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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過去，  新的一年來臨，  疫情似

只會沒完沒了的持續， 我們要重新振作，

不要被其在心理上嚇倒，更不要被其在靈

性上打倒，   對上帝失去信心，對屬靈事物

冷淡後退， 從前的委身與熱心不再，起初

的愛只成回憶。 

  今年教會的主題為「合一同心、   與主

同行」，正是提醒我們必須重新強調主內

一家，相愛合一的見證。「恩福」本來較

強的新約文化(DNA)似漸褪色，就是保羅

所叮囑教會的：存謙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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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因此，

願我們都齊心努力，去竭力保守，去耕耘

愛與合一的土壤。惟有這樣，我們才能發

揮更強而有力的見證，才可期望有屬靈的

活力，多結果子。 

  不合一力量就抵銷，沒有愛就毫無吸

引力。我在想，教會是基督的「新婦」，這

位新郎所期待看見的是怎樣的一位新

娘？或轉一個角度，我們在做新移民事

工，對一個陌生人移居愛城後，有什麼驅

使他們選擇「恩福」？又再轉一個角度， 如

不少教會，「恩福」也要面對會眾的流失的

無奈，    然而，怎樣一個群體才令人捨不得

離去？ 

  這些都值得我們反省、  重整、 重建！但

絕不能憑一人或少數人之力，必須眾人都

願意參與，靠著禱告、聖靈之力及與主同

行，才能逆轉誇勝！ 

Another year has passed, and a new year has come. 
The pandemic seems to continue endlessly. We 
need to get back on our feet and not be intimidated 
by it psychologically, let alone be knocked down 
spiritually by it, losing faith in God and becoming 
indifference to spiritual well-being. The former 
commitment and zeal are no longer, and the first 
love for God and church is only a memory. 

The Church theme of this year is "United as One, 
Walk with Jesus", which reminds us that we must re-
emphasize the testimony of one family in the Lord 
and unity in love. The originally strong New Testa-
ment culture (DNA) of "Evangel" seems to be fa-
ding, which is what Paul told the church: be hum-
ble, gentle, patient, bear with each other in love,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n peace, and strive to 
keep the unity given by the Holy Spirit. (Ephesians 
4:2) Therefore, may we all work together to pre-
serve and cultivate the soil of love and un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xercise a stronger testimony 
and expect spiritual vigor and fruitfulness.  

Disunity cancels out strength, and there is no 
attraction without love. I'm thinking, the church is 
the "bride" of Christ, what kind of bride does the 
groom expect to see? From another angle, we are 
doing New Immigrant Ministry. After settling in 
Edmonton, what drives the new comers to choose 
"Evangel"? Or from another angle, similar situation 
in many churches, "Evangel" also has to face the 
loss of people. However, what kind of church can 
make people stay? 

These are worth our effort to reflect, re-form, and 
rebuild! However, it cannot rely on one person or a 
few, and we need more of us to be willing to 
partiipate and collaborate, through prayer,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walking with the Lord, 
in order to reclaim victory!  

           岑牧師  Pastor Roland 牧者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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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同心、與主同行 – 學去愛   

 馬太福音 10:37-42                              岑牧師  Pastor Roland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                      約翰福音 6:35 

    我們信主那一刻就是選擇跟從耶

穌，作祂的門徒，聖經並沒有「遲一些才

作門徒」的教導。這段經文，教我們作 

主門徒學習如何去愛的原則。 

(一) 愛的優先性 (37節)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 

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

徒。」  

    這表面看似一個無理的要求，卻是

要我們學懂愛的優先次序。先學愛主，

才懂愛人。不懂愛主，以祂那無私的愛

為榜樣去愛，愛會容易變質：溺愛、偏

愛、虎媽式的愛、佔有的愛、恩典與真

理失衡的愛、自以為是的愛、缺乏智慧

的愛 … 

    所以，主的意思是：「你先將我放

在首位(立志跟從我)，讓我教你如何去

愛。」 

    我以前曾對師母說：「妳不是我心

中的第一位， 神才是。」當時她不太明， 

有些埋怨；現在，我相信她也會對我說

同一句話：「神在第一，別人第二，自己

第三。」你願意這樣將主放在首位，從祂

身上學習正確地去愛？ 

 

(二) 愛的決心性 (38節)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

我的門徒。」 

    十字架乃是世人所加諸主身上各種

不合理的對待和痛苦的頂點。所以背十

字架跟從主，對信徒來說，是代表各種 

為主所忍受的苦難、羞辱與犧牲。 

    作主的門徒，必須背起自己的十字

架來跟從主。這裡刻劃的是一種「去到

盡」，義無反顧，不求自己的益處，也不

計算回報，豁出去的愛。 

    主愛我們愛到死也願意，祂要求祂

的門徒也是如此愛到死也無悔。愛可以

將人推到極限，那裡才能發出至美至善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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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徒的人生中，安全第一的政

策並沒有地位。人若先選擇安逸、舒

適、安全、屬世的心願，他有可能得到

這些──但是他的快樂不會持久，因為

他蒙差遣進入世界，為要服事神和人。

人可將自己的生命收藏起來，但他將失

去更有價值的東西。服事及成全別人，

就是上帝的旨意。真實的快樂，就是付

出無私的生命，惟有如此，才能使你得

著今生和來世的生命。 

    你愛得「盡」嗎？ 

 

 (三) 愛的吊詭性 (39節)  

「顧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但

為我犧牲生命的， 必要得著生命。」(新

譯本) 

    這是主常用似非而是吊脆性的真

理。如：「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在前」；

「一粒麥子若不死，就不能結出許多子粒

來。」有犧牲，才有成全；肯放下，才有

得著。你的人生越付出去成全他人，你 

的生命就越滿足喜樂。你越找緊今世的

生命，保養顧惜，明哲「錫」身，就越失

去永恆的福氣。你越投資於短暫的目前，

反會錯過天國的祝福。凡肯接受十字架

的磨練而不追求滿足自己的，必要得著天

國的豐富，因為他裏面所充滿的是主自

己。那麼，你放下自己多少？捨去自己 

多少？ 
  

(四) 愛的邏輯性 (40-41節)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人因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

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

賞賜。」  
  

    接待你們的，就是接待主。主說我

們是代表祂被接待，愛我們就是愛主，

那是何等尊貴！反過來一樣道理，一個

小子被我們關懷、接待、去愛，那就是

做在主身上。先前說要先愛主、後愛

人，才懂正確地愛。這裡說愛人就等如

愛主，都是具體地表達愛。愛並不是抽 

象的、理論的、只在言語上的，乃是落 

實在日常生活上的。不能愛你看得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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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                     
 約翰福音 6:35 

