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的弟兄姊妹都集中起來，形成一個有

五、六百人聚會的中、大型教會，想要以

一個既成的事實，要求政府承認。他們認

為小的、幾十人的聚會點，很可能被當地

政府解散，勸他們併入當地的官方教

會；但倘若教會有一定規模，當地的三

自教會便無法吸納，地方政府也只好允

許他們的存在。至於這種硬碰硬的做法，

後果是否真能如他們的理想，得到政府

的接納和承認？只有假以時日才能揭

曉。 

 

       更多的教會領袖卻是預備好，要作出

化整為零的安排。自從 2001 年中國加入

世貿以來，社會一直在朝著城市化轉型，

家庭教會也從本來以農村教會為主，轉

變成以城鎮教會為主。另外，過去十多年

來，中國的宗教政策執行比較寬鬆，加上

與海外（特別是北美）的教會，無論是個

別信徒、或是其他途徑的接觸，不少家庭

教會在一步一步地浮出水面，從在信徒

的家中聚會，慢慢開始租用或購買商業

樓宇改作教會用途。聚會的人數也從原

來的三、四十人，演變成一、兩百甚至三、

四百人的聚會。這樣的轉型，很多時候會

在小區中帶來擾民的投訴，同時也引起

政府的關注。新的宗教條例推行時，肯定

會對這些城鎮教會帶來很大的衝擊。化

整為零的安排就是再次回到十多年前的

模式，返回到弟兄姊妹的家中，以規模

小、人數少的形式聚會。 

       當一個兩、三百人的聚會要轉變成

八個到十個三、四十人的聚會時，帶領

的人立時就要從兩、三位同工增加至

七、八位甚至十幾位，同時也需要有足

夠的弟兄姊妹開放他們的家庭作聚會

之用。化整為零的安排需要更多委身的

信徒，願意為主擺上，願意為主接受裝

備，起來服事弟兄姊妹、服事主。 

 
       我們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羅 8:28）。神允許這些事

情發生，自有祂的美意。祂要造就中國

的教會，興起中國的教會預備前面更大

的工作。（在上一期曾分享過，中國教

會要承擔前面向回教徒宣教的使命）。 

 
       恩福一直以來都在培訓、裝備工人

的事工上盡力擺上。我們不單在加拿大

有多倫多的恩福神學院訓練大陸背景

的神學生，也不斷安排同工回國參與培

訓，為國內的教會培養工人。我們相信

神的家除了神的看顧與掌管以外，最需

要的就是合神心意、合主所用的工人。 

 
       願意弟兄姊妹們在禱告中記念我

們，好叫我們在這末後的世代，作主無

愧的工人，也為神的家栽培更多合主所

用的工人。 

 

      

 

  

 
 總幹事的話 

司徒禮牧師 

       中國國務院在今年 9 月 7 日推出新

的宗教條例提案，取代超過二十年在

1994 定出的舊宗教條例，並有一個月的

時間讓人民能以實名制提出意見。雖然

新的宗教條例還沒有正式實行，但在有

些地區的家庭教會已開始受到嚴厲的打

擊。 

 
       相信中國政府制定這些新的宗教條

例，並非單是針對家庭教會。這些新條例

的提案應該更是針對一些極端的宗教團

體，以防他們透過宗教外衣進行政治活

動，甚至要達到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的目

的。雖然大部分的家庭教會沒有，也因著

聖經的教導（羅 13:1）不會參與到這些與

政府對立的政治活動中；但毫無疑問，

家庭教會不單會受到牽連，同時也會成

為一個要被對付的對象。 

 
       今年 10 月回國時，與不同的弟兄姊

妹溝通，發現國內不同的教會對這些新

的宗教條例作出不同的回應。其中有些

教會抱著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對國務

院提出的宗教條例，固然不會上網向政

府提出任何意見，日常的教會運作也沒

有計劃作出任何相應的調整，反正就是

有一步走一步，等真正遇到問題時，再想

辦法去解決。 

 

