好就是沙

地，邊上也沒有石頭，讓大家虛驚

一場，不然後果不堪設想，神在小

事上都這麼看顧我們。 

    短短十二天，我們去了超過三十

處《聖經》所記載的地方，從耶路撒

冷到耶利哥，到死海，到加利利，到

迦百農，到拿撒勒，到尼波山，到彼

特拉，到該撒利亞，一幕幕聖經故事

也浮現在眼前。這一趟經歷了神如何

在意外中成為我們的倚靠和隨時的

幫助。將要離開以色列的時候，心中

有很多的惆悵，這一片神的應許之

地，發生過那麼多的神蹟奇事，甚至

神的愛子耶穌基督降生、生活過和復

活的地方，其中的人竟然對這一切都

是那麼漠然，許多人把它變成做生意

的地方，所謂的「聖地」也被許多的

偶像充滿，更成為不信耶穌的回教徒

佔據的地方。神啊，求祢憐憫、醫治

這大地，在這些年間復興祢的作為！ 

 謝傳道 

 

 

 

 

  

     牧 者 分 享 

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事！接著我們

去了隱基底 - 大衛逃難的地方（撒

上 24），在那荒山野嶺、乾旱無水之

地，竟然有那麼一股水泉養活大衛。

當我盯著那股好像突然冒出來的水

泉時，心裡充滿感恩，我們的神實在

是耶和華以勒，祂的預備何等奇妙！

當我從水泉出來往外走的時候，突然

看見我們其中一位團友滿臉是血，坐

在路邊石頭上，另外兩位在旁的隊友

不知如何是好。我心裡一沉，擔心的

事情終於發生了。我一邊禱告呼求

神，一邊快跑過去。原來那位姊妹不

小心摔倒，碰到石子，臉上、鼻子出

血。有人問導遊怎麼辦，導遊說，在

這荒山野地，也沒有辦法。正當我們

圍著這位姊妹不知所措時，有另外一

組的遊客經過，其中一個年輕人迎面

跑過來，他全副武裝，不但帶著全套

醫藥應急用品，還帶著槍，只是他不

太懂英文，他幫忙摔倒的姊妹清洗、

止血、包紮，很快都弄好了，後來我

們才知道他是這一帶巡邏的工作人

員。這真是奇蹟，時間那麼剛好，就

在那個時刻，那個地方，這個人及時

幫助了我們，不然我們真不知道該怎

麼辦，神的憐憫和預備何等奇妙！ 

    這一團因為有老人家，我們也不

能走得太快。當我們到達約旦南部世

界文明奇蹟彼特拉 - 一座被淹沒的

千年古城時，我們被眼前的奇景所震

撼，難怪以東人以自己所住的天險如

此誇口！但即便如此，也逃不過神的

審判（俄 3-4，18）。在這個地方，我

們又一次經歷神的保護。事情

是這樣的，因為要走的路

很長，我們當中的 

    2017年 3月中旬，第一次有機

會隨團去以色列考察。此次主要是作

「書僮」，協助帶團牧師和導遊，確

保一行旅途愉快。我們中間有牧者、

師母、神學生，還有弟兄姊妹和未信

主的，也有好幾位老人家，老、中、

青組成其樂融融的一團。能夠身臨其

境看見《聖經》中所記載的許多熟悉

的地方，心中很興奮，但同時也有些

擔心。這一趟不僅要照顧好團友，而

且是去以色列–這個多事之地，教會

弟兄姊妹和家人都替我們禱告。感謝

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回想這一

程，雖然有意外的事情發生，但都有

驚無險，實在是充滿感恩、難忘的旅

程。 

 