弟兄，怎能說你愛那看不見的神？因

此，學習愛主，就從學習愛人開始。越

愛你身邊的人，不論他可愛否，你就是

在愛主。明白這道理嗎？ 

 

(五) 愛的真實性 (42節)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

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

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

的賞賜。」(新譯本) 

    這裡說，愛不但是講求行動，而且 

是小小的行動，更能表達出愛的真實

性。一杯涼水是普通不過的，是做的人 

本身不覺的、自然的、甚至是本能性

的，原來反而是主看重的。做在微不足 

道的人身上，更是毫不期望回報，單

純、謙卑地為對方而做。很多人追求轟 

轟烈烈的大事，也喜歡得人的注意、重

視，主卻更留意欣賞那安安靜靜、不為 

人知的愛心流露。可以這樣說，愛是從

你的一舉一動、氣味、言談態度間揚溢

出來。 
 

    我們若是按著這六節經文來作主門

徒，謙卑地「與主同行」，跟隨祂的腳

蹤，以祂的心為心，相信在實踐「合一

同心」上，更能用愛心互相包容，用和

平彼此聯絡，成為滿有基督馨香之氣的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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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14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15 「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對你的弟

 兄、你的本族、你的親屬、以色列全

 家，就是對大眾說：『你們遠離耶和

 華吧！這地是賜給我們為業的。』 

16 所以你當說：『耶和華如此說：我雖

 將以色列全家遠遠遷移到列國中，將

 他們分散在列邦內，我還要在他們所

 到的列邦，暫作他們的聖所。』 

17 你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

 萬民中招聚你們，從分散的列國內聚

 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 

18 他們必到那裏，也必從其中除掉一切

 可憎可厭的物。 

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

 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

 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20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

 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

 們的神。 

21 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憎可厭之物

 的，我必照他們所行的報應在他

 們頭上。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以西結書 11:14-21，和合本)  

 

 

 

無神合一看似堅固、實屬虛無： 

  人類由始至今， 或個人或家庭以至國 

家都以建家造城，堅固國防預算，加強 

經濟及資訊等等來保障自己，但往往當 

自以為合一強大，卻沒有了神，錯過了 

實實在在的悔改，真正的失去了一切！ 

反之，那弱勢群體被困被擄，還以為自 

己是鍋中肉的時候，甚至親屬全族被

擄，耶路撒冷留下的人看被擄的人都恥

笑說：「遠離神吧！土地不是你們的，

你們要受審判，神棄絕你們，我們留下

來領受祝福，你們犯罪，審判臨到你

們…。」他們好像一無所依，神的話語  

聖  言 

黑暗中的盼望            梅牧師 Pastor Flavius 



 

6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卻叫人開始看見不再一樣的悔改！當

人只看環境，  隨著世界潮流的說法，  跟

隨世界的法度，貪圖地位、虛榮、權勢、

追求成功主義，就會隨流偏離成聖之 

路。誰不知渴求神的心意、 跟隨神合而 

為一、有神的聖潔、誠實、公平、無偽，

而結滿聖靈仁義的果子， 與主同步同甘

共苦，才是向著標竿直跑，活在主真正 

的成功呢？ 

 

合一的心與神同行，除偶像、傳萬國： 

  然而， 我們信神的人要跟潮流，還是 

要跟神？有一條逆流而上的天路，是朝

向生命的主-就是生命的源頭！屬靈人

不要看表面，表面看來以西結和被擄的

人受審被害， 家破人亡，在暗中看似未有

出路，神吩咐先知說當說的話，被擄的 

人有神同去同行，神叫被擄之民到他地

暫作他們的聖所。表面看耶路撒冷有聖

殿，有表面敬拜，但神卻在被擄寄居之地

叫人有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真信仰要有真

敬拜，真實跟從神！被擄看似咒詛，其實

是祝福！求神光照並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來察見屬靈的事。屬世的表面看似好，其

實是不好；人看似合理並理所當然的事，

往往並非神的心意。神要從萬民中招聚

被擄的百姓聚集歸回，有盼望和應許， 

神要把土地再賜百姓，神要除去耶路撒

冷一切偶像，這是神吩咐先知當說的話，

神的旨意也必成就！ 

 

領受新靈而活，為要歸阿爸天父、全人

追隨主： 

  人要有合一的心，遵行神律例典章，靠

神獨生愛子基督耶穌成為一體，在基督

裡藉聖靈的洗重生，得以親近父神。國 

語堂 2022年蒙神恩典，靠著記在使徒行 

傳神的道，同心仰望神，2022 年聚焦 

在：「恩及全人、 福澤萬民！」弟兄姊 

妹會一同跟隨主經歷使徒行傳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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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親主、隨主而行，行出神榮耀見證，

並先知說的話， 亦盼藉此文激勵弟兄姊妹

一起親近神， 並藉禱告細聽使徒行傳中聖

靈的微聲，在聖靈同行中有份。 

 

除石心領肉心，神必報應行邪惡的： 

  2022 年新一年開始，我甚願俯伏主前

常常記念你們，  願主展開新的一年叫我

們邁向完全、成熟像主，如經上所記：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

樣。」(馬太福音 5:48，和合本)俗語說：

虎父無犬子，蒙恩離罪的人應當見證神

榮耀的義和愛，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

稱，隨耶穌謙卑而行！反之， 凡行邪惡的

人必得報應！今年第一季主日學， 我們

在舊約聖經研讀班中同心研習十誡，我 

就以出埃及記 20:1-20，在這文章的結束

高舉基督生命之道，盼真理聖靈喚醒我

們，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在這黑暗世代

中除邪惡，見證神的奇妙光明，再次領受

神所賜下的十誡。盼您和我及至萬國可 

停下忙亂的步伐，默想、禱告，把十誡和 

 

十架印在我們的心，願主耶穌基督生命 

的道，帶您和我活出光明的每一天！不

要怕， 只要信！阿們！ 

 

1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

 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3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4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

 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

 中的百物。 

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

 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

 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6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

 愛，直到千代。 

7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

 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

 罪。 

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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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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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  地、 

 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

 日。 

12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13 「不可殺人。 

14 「不可姦淫。 

15 「不可偷盜。 

16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7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

 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

 有的。」 

18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上冒

 煙，就都發顫，遠遠地站立， 

19  

19  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

 必聽，不要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

 們死亡。」 

20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為神

 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

 畏他，不至犯罪。」 

(出埃及記 20:1-20，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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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過去兩年全世界都在經歷非一般的生