        另外，也有一些教會計劃化零為整，

要把在一個城市內分散在不同小區中聚 

應對新宗教條例，中國教會如何行？ 



事呢？ 

 保羅告誡信徒要「順服」（subject to）

掌權的，「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羅 13:1）。

但正因為世間一切的權柄都是神所賦予，

所以，就連統治者自己也都伏在神的掌管

之下，都必須「順從」（obey）神這一

位萬有的主宰的終極權柄，而非「順從」

人的意思（參徒 5:29）。所以，保羅更

援引先知以賽亞的話（羅 14:11; 賽

45:23），「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

我承認。」藉以警告世人，「我們各人必

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

14:12） 

    這就是說，古往今來，每一位掌權者，

總有一天要親自向神交賬：究竟是帶領百

姓行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抑或是上樑

不正下樑歪，置國家和民族於神的義怒之

下呢？ 

    約書亞抄寫了一份摩西律法，終生誦讀

恪守（書 1:1-9; 23:6）；大衛王因凡事遵

行神的旨意，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撒

上 13:14; 詩 89:20; 徒 13:22）；所羅門

在聖殿啟用典禮上強調，敬畏神、遵行祂

的律法是選民蒙恩、國祚綿長的秘訣。反

觀掃羅，神曾藉著撒母耳膏他作王，但由

於他厭棄神的命令，所以神也厭棄他繼續

為王，當日子臨到，便把他擼下來，掃進

歷史的垃圾堆。（撒上 15:23-26） 

    所以，我們雖然承認、接受政府的管

制，但信仰的立場卻絕不能含糊。誠如保

羅所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

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行

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羅

13:12-13） 

    在今天去基督教的時代，我們無法靠自

己守住真道。但保羅親口見證，主的恩典

夠用（林後 12:9）。求主支配我們的生

命，使用我們做榮神益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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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者 的 話 

         最近有點糾結。 

        我們尚未從那一條鬧得沸沸揚揚的

「聯邦廁所法」的爭議中緩過氣來，安省

政府就已經迫不及待地繼續添堵：先是一

意孤行在公校中執行新版的性教育大綱；

然後三讀通過所謂的「平等家庭」法案

C28，藉此對加拿大未來的掌門人 ── 

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學生進行洗腦，從小就

向他們灌輸那些顛覆普世價值和倫理道德

的觀念，完全無視人類賴以正常繁衍的根

本 ── 兩性的生育體系，也不在乎社會

穩定的基石  ── 由一男一女的婚姻所奠

定的家庭體系。這真讓人感到憂慮和沮

喪。有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揮

之不去：女兒即將入讀高中了，今後在公

眾場合、以及她所提交的功課裡面，她將

會如何「合法地」稱呼我 ── 她的親生

父親呢？ 

        回想起剛剛結束的恩福神學院「步步

經深研經園地」的秋季課程「羅馬書研讀」，

在課堂上，有弟兄姊妹趁著研讀《羅馬書》

第 12 至 15 章時，提出一些有爭議的問題，

譬如，保羅當年要求教會要順服世上的掌

權者，因為「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

是神所命的」 （羅 13:1）。如果明知不對，

今天我們還要不問青紅皂白地遵守這些法

令嗎？在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中，基督徒

個人該如何自處？又該如何與持不同見解

的弟兄姊妹相處呢？ 

主內合一，一心一口榮耀上帝 

        身為主基督的肢體、教會大家庭中的

一員，對於同一件事情，我們因為背景、經

歷、身分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和觀點不可能

一樣；可是，儘管觀點很不一致，保羅卻提

醒信徒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羅 14:1），

更不要彼此論斷以致絆倒弟兄（羅 14:4，

13），反而要彼此接納、彼此擔當、彼此

建立和造就（羅 14:1; 15:1-2），為的是「彼

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 15:5-6）。所以，

在屬靈爭戰中，面對各樣的紛爭，我們「惟

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

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5-

16）。 

       憑愛心彼此接納能對隱而未現的紛爭

防患於未然，但要化解紛爭，還必須敢

於說誠實話。一所獨尊基督為元首的教

會，就算信徒之間的觀點很不一致，卻

必須持守同一種立場 ── 以符合《聖

經》作為底線。因為我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

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

為一的心。」（弗 4:1-3） 

        求同存異、團結合一的力量是大的。

剛剛結束的第 58 屆美國總統選舉極具戲

劇性。原本一路民調領先、選情看好的民

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在臨門一腳之際竟然

大熱倒灶，讓不被看好的共和黨候選人特

朗普逆轉乾坤。個中原因很多。但投票結

果顯示，人心齊，泰山移。共和黨守住了

自己所有的票倉。那些在初選中強烈反對

特朗普、曾揚言要倒戈投向希拉里的共和

黨人，為了共同的目標，個人理念服從集

體立場，最終還是把選票留在自己的陣營

裡。反觀民主黨，卻因內部失和，令好幾

個藍州票倉意外失守，結果此消彼長。 

求主掌權，行事為人榮神益人 

        當競選落下帷幕後，美國社會各階層

之紛爭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而變本加

厲，令原本已經分化的社會進一步撕裂。

歸根到底，是因為鼓吹個人至上的潮流導

致了人的自我無限膨脹。因此，當我們試

圖挑戰當權者的時候，首先應該自我反

省，是否太過把自己當一回事，而沒有把

神當作神呢？人如果不真心敬畏、尊崇神

的話，又怎會把神所允許的掌權者當一回 

 