    出發那天，我們一團的人都準時

到達機場了，我正想鬆口氣，沒想到，

以色列航空管理人員問的問題那麼

多、那麼詳細！一個一個地被叫過去

問話，盤根究底。團隊中間也有英文不

好的，都被問得心煩意躁。當大家都坐

上飛機，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不再

是在想像中要去以色列，而是真實地

出發了。當我們坐上巴士到達耶路撒

冷時，心中充滿了興奮和激動，幾千年

的古城就在眼前，苦路、聖殿山、大衛

城、客西馬尼園，竟然就在腳下。當我

登上橄欖山遙望耶路撒冷舊城時，才

真正明白什麼叫做「眾山圍繞耶路撒

冷」（詩 125： 2），原來眾山都比耶

路撒冷城區高，環繞著耶路撒冷，耶和

華神也是這樣環繞和保護祂的百姓。 

 

    每天的行程既緊張又很開心，心

裡的擔心也慢慢地消失了。我們去了

死海，浮在海面上的情景難以忘懷。而

導遊提醒我們，神預言說，有一天死海

不再是死海，將會有生物，有極多的

魚，水也會變甜（結 47： 7-9）， 

 恩福臨中華 



    說到名字的趣事，想起在國內

工作的時候，單位裡有一位女士叫

「夏旦姬」，其實是一個蠻優雅的名

字，一叫起來就有點問題，她還沒生

小孩吶！還有一位女士叫「葉光

貴」，她這一輩是光字輩，四兄弟姊

妹按照榮華富貴取下來，她排行老

四，四川話裡「貴」尾音有兒化音，

讀音就是「棍兒」，所以這位已婚女

人就被叫成光棍兒了。但不管怎樣，

父母給孩子起名時，多是帶著美好

的願望，就算叫個「狗剩」「貓蛋」，

也是本著賤名好養活的期盼。 

 

    移民加拿大後，因工作原因，還

得有個英文名字，琢磨很久，給自己

起了「Dawn」，聽著像「東」，也是

我出生的時間黎明時分，也表了意，

中文翻譯成「道恩」，訴說神的恩典。

我的姓是「Sun」，湊巧也是個英文

詞，黎明到了，太陽出來！想想這個

畫面也是醉了！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英文《聖

經》的《詩篇》37篇，看到第 6節的

時候，就像被電擊一般，愣在那裡，

說不出話來！ 6 節這樣說 : He 

will  make  your  righteous  re-

ward shine like the Dawn, your 

vindication  like  the  noonday 

Sun. 連名帶姓，都在這一句話裡

了！ 

    我抬頭望著窗外的天空，眼睛

起了水氣，「父啊，祢知道我，祢深

知道我，連我們自己還不知道的時

候，祢就已經曉得了。願祢的話成

就！」父親是在人作的詩詞中給我

起的名字，我卻在天父的《詩篇》中

找到自己的名字。何等奇妙，何等感

恩！ 

 

    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當初父

母給你起名字時，帶著怎樣的期許

和祝福？是希望你「百」事「順」遂，

富「貴發」達；還是保家「衛國」，

「平」「定」 天下；是「剛」「強」， 

是「艷麗」； 是「晨」「光」「紅」

「霞」，是「秀山」「中林」；是「春

枝」冬「梅」，抑或是留取「丹」心

照汗「青」？青史留名固然好，但我

們在永恆裡有份嗎？ 

 

    不管你叫什麼名字，你確信它

在神的生命冊上嗎？你知道神在你

生命中的旨意和應許嗎？ “雅各

阿，創造你的耶和華;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

不要害怕! 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

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

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

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

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你身

上。」      (以賽亞書 43:1-2) 

     

    你是屬祂的嗎？願神保護你，

賜福與你！ 

  

 

 

 

  

 
        見證分享  

   曉東姊妹              

    什麼東西屬於你，別人卻用得

最多？這個謎語的答案是：人名。 

 

    有一天我們教會幾位弟兄姊妹

去參加一個關於原生家庭的培訓課

程，那天老師發給我們一張紙，上面

有三個方框，她叫我們將自己的名字

填在方框內，在旁邊寫上名字的意義

以及父母給我們起名字時的期望，然

後思想我們要賦予我們的名字什麼

新的意義。大家寫完後，分成小組討

論和分享。 

 