活，好可能你跟我都在問，神容讓這事的

發生到底對人有什麼啟示？當然大家的

領受可能不都一樣。但我相信經過過去這

兩年疫情中不尋常的體驗，大家不難去看

見現實的真相：人的確沒有能力去掌控

生命和生活！我們不得不承認人是何等

的渺小，人的智慧和能力是何等的不可

靠！只是，人經歷了何等的遭遇，得到何

等的教訓或啟示又如何？渺小的人可有

一刻願意轉眼去看那偉大可靠、掌管萬

有、 掌管明天的神？可有願意去等候神、 去

尋求祂的方法去面對疫情？世人(包括基

督徒)不還是用百般的外在理由，嘗試去

解釋事情的因由，尋找應對的方法，用自

己的想法(智慧?)和信念去面對疫情帶來

對生活或對信仰的挑戰，以為可以將危機

化為轉機？就如帶不帶口罩，打不打疫

苗，敎會維持實體崇拜還是提供雙綫崇拜

(實體加虛擬)等等問題， 每個人/敎會都

按著自己的信念做出抉擇，但大家要留

意，抉擇背後代表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信

念付上代價，那代價極可能要旁人一起去

付。 其實不但是在疫情中的挑戰， 在平常

生活中，包括敎會生活，我們按照自己的

信念去做的每個決定，帶來的後果(包括

好的和壞的)，對自己、對別人、對地方教

會、對眾敎會、對世界和對後代的影響， 

往往是非人可以預計或想像。亞當和夏娃

注目在眼前的好處就不顧後果吃了禁果， 

那時他們有否想過他們的決定不但會得

罪神，還會連累今天的你和我呢？我們真

的要警醒，我們可能與始祖沒大分別， 眼

看為好的事就去幹，沒有把神和祂的心意

放在心上，也沒有想過後果不但自己要

付，可能連同這世代，甚至我們的後代都

要一起去承擔。過去兩年有一件事實在令

我憂心，就是教會是否如人所言必須搬到

虛擬世界(即使仍然保留實體聚會)？在

此誠意邀請眾聖徒同心一起恆切為這個

決定禱告，願神光照，叫祂的子民看到神

的旨意!教會提供雙綫聚會表面帶來有

心   聲  

牧者心聲：聖徒面對逆/疫情的正常態 
         陳傳道 Pastor J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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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果效，但它對人的身、心、靈的傷害、 

對人與人的相交和委身教會的負面影響

也是顯而易見，我們萬萬不能對此視而不

見，而只專注於那悅人眼目的果效。難 

道為了人眼裡看為好的，值得去絆倒那些

容易陷入試探裏的弟兄姊妹？這是神的

心意嗎？魔鬼要拆毀生命/教會，往往都叫

人因看見悅目的事而雀躍，就忘記了神，

也不顧後果。弟兄姊妹，這個所謂新常態

對世界，對眾敎會的影響不是只有正面

的，負面的影響好可能更為深廣，我們 

不能輕率作出決定，免得陷入魔鬼的網

羅！在此與大家互勉，讓我們恆切讀經 

祈禱，投入神家，建立與神親密關係，叫

我們行事為人體貼聖靈，願意等候神， 

不求悅目的事，乃定睛仰望神，靠著聖 

靈的能力，去面對生活中種種的挑戰， 

不從世界的謀略，不求地上的果效和光

榮，只求成就父神的心意，天天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跟隨基督，以世人看為可恥的

十架大功榮耀我們天上的父！願神憐

憫，保守我們的心，因著主的名叫我們 

stay safe and healthy in Him! 阿們!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 1:14) 

 
 

我人生奇妙又 
       感恩的旅程 

李佩玲  Vireanna  
  我不經不覺來到加拿大愛民頓已經五

個月了，感恩天父帶領我來到恩福浸信會

這個溫暖的大家庭。直到現在天父爸爸都

一直保護我、保守我、帶領我和眷顧我。 

天父一直在我身邊照顧我，因我知道天

父必與我同在，祂所準備的路必為我開，

為我準備一切。 

  奇妙的是當我到了愛民頓的同一個星

期，有人要移民去第二個國家，她家中的

傢俬和用品都無條件給我，我真真實實地

體會到那份無條件的愛。 

  感恩天父的供應，在我收樓的同一日，

新移民事工團隊由之前幫我尋找傢俬、家

居用品、電器用品、廚房煮食用具杯杯碟

碟等，並他們當日安排搬運和安裝，在每

件事中，一切都有團隊的幫忙。我看見弟

兄姊妹們和他們的家人齊心地幫助我，體

會到他們是同心合力、為主而作的團隊精

神。我很相信一直在背後有不少弟兄姊妹

不斷地禱告和同心同行，為主作工。 

  直到現在，祂的恩典和供應，多過我所

想所求。阿爸天父的愛是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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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 119:11) 

  這段經文講述耶穌參加了一個迦拿婚

宴，而在這個婚宴中，耶穌行了祂第一 

件神蹟，因為在筵席尚未有結束之前， 

主人家預備的酒已經用完了，耶穌幫

助他們把水變酒，使筵席可以繼續進

行。 

  我們可以注意到，聖經沒有禁止人飲

酒，有些時候，飲酒也是好事，譬如說 

提摩太胃寒，保羅提議他飲些酒。然而，

聖經叫人不可以醉酒，所以你若對自

己節制方面的信心不足，就不要飲酒，

免得使自己陷於試探之中。 

  當我們看到猶太人的地理背景，知道

他們以酒代水的原因是因為水不清潔， 

釀成酒後才飲會較好。 

  耶穌用六口石缸盛的水變成酒，聖經

中的數目字是有意思的。「三」是屬天的數

字，「六」是屬地的數字，而「七」是

代表完全，屬地的事情不一定是不好

的，但只是很短暫，變化難測，然而，

若能加上耶穌，「六」再加上耶穌就成

為「七」，是完全的了。 

  試想想教會若果沒有耶穌，就成了屬世

的組織，注重制度，是人掌權的地方。所

以，耶穌很明確的說：「因為離了我，你

們就不能作甚麼。」但願我們時刻都能省

察信主以後的生命是讓神居首位的。 

  今日的講題是用四個動詞組成的，就是

「擺倒盛舀」，由經文中抽出這四個字再

串連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基督徒要被

主使用，就必須做到這四步。 
 

(一) 擺 

  六口石缸有它們自己一定的位置，擺 

在一處；基督徒亦有自己的位置，要守自

己的本位，例如你是一位教師，就要守住

自己的本位做好教師的工作，盡自己本位

上的責任。在工作上要服從上司，因為聖

經教導我們要服從權柄，甚至是不信主 

的上司，我們都要服從，只是當他們要我

們做犯罪的事情，我們不可以做，但是仍要

地向他解釋不做是基於  

聖  言 

擺倒盛舀  約翰福音 2:1-11 
         蒙廸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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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地向他解釋不做是基於信仰上的良