 

會了他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還有更奇妙

的事。記得那天是感恩節，晚上商店關門

後，兒子和另外兩個大小伙子在辦公室數

錢，外面有一個員工在工作，我兒子突然

想要出去關燈，辦公室不大，坐在靠門的

那個人必須起來站到門外讓他通過。兒子

走到前門，燈還沒關，站門口那人就驚慌

地跑來說：有 3 個蒙面人闖進來！正說

時，留在辦公室那人跑來說，搶匪用槍頂

住他，把錢裝進口袋跑了！我兒立即報

警，同時報告了公司上級。如果那天不是

神保守，讓我兒子離開，如果他們三個人

仍坐在那裡，我兒子決不會拱手讓搶匪拿

錢，槍匪有槍！真不敢想像會有甚麼可怕

的後果。 

       公司領導從錄像中見我兒子工作認

真負責和那天突發事件的處理，提升他做

了那家店正經理。店生意很好，被評上公

司先進。全公司在美國開頒獎大會，公司

上級領導和幾百家得獎經理參加。兒子輪

第五講成功感言，他很緊張，但禱告神幫

助，開始緊張，後就平靜了。他說，今天

的榮譽是員工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下面一

片掌聲！地方領導站起來說，你才 24 歲，

經營的店營業額四百多萬，是不是很自

豪？兒子說，前面路還很長，自己還很不

夠，必須更加努力奮鬥。大家感歎他英語、

粵語都很好。這是神的恩典！ 

       兒子 27 歲時把店經營權買下來自己

做老闆，並結婚，現已有兩個可愛的女兒

了。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是信實的，

祂完全拿去我的勞苦重擔，給我真的安

息。祂改變了我的兒子，讓他成了一個陽

光、有愛心、有責任感、有擔當、有思想、

有抱負的青年。 

       神能在沙漠開江河、曠野開道路，神

能變水為酒，變腐朽為神奇，變詛咒為祝

福！ 

 