    記憶的閘門開啟，帶我回到四十

多年前的東北。父親 60年代大學畢業

後分配去了四川，開始了和母親長達

八年的兩地分居的生活。母親生我的

時候是冬月，遠在成都的父親卻無法

回去。那時沒有電話，母親自作主張，

給我起了一個名字叫「孫麗新」，並

且還用這個名字報了戶口。等到父親

請了探親假回去時，已經是三個多月

以後的事了。見面後，父親告訴母親，

他給我起了兩個名字，一個叫「春

野」，意思是「春天的原野」，雪萊

《西風頌》裡的名句不是有「冬天來

了，春天還會遠嗎？」另一個叫「曉

東」，源自《清平樂•會昌》第一句「東

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

老，風景這邊獨好」。母親覺得「春

野」像日本人的名字，就二選一，叫

「曉東」吧。 

 

    70 年代初，母親終於調動到成

都，辦理轉戶口，也給我換了新名字

「曉東」。 

 恩福臨中華 

 



 

 
  事工/資源推介 

多倫多  總辦事處 

3880 Midland Ave., Units 2-4,  

Scarborough,  ON M1V 5K4 

Tel.: (416) 297-6540    

Fax: (416) 297-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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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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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民頓   

Tel.: (780) 802-1183    

Email: edmonton@ccican.org 

香港  辦事處 

Unit B, 5/F China Fen Hin Bldg,  

5 Cheung Yue S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348 333 08 

董事會成員 

傅大衛牧師、王志強牧師、李經寰牧師  

黃明揚牧師、陳耀棠牧師、詹德思先生 

總幹事: 司徒禮牧師 

中國福音事工部同工  

謝章響、鄧之寧、蔡佳蓉 

黃克先、孫慧 (出版) 

黃譚玉琼(溫哥華)、 

徐中(卡加利)、董杜如茵(愛民頓)、 

李文偉 (滿地可) 

    2017年 3 月 — 2018年 2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16,753  44 

單張  19,194 253 

聖經   1,666  55 

光碟     662  10 

累積總數  38,275 362 

   
   中國國內文字、影音製作及供應 

事工資源分發報告 
 

 

 

  

 
資 源 分 發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本 會 最 新 消 息 : 中 國 基 督 徒 門 訓 營  

 

請弟兄姊妹繼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  亦為

我們事工的經費需要請大家熱心獻捐支

持。 若有感動,  支票抬頭請寫 CCIC;  奉獻

$20 以上者, 可獲退稅收據。 

聖經及書冊     443  

影音製作    0  

單張    110  

累積總數    553  

         TBS恩福神學院  

  畢業生差遣禮暨異象分享會 

2018                       

 

 

                    4月 29日 晚上 6時正 

 講員: 傅大衛牧師 

 地點: 世紀皇宮大酒樓 (398 Ferrier St., Markham ON) 

 聚會語言: 國語, 粵語翻譯 

 查詢詳情: 416-297-6540 

  溫哥華 多倫多 愛民頓/卡加利 

主題 靈命的更新與成長 信心的旅程 基督是一切 

日期 6 月 15-17日 6 月 29日至 7月 2日 7 月 6-8日 

講員 -莊祖鯤牧師 
-岳曲延平師母 
-司徒禮牧師 
  

-莊劉真光師母 
-Dr.Glendon G.Thomposn 
-權陳牧師 
-簡朱素英傳道 
-鄭偉樑博士 
-王剛傳道 
-司徒禮牧師 

-于宏洁牧師 
-于楊念慈師母 
-司徒禮牧師 

地點 Summit Pacific College 

35235 Straiton Road,  

Abbotsford,  BC 

V2S 7Z1 

Mohawk College 

245 Fennell Ave. West, 

Hamilton,  ON 

L9C 7V7 

Olds College 

4500-50th Street, 

Olds, AB 

T4H 1R6 

查詢 604-273-2999 416-297-6540 780-802-1183 (愛) 
403-262-8633 (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