心，且要和顏悅色地去解釋， 在守原則

之中亦要守本位，務使各人在自己崗位

上忠心，活出基督，為主宣揚福音。 

  同樣，我們在教會中亦有自己的本位，

不論是牧師、執事、招待員、詩班員、

主日學教師，甚至主日學學生、會眾，

都有自己的本位，正如這六口石缸，俱

各有自己的本位。 

  若然我們不守本位，就會像撒但一

樣，被神擊落，因為撒但原是天使長，

但是他不守本位，要與神同等，故被神

擊落為空中的掌權者。 聖經中每一個被

神使用的人都是守本位的人，例如摩

西、以利亞、撒母耳和以賽亞。  
 

(二) 倒 

  石缸在要載水之前，必須倒空，清潔

內裡的不潔，在提摩太後書 2章 21節，

提到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

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弟

兄姊妹們，今日我們若不肯先倒空自

己，潔淨自己，如何可以被主使用呢？ 

  同樣教會中不能容讓有罪惡的存在， 

否則教會不獲神祝福，難有增長，正如 

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城很堅固，而 

以色列人靠耶和華賴以戰勝， 然而， 有

一個人把當滅之物收藏起一部份，結果

在攻艾城時一敗塗地， 而那城雖是積弱

多時， 只因以色列中有人犯罪， 不靠神

祝福， 他們就戰敗。 

  我們再用一個比喻，就是一個飼養白

鴿的人，一日看見白鴿不肯進入牠的

巢，原來有一條蛇盤踞在內，而另一日

牠照樣不肯進內，因為有一隻小猫在巢

內；毒蛇指的是罪，小猫卻代表著世上

可愛的事物，白鴿巢是我們的心，白鴿

是我們的主，當任何事霸佔了我們的

心，我們的主是不會進入的，但若然因

此而失去神在我們心中的首席位置，我

們要把這些東西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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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盛 

  所有生物都需要水，無論人類、動物

與植物皆然，同樣屬靈的生命也需要

水，需要神的活水，神的話語去滋潤我

們的靈性，以致有能力活出基督的樣

式。 

  有一位弟兄在反覆思想神的話語，很

久後才決志，這是神的話語在人心中栽

成道種，經聖靈的光照引導，人就打開

心門接受神，故我們必須有神的話語。  

 

(四) 舀 

  舀有拿出來、倒出來的意思，那些水

不拿出來仍是水，要倒出來才變成

酒；電器不按動開關是沒有用的，金

錢不在市面流通就只是一堆的數目

字。 同樣，我們聽了道，若不成為流 

通的管子，拿出來用，等如白佔地土，

我們仍是水，不是酒。 

 

 

  一次以利亞先知到一個窮寡婦家中

要求她的招待，寡婦說她只剩一點麵和

油，預備做幾個餅，食後就唯有坐以待

斃。但是，以利亞告訴她放心弄些餅給

他先吃，然後才為她兩母子預備， 結果

其麵與油倒不盡，用了三年多，直至饑

荒結束。 

  今日當我們有神的活水在心中湧流

的時候，我們亦會同樣的倒之不盡，而 

經常靈修，參加聚會，就有助我們成為 

流通的管子，向人作見證，分享自己的 

信仰。 在約翰福音 7章 38節提到：「信

我的人，就有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今日，我們

都要成為「活水江河」。首先我們要像那

些石缸，清楚明白自己的位置， 各人在

自己的崗位上盡責， 然後倒空自己，接

受神話語的充滿，成為神流通的管子，

得蒙神大大的使用，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故此各肢體要齊心，同步向前，一

同達致均衡的增長。 

 

聖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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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見 證 

 

我的 
林軍  Jennifer 

敬爱的主，天上的父神，亲爱的家人、弟

兄姐妹及朋友们， 主内平安! 

 

   我是林军。首先感谢主，求主坚强女 

儿的心，让女儿表达对天父的感谢和祈

求。同时，感谢我至亲至爱的家人-我的

爱人聂坚，感谢他带领我们一家三口来到

加拿大，在爱民顿这个美丽且有魅力的 

城市居住，并在这里有了我们的儿子聂

嘉林。然后是神家的弟兄姐妹们，您们来

自不同的教会和城市，无论相识与不相

识，感谢您们在我身体和灵里软弱的时

候，给我的关心、帮助和关爱，无论是语

言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感谢您们帮助我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渡过难关。 

 

   从前我未认识教会，也未听过耶稣的

福音。自我来到神家，通过圣经的话语才

认识耶稣是我的救主，认识我是罪人。因

着神的话语我愿意悔改信主，我就有感

谢神的心，并且从主学刚强。哥林多后书

5章 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要感谢主让我因信耶稣基督刚强

壮胆，我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激。还有我的

同事们，在我生病时承担我的工作，并且

关心和帮助我，在此一并献上感恩。我是

生活在地上的血肉之躯，需要身、心和 

灵的健康。在身体上软弱的时候，需要接

受和相信医生的医治，无论是药物的还

是言语的;在身、心和灵性上软弱的时

候，需要靠着主耶稣的话语和祂的爱来

坚定自己的心，并行走在祂的正道中，成

为有灵的活人，靠着神丰丰富富的恩赐，

平安喜乐的在地上度日。 

 

   求主保守我的心，一直朝向祂追随祂

不偏左右。求神引领我在家中做好妻子

和母亲的本份，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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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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上)    

自己的事情。在神家里用神给的恩赐做

自己的本份来服侍神、服侍人，把神家中

的关爱能传递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在

地上做光做盐，让神的话语成就在我的

身上，让我得到从神而来温柔的心，温暖

和照亮在我生命中相遇的每一个人。求

主保守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在今后的日

子里持守父神的真道，过手洁心清的新

生命、新生活，没有惧怕，从主重生并刚

强壮胆的随主前行。提摩太后书 2章 1节

这样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 

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神赐给我的宝贵

话语，我也送给大家，祝愿我亲爱的家

人、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圣诞新年快乐！ 
 

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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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馬李素芳  Fion  