        我出生在中國成都。兒子八歲那年，

因丈夫外遇，婚姻走到盡頭。當時中國離婚

的不多，兒子受到的傷害就格外的深。 

       兒子十三歲開始叛逆，逃學，沉浸在遊

戲機場所，後來就夜不歸家。為了把兒子拉

回來，我給兒子換學校，不久，他又回到原

樣，甚至把新同學們帶著逃學。換了無數學

校，兒子仍一天天往下滑。我下決心辭職，

到美國，想把他帶出那環境，終於在他 15

歲時辦好了加拿大移民。 

        勉強安頓下來，便接兒子來。在機場

接到他時，他背著一個包，脖子掛著耳機，

一個黑人跟在他後面提著他的行李箱。他

以為出國就意味著燈紅酒綠，一副出國享

福的樣子，誰知我把他帶到租的地下室，居

住環境和生活條件比在中國差很多。 

        當時大陸移民還很少，兒子的同學，

除了當地白人，就是香港移民，英語和粵語

他都不會。我們的經濟狀況又很窘迫。我在

衣廠打工，要換四次車來回奔波三個多小

時，半夜一二點才能回家。他對學習不感興

趣，沒有朋友，甚至受歧視，他把自己封閉

起來，也不和我交流，關在房間裡抽煙，睡

覺。 

        記得在一個深秋的下午，兒子過了下

課時間很久還沒回家，我到學校去找他，見

他孤獨一人躺在學校運動場草地上，望著

天空，眼裡含著淚水。我對他說，我們再試

一試，到年底，如果你還不適應，我們就回

去。但我知道，回去仍沒出路！這裡舉目無

親，經濟壓力，生活重擔，兒子的失望，路

在哪裡？ 

       迫於生活壓力，我一有機會就打兩份

工，盡可能擠時間照顧陪伴兒子。我沒時間

學英語，靠著大學學的專業英語打拼，等

車、走路時留意廣告學英語。  

        就在我人生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無

意中，地鐵站換車的必經之路一副畫吸引 

了我，畫面是一片烈日下一棵美麗大樹陰

影下的一張躺椅。下面寫著 If you are tired 

carrying heavy burdens, come to me and 

I will give rest. （Matthew 11:28）「凡勞苦

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得

安息。」 Come to me！這親切的聲音是神

的呼喚，就像迷失的孩子聽到父母的呼喚，

我的眼淚嘩嘩地流，我就是個迷路的孩子，

身心疲憊的我，在這舉目無親甚至語言不

通的世界中沉浮，找不到面前該走的路。一

道亮光照進我的心裡，一個聲音告訴我，為

甚麼不禱告求神呢？在美國時去過教會，

但《聖經》沒讀過，沒禱告過，從那以後，

我每天都為兒子禱告，我不會禱告，只有一

句話：神啊，求祢救我兒子，救他，幫助他。 

       一個月後，兒子在路上認識了一個剛

從北京來的大他兩歲的男孩子，他們成了

好朋友。他們不在同一個學校，也不住同一

街區，而是偶然認識。神就這樣奇妙地讓我

兒子不再孤獨，並安定下來。他們一起學

習，一起運動，一起出去 Swiss Chalet 打

工。Swiss chalet 老闆一看見我兒子就喜歡

他。老闆已有五家店，還有一家店正在裝

修，他讓一個經理教我兒子做管理，希望新

店開業讓我兒子管理。這樣，我兒子學到了

很多管理知識，我玩笑說，他一工作就做經

理。一個意大利人，成功的企業家，他為甚

麼就能看上一個連英語都沒學好的 17 歲

的中國孩子，扶持他，給他機會？這是神做

的，是神聽了我的禱告，賜下恩典，給我兒

子自信心，扶他走上正路，賜給他聰明智

慧，邊工作邊學習，幾年後過了英語讀寫

關，講流利英語。 

       因為神的呼喚，我們母子走進了教會，

將生命交給上帝掌管。 

       四年後，神的手真奇妙，帶領他成了公

司直屬的一家店的副經理。公司給我兒子

培訓課程，發了結業證書。神是能讓水變成

酒，能使一個 13 歲就不好好上學的孩子學 

 學奇姊妹 
   

 

 

 

  

         見 證 分 享 

 



 

 
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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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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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 

董杜如茵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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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學誠、蔡佳蓉 

黃克先 (出版) 

戴德冕牧師/黃譚玉琼師母(溫哥華)、 

徐中(卡加利)、董杜如茵師母(愛民頓)、 

李文偉 (滿地可) 

陳吳玉珠 (香港) 

2016年 3 月 — 2016年 11月 
   北美地區 其他地區 

書冊 12,274 647 

單張  8,689 310 

聖經  1,010  4 

光碟    942  0 

累積總數  22,915 961 

   

   

聖經及書冊  1,905  

影音製作     41  

單張    180  

累積總數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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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務 簡 報 

& 

加拿大恩福協會財務簡報 

中國事工部 

2016年 3月至 10月份結餘          $57,076.00 

整體經常性財務簡報 2016年 10 月底 

總收入                           $908,923.00 

總支出                           $813,198.00 

結餘                              $95,725.00 

        www.ccican.org 

             www.ccicebookstore.net  

             www.facebook.com/cci.can                         

尚欠按揭及貸款                  ($230,138.00) 

家庭系列 (多倫多) 

1) 與子女溝通不再難   

     1 月 14 日 (周六，9:30am-4:00pm ) 

2) 跟子女談性有秘訣 

     3 月 4 日 (周六，9:30am-4:00pm ) 

講員：司徒黃妙嫻師母 

國語講座  提供午餐  自由奉獻 

地點：城東國語宣道會   

1490 Birchmount Road Scarb.  ON 

 

教會事奉系列 (多倫多) 

合神心意的敬拜  

1 月 21日（周六，9:30am-4:30pm） 

講員：蔡家愉傳道  

地點：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 ON 

對象：有心參與敬拜事奉的弟兄姊妹 

國語講座  提供午餐  自由奉獻 

內容大綱：  

第一節：敬拜與事奉   

第二節：聖樂事奉  

                            最  新  聚  會  消  息 

 報名查詢以上聚會：請電加拿大恩福協會 416-297-6540   

 電郵： samuel@ccican.org 

健康心靈系列 (溫哥華) 

講員：司徒黃妙嫻師母 

查詢詳情請電: 778-712-0389 黃師母  

            或 604-273-2999 (office) 

免費講座  自由奉獻    

日  期 講  座 

1 月 20 日(週五)    

7:30pm - 9:30pm 

家庭衝突記事本

(國語) 

1 月 21 日(週六)    走出抑鬱的陰霾

1 月 21 日(週六)    青少年叛逆(國語) 

1 月 21 日(週六)    關懷他人(國語) 

1 月 22 日(主日)    

2:00pm - 4:00pm 
關懷他人(粵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