  

我所愛及懷念的 Patrick,  

   跟你結婚有二十五年，本是盼望能

再在一起多二十年就知足了，奈何很

多事情的發生都不能盡如人意，更何

況是生命的長短，完全不能由我們自

然地操控。感恩的是我們都是基督徒，

死亡只是讓我們在地上有短暫的分

離，將來必定在天家重聚。梁家麟博士

在他的著作 《逆境當志強》中提到「…

患難的存在是必然的，幸福快樂卻不

是必然的；必然事是我們用不著解

釋，所以亦無須為患難尋找什麼神聖

理由，反而不必然的幸福快樂才是需

要解釋的，我們知道這是出於上帝的

特殊恩典。」 

   人生的苦難離不開「失去」-失去自

我、關係、自由、身體健康、或生命等。

故你的突然離世帶給家人的傷痛、徬徨和

措手不及可想而知。還記得你是在 2019

年秋的時候被診斷患上血癌的一種-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根

治的方法是骨髓移植。感恩的是 Calgary

的 Tom Baker Cancer Centre 在骨髓移植

的研究及經驗上非常豐富，若能找到匹配

的骨髓， 能治癒的成功率非常高。經一 

輪繁複的檢查及化驗後，醫生確定你是適

合接受骨髓移植，而你妹妹的骨髓又是

完全的吻合，故在 2020年 12月我們一起 

搬到 Calgary，在 Tom Baker Centre 開始

接受三個月的療程。回想由診斷、尋找 

合適骨髓，在 Calgary 找短期住宿， 到骨

髓移植前你需要承受全身化療及電療帶

來的強烈副作用， 神的恩典夠用，祂的 

能力要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在整個

療程中，一切都很順利，你也是滿有感 

恩、堅強及樂觀面對。療程完結， 你的 

骨髓內再沒有癌細胞，而且新移植的骨髓

也不斷在體內增生。骨髓移植最大的風 

險是患者的抵抗力是非常薄弱，任何感染

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另外是新增的骨髓 

寄 不出去    
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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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內排斥並攻擊身體的主要器官。我

們非常感恩，因你的排斥現象非常少， 

康復進度良好，故此你的的療程可在兩 

個星期前提早完成，我們在 3 月中便能

返回 Edmonton。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在 我 們 回 到

Edmonton 後的一個星期多，你卻因輕

微肺炎入了大學醫院，頭幾天的情況都

是穩定，很快呼吸越來越困難並需轉入

ICU。為了找出引致肺炎的原因，你希望

醫生為你做支氣管鏡檢查， 

故此事先要將你昏迷，以進行氣管切開

術建造人工呼吸道幫助呼吸。醫生估計

大劑量及合適的抗生素會在一星期內見

效，到時就可為你除去喉管，用回呼吸 

機幫助呼吸。不幸的是，抗生素及一切 

能用的藥物都起不了作用，三星期後， 

你在仍昏迷及無痛苦下在2021年4月21

日離世。 

   正如你在 Calgary 入院接受治療，並

在三個月後順利出院返回Edmonton，我

們一直都有理所當然的想法，就是入院

就一定有出院。故每天探病完後，我都 

會執拾及清潔家裡不同的角落，為你預

備一個更好的環境等你回家休養。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早晨醒來，伸手 

往隔離床邊捉摸卻撲過空，失去了才深

深體會到能珍惜眼前人的幸福。遺憾的

是不能在你清醒的時候，告訴你無論你

的病情如何，身體變成怎樣，我都願意給

你最好的照顧，陪伴在你身邊。因我知道

如果病的是我，你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任何的付出都沒有所謂，只要病好。我體

會你的想法，如果能康復，你一定會做一

個更好的丈夫及父親。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使徒行傳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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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多謝你多年來的愛惜及照顧，你雖然 

不會用花言巧語或很多的禮物去表達

你對我的愛意，但你在很多的生活細

節裡，都用行動表明我和女兒在你心 

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當知道要失去

你的時候，就更肯定你在我心中是多

麼的重要，想起很多你對我的愛惜、遷

就，對我的痛錫，一點一滴呈現在生活

的細節中。由拍拖到二十多年的婚姻，

你都是沒有停止過接送，婚後也自覺

分擔家務、照顧及教育女兒，一直都 

是盡自己的能力去做，沒有比較、沒有

埋怨。正如你時常講笑，當煮飯的時 

候，我就是在鏡頭前烹飪的廚師，

背後很多的預備、洗滌的工作就是由你

負責。如果可以的話，真心想用餘生讓

我去遷就你，就好像你遷就我一樣。一

直以來都覺得女人要幸福，就要找到一

個愛自己多過自己愛他的人，所以我也

一直強調你要愛我，遷就我多些，失去

你之後才體會到付出更多也是福氣。 

   你的病最終都沒有痊癒，最後都是離

世，好像是神沒有應允禱告，但想讓你

知道神有特殊補償的恩典，雖然非常不

願意失去你，但這次弟兄姊妹和朋友的

關懷及支持，讓我深深體會到身邊多了

很多愛錫我的人，很是溫暖，感謝不盡

的是神及摰友的愛護和關心，使我在沒

有你在身邊的日子不是那麼孤單。神使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祂

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非同

我們的道路。 

 

一生愛你的 Fion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使徒行傳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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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樣的我 
      

        王潘曉虹 Francesca  

   二十多年信主的時間裡， 心中明白主

應是坐在我生命的寶座上主宰的那一位。 

但在生活實踐中，我卻是我生命寶座的主

人， 很多決定都是當下 「我自己」決定

了，一或根據自己的好惡作決定，一或因

當下客觀環境條件優劣作判斷。神 - 只

會是當我遇到大難題時， 我解決不了或我

無法作決定時，我才去尋求神， 有如「無

事不登三寶殿」。 每週日到教會敬拜也開

始變得例行工事，  開始忘記何謂敬拜。日

復日，月復月，我與神的距離可能會更遠，

這是我極不願意的，於是我尋求更新，修

補與主的關係， 我便參加了「不再一樣靈

命塑造」課程，讓我與神的關係不再一樣。 

 

 

 

 

 

   神創造我是為了和我建立關係，我

 在神眼中一如既往的珍貴，神每時每

 刻都在等候我，只要我願意尋求祂， 

 祂必會聆聽我，祂珍視我與祂的關係。

 與神同在，不論際遇是甜是苦，都能一

 一經歷神的甘甜；只要與神同在，逆

 境也會是平安美好的。神是有感受的

 主，我的冷漠、我的遠離、我的自

 我，神會難過、失望和憂傷。神只求我

 們愛祂，多親近仰望祂，親近祂簡單

 如時刻禱告，站著可以仰望祂、開車

 時可以、 做飯時也可以，親近是沒有時

 間及物理限制，只要我們想，任何時

 間都可以親近主。希望大家也能如我

 「不再一樣」，時刻愛神，仰望神及

 以主為生命寶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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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Loves You  
 

             高靖霖 Jinglin 
 

   女儿要去温哥华探望朋友，我和太太

也想找个机会去 BC 玩一圈儿。于是昨

天，8月 11日，我们一家三口一大清早就

兴冲冲地装好车，准备开始一千二百公里

的旅程。 

   出城前，我们先到麦当劳买早餐。虽然

已经是早上 8点，但买早餐的人并不多，整

个停车场也是空荡荡一片，旁边稍远处有

两位园林工人正在修整绿地。我们没有下

车，在窗口点了餐。交完钱，发现女儿的

旅行箱没有盖严，于是我快快地在停车场

停了一下车， 下车帮她把旅行箱盖好，总

共没用一分钟。可就这短短的一分钟，我

把钱包丢在了空荡荡的停车场！ 

   当车开出了约 5分钟，女儿正享用她

美味的香肠玛芬松饼(Sausage McMuf-

fin)时，我摸了一下口袋，没有摸到钱

包…。我说：「我的钱包呢？」太太说：

「我不知道，你没有给我！」我感觉不对

劲， 迅速把车停到了路边安全的地方， 

又一阵东翻西找，还是不见钱包。我着急

了，驾照、信用卡、银行卡都在钱包里，

还有现金。于是我赶紧掉头，要赶回刚才

的停车场，那是唯一可能丢钱包的地方。 

   然而车掉头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是

单行道，我们需要绕一个不小的圈子才能

兜回去。我心里着急，一路狂奔往回跑，

见车就超。就在我们快到的时候，前面有

一辆小车挡住了我狂奔的车，我怎么也超

不过去。前面的小车四平八稳，不紧不慢

的往前移动，我心里那个急呀！不管我怎

么急，前方司机却无动于衷。我紧叮着他

的车，希望他能开快点。这时，我注意到

他的车后窗上贴着一行橙色的字，时隐时

现，隔着车窗我看清了那行字是“Jesus ＂。

我虽然看清了那字是“Jesus ＂，可是他

的车子还是开得那么慢，急得我脱口而出

说：「Come on Jesus，你能不能快一点

呀？」弄得我太太使劲要我冷静。 

   终于到了路口，“Jesus ＂和我都往

右拐，我也可以超车了。开近了一看，原

来“Jesus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整个读

起来是“Jesus Loves You＂。 我边踩油门

边叨叨咕咕地说：「不管 Jesus 爱不爱我， 

見證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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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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上)    

我先超过你再说。」于是一溜烟冲到了停

车场， 老远我就看到了我的钱包躺在地

上，旁边横着一辆宝石蓝 SUV，挡在了我

钱包的外边，稍远处园林工人还在那里工

作。 没等我把车停稳，太太就跳下了车，

冲过去拾起了钱包。这时，SUV 也启动

了，  我太太这才意识到，那辆 SUV 肯定是

看到了钱包，但故意把车挡在钱包外边，

等我们来取的吗？我太太急忙向 SUV 招

手，可是司机却头也没回便开走了。 

 

   从丢失钱包到寻回前后约十五分钟，完

璧归赵，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对话也轻

松了许多。 

“It’s all good now！＂女儿说，“That 

small car was annoying＂我说，“It has 

‘Jesus loves you’ on it!” ，“Yes, but it 

was soooo slow!＂我们全都轻松的笑了起

来。 

 

   回过神来，我和太太又回味这个过程，

我不禁问：「我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摸了一

下口袋呢？如果再过一会儿才摸口袋， 

不就黄花菜都凉了？那辆 SUV 是在那看

护着我的钱包吗？怎么偏偏就在我前面

出现“Jesus loves you！＂呢？而且车还

开的那么慢！……」 

 

   后面的旅途中，我们一路上边走边聊，

没事还听听视频， 正好听到以赛亚书三

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句经文之贴

切，岂止是针对我丢钱包时的急躁心情，

不更是对人生的深刻启迪吗？ 

 

Jesus Loves You! 

 

2021年 8月 12日，于温哥华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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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竿人生」的作者華理克牧師，談 

到人如何配合神去完成祂「愛世人」、 

「願萬人得救」的心願，提出一個很獨 

到的比喻：上帝是主動創造或被動容許

浪潮的發生，那不是人能製做的，但在 

浪潮翻湧的時候，人不必被淹沒， 而是 

成為滑浪者，順著聖靈之風， 乘風破浪。

按著這個屬靈的洞見，「恩福」正是在學

習做個滑浪者，無論是幾年前開展的古

巴宣教事工、去年踏出一步的新移民事

工、或現在多處多方在催化中的網上媒

體事工，都是聖靈一步一步導演著世界

的舞台，邀請我們參與其中，有份於天 

國的大使命。 

  或許你有興趣看看我們如何「滑浪」， 

整個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帶著傻

勁向前走一步，上帝就開路，既剌激，又

喜樂，且充滿驚訝！自去年六月異象分

享，七月組織禱告會及組成團隊，八月 

就開始實地接待工作。神恩待，頭兩家 

先是愛主的基督徒，其中一位到步的單

身姊妹並沒有親友在本地，只有我們， 

我們就盡力接待：接機、安頓、辦身份證

件、申請醫保、購物、搬遷、陪伴、助她

融入教會大家庭…。上帝也幽默地安排 

 

一個本地的家庭移居澳洲，留下一批合

用的傢俱， 適切兩家新來者的需要且在

時間上天衣無縫、剛剛吻合！ 

  去年九、十月間，我們發覺香港人大 

多並不認識愛民頓，這似是落選的城市。

因此，一個自製短片在網上自我介紹及

介紹愛城的念頭浮現出來，不過，這看 

來只是一個幻夢，在沒有器材、沒有專 

業知識、沒有資源之下，如何做？然而，

上帝原來早已適時地預備了一位弟兄有

此專業知識， 並興起他服事的心，看來不

可能的事發生了。在十月，經過兩週六 

的初級訓練，大部份參加者都願意憑信

心一試所學，而且發現用現有的手機已

可攝錄，只需加一個穩定儀器，並用下 

載免費的程式就能剪片。基本已備，神 

更預備了那兩位新近回流的姊妹挺身作

錄播主持人，「恩福」的短片製作事工 

就是如此開步，一切都是超乎人所能計

劃！ 

  短片製作的第一步，是分成六個工作

小組：策劃、資料搜集、寫稿、錄播、 

錄影、 剪片。 團隊定下方向：第一組特

輯以介紹愛城為主「愛民頓知多少 Why 

Edmonton ?」，介紹本市的面貌和生活

情況：衣、食、住、行、學制、工作機會 

… 等；第二組特輯以「他鄉的故事」為

題，搜集不同背景移民的故事，當然也是

見證主的恩惠與帶領的親身經歷；若主

許可，將來甚至可製作第三組特輯：喻

道或勵志的短片。 

岑牧師 Pastor R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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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集短片上網後(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 Webpage)，開始有香港朋友

留意，並與我們接觸，透過 WhatsApp 

及 Signal 的方便，與他們對話，初步了

解他們的關注。及後，我們邀請他們在 

網上 Zoom 見見面，也好以小組來解答

一些困擾他們的疑問。結果約定在 1 月

23日香港時間早上十時見，被邀請的五

個家庭都有出現，並且在很友善、很親 

切而輕鬆的氣氛下交流，建立了進一步

的互信關係。因著能更適切地彼此了解

及讓他們預先認識我們的接待團隊，我

們計劃定期每月一次在 Zoom 上會面。

截至現在，已有八個家庭接觸我們，大

部分都是非信徒，並且很可能將有更多。

願我們特別是粵語會眾、兒童部及青年

團契都預備好，充份學習作個接待的教 

會，實踐「一杯涼水」、「施比受更有福」

的愛心行動和見證。 

  我們坦誠地讓香港朋友知道，我們可

以提供的輔助，可稱為「三安計劃」 ：

第一，是「安家」，協助他們安頓下來，

我們盡力提供實際、貼地的服務。第二，

是「安心」， 陪伴他們在情緒上、感受

上渡過種種過度期間的心理適應(我們

已有一套小組課程，為此而設計)。若他

們願意，我們也可繼續成為他們的同行

者。第三，是「安靈」，非信徒若想進一

步了解推動我們付上無私的愛心行動背

後的信仰力量， 我們很樂意引介他們認

識。 信徒若想在本市找一個屬靈之家， 

我們也展開雙手歡迎，但一點不會是 

「安家」與「安心」的附帶條件。 

  我們作事是本著愛， 真愛是不帶條件

的。若「恩福」的弟兄姊妹還未加入這 

個服事行列而想加入的， 歡迎與「新移

民事工專責小組」接觸。 你知嗎？有幾

位香港未信主的朋友已受感動報名，在

到步後加入這有意義的接待事工。 

  若你想受訓練成為「安心」一環的小組

組長或組員，幫助新來者在心態、情緒上

的適應，請向我報名。容許我再引用上 

一期我寫的一段結語：「這是一個很特別

的時代，充滿衝擊與危機，但也突顯出 

新的契機和意想不到的歷史時刻。我邀

請你，不要錯過上帝的祝福，來參與這 

愛心的行動，每人一點點，預備將你一 

點點的時間、一點點的愛心、一點點的 

專業知識、一點點的加國體會、一點點 

的接待熱情、一點點的人脈關係、一點 

點的拔刀相助，更是一點點的信仰見證

貢獻出來，踏上第二里路，然後靜觀上 

帝的作為，說不定你真的接待了天使， 

或親眼看見五餅二魚的神蹟！香港新移

民事工——你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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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之旅： 
不平安中有平安 
 

            許歐美娜  Armina 

 

   不經不覺來到 Edmonton 已經六個

月了，期間經歷很多事情。 

    初到步的頭一個月，租了一間 Air 

B&B，我與老公都以為一個月內應該可

以買到或租到房子，誰知原來沒有想像

中那麼容易。差不多 deadline 前一個星

期左右，才有機會看了幾個租盤，但大

都不太適合我們一家，到最後才找到現

在的居所。找到居所後，又要開始找傢

俱，因為疫情中各公司的運輸都出現

delay 情況，一等就是數個月，很嚇人！

在這裡再次感謝恩福浸信會關顧香港人

的事工團隊，看到我們的缺乏，不辭勞

苦的向我們一家提供必需品，以解我們

燃眉之急！ 

   之後， 就是一連串“Why  Edmonton＂

網上短片系列的參與。回流前完全沒有 

想像過自己來到 Edmonton 之後，竟然 

有機會參與製作這個短片，當中不但學 

會了很多以前不懂的技能，更感興趣的 

是能夠與這麼專業的一個團隊一同服

事，讓我在 Edmonton 的生活增添了不

少樂趣。同時，短片又能幫助到一些準

備移民回流的人士，而當中很多更是未

信主的…。一切一切若不是天父巧妙的

安排， 人計算不到那麼多、那麼精妙！ 

   過去三星期，又經歷新的情況，小

兒子及我的身體開始有點不適，喉嚨腫

痛，有少許咳嗽，除了女兒外，還有老

公也有一些症狀，慶幸不太嚴重。之後，

我們全家都去了做檢測，報告指出我們

全染上 Covid …。在回家的路上，我特

意望著周圍白雪紛飛這美麗的畫面， 突

然感受到雖然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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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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上) 

走下去，但深深相信上帝必定保守！

「堅心依賴祢的，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倚靠祢。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

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 

(以賽亞書 26:3-4) 

   感謝主！最終我們全家都痊愈

了，現在又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

如果不是天父的保守，我深信情況可

以很糟糕！ 

   願神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2022 學

習緊緊倚靠耶和華，因為祂是我們永久

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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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 ：這星期的崇拜中聽到一首很有

感受的詩歌，是年青時經常會唱的，今天

早上 Shirley 所講的經文也是最近我剛

看過的，真奇妙！我們時常會在順境的

時候感謝神，但在逆境時便會懷疑神的

存在和真實。今天早上的經文再一次提

醒我們，無論在任何環境中也要不住地

禱告。 

 

Susana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件感

恩的事: 

1)在四年前我的大兒子問我退休後會在

那兒定居，但想不到今天他們一家搬到

Edmonton，多謝神的安排。 

2)感謝神讓我有兩個很照顧我的兒子，

他們分別照顧我的「身」和「心」。 

3)弟弟 Tony 這半年裡患病當中，在照

顧他的期間，勾起了我自己內心的一些

傷痛，感謝神醫治了我。 

 
 

 

Regient ：在這兩年疫情當中，神保守

了我和我兒子一家都身體健康，生活上

無缺乏，一家人彼此關懷，感情融洽， 

很感謝神！ 
 

Julie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媽媽腳痛，當

我帶她往見醫生時她不小心跌了一跤，

頭部著地，幸好經檢查後沒有大礙，奇妙

的是兩天後她的腳不痛了。我感恩的是

媽媽之後還記得那天我們在出發見醫生

前曾一同祈禱，雖然發生了這意外，但她

仍感到神的保守，也為著她能在發生了

不如意的事情時親近神而感恩。 

 

Keith ：為生活上一無所缺感恩，也為

兒子 Preston 轉換工作禱告，求神繼續

帶領和幫助。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恩。  詩篇 50:23 

 

 

眾肢體  

(筆錄：岑孔瑞瑛 Mallo) 

粵語部 

「感恩節晩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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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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上)    

Jenny ：大家知道 Patrick 弟兄今年安息

主懷，Fion 姊妹也曾是我很好的屬靈姊

妹，我們因著一些誤會而大家分開了一段

時間，今次神透過 Patrick 的離開將「恩

福」的愛帶到這個家庭，Fion 姊妹也重回

「恩福」，真很感恩。此外，每當我在工

作上遇到困難挫折時，神必定幫助我解

決，讓我更明白凡事不是靠自己，乃是倚

靠神，感謝祂一直以來的保守和看顧。 

 

Armina ：我為五件事而感恩： 1) 今次

回流到達 Edmonton 不用隔離。2) 初到

步時不太習慣居住環境，後來總算租到了

合適的地方安頓下來。3)因疫情的影響，

購買傢俱時到處缺貨，感謝天父安排剛

好有姊妹搬埠，送出她的傢俱給我，真看

到天父的適時供應。4) 感恩現時有一位

可靠的房地產經紀幫助我物色合適的房

子。5) 為兒女們找到了合適的學校感

恩。在這四個月的回流之旅中，我很感受 

到神的帶領和恩典。 

 

Shirley ：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在學習抓

緊神，得著祂的力量和醫治。另外感恩的

是在疫情期間，有姊妹們主動關心染疫的

弟兄姊妹和他們的家庭，並艷容姊妹的家

庭之需要而自發組成關顧小組，出心出力

關顧主內肢體，我為她們而感恩。 

 

Vivian ：我在兒童事工服侍了廿多年，

我為著有很好的隊工感恩。在家庭方面，

我一家四口在過去一年都先後到過急症

室，家庭中都有大小不同的問題，透過學

習，我經歷到在困難中更要懇切地親近

神。 

見證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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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Roland ：最近因著一個意念，

跟年前到訪巴西時曾接觸過的一間教會

再度聯繫，得知他們在過去兩年以來還

是沒有牧者，所以我現在每個月兩次在

互聯網上跟他們作一些輔導和訓練，給

他們一點幫助，感謝神給我這事奉機會。

也為「恩福」能開展新移民事工感恩，當

中也帶給我們鼓舞，感謝神的恩典。 

 

Eliza ：我三個子女都在前線工作，特 

別是 Vincent 在 ICU 的工作量真的很大， 

他們的體力能應付得來，雖然看見很多

生離死別，但他們的心理上還是健康，很

感謝神！在過去的兩年是我信主以來祈

禱最多的，我為著他們在疫情期間仍能

順利工作，沒有很大的影響而感恩。 

 

Ken ：感謝神我能來到「恩福」這大家

庭，自從來了「恩福」，我在生活上和生

命裡的質素也有所提升，無論透過主日

學的教導或是小組團契的肢體交通，使

我非常享受之餘更是獲益良多。 

 

 

 

Vireanna ：我也有參加 Ken 弟兄的郊

外遊小組，特別是一起分享在主日學所

學習的課題，大家自由地分享個人的領

受和見解，在神所創造的大自然美景下

一起思想神的話語，我很享受當中的過

程，實在感到好得無比。 

 

CK ：我想回應岑師母今天的講道－「要

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我覺得

要做到這幾點，必須要先將神放在首位，

因人的能力很有限，必須要凡事倚靠神，

這樣才能無論在順境或逆境當中仍

能感恩，不會埋怨或懷疑神。 

 

Alex Chan ：我感恩可以來到加拿大，

在這裡認識了很多人，也感謝神賜給我

有健康。 

 

William ：感謝神拯救了我這個不可愛

的罪人，並在疫情中每天保守我免受感

染。在這兩年疫情期間我和太太的生命

也有很大的改變，感謝神！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恩。  詩篇 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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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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上)    

Cora ：我還不是信徒，也沒有感恩的心，

但自從兩年前開始跟我的姐姐 Jenny

來到教會，我學會了感恩，多謝姐姐和姐

夫不斷的幫助，也特別多謝 Vivian，Helen

和William 經常致電關心問候，很多謝「恩

福」帶給我很多幸福，我希望將來可以在

這信仰上能認識更多。 

 

Helen ：在今年三月跟先生一起工作時

發生了意外，我在鬆開一條束得很緊的

索帶時，被打中了距離眼上方只有半吋

的位置，幸好經醫生檢查後沒有大礙，

真感謝神的保守。也為兩個女兒今年也

經歷神而感恩。 

 

Ronald ：很高興可以認識到 William，

很感謝他的幫助，也很高興我的女兒在

忙碌的日程中，仍自發地參加教會的青

年團契。 

 

 

Pastor Joey ：感謝主在疫情下保守弟

兄姊妹的平安健康，為著弟兄姊妹能回

到教會一起崇拜感恩。錄影講道對我來

說是一件非常不習慣和困難的事，很感

恩現在可以有實體崇拜，而且有眾多弟

兄姊妹願意出席。 

 

Dora ：在教會這麼多年，看到每一代人

都很有福的，特別是兒童事工，有多位姊

妹多年來忠心服侍，令事工有著很大的果

效，無論給兒童或家長們都帶來福氣。長

者們也得著很多愛心和關懷，亦很有福。

在「恩福」從小童、青少年以及長者，每

一代都是有福的。 

 見證 

分享 



 

36  

 

1996    開始成人及兒童崇拜 / 主日學 / 長者事工 (恩福團) / 資源中心 

1997   開始青少年事工 (Michael Petrinchuk 白旻皓傳道為首任青少年傳道) / 婦女事工      

(恩慈組) / 文字事工《恩訊》 

1998 發展栽培事工「存活寶鑑、101課程」 / 白傳道離任 / 宋立基上任英語傳道   

1999   按立陳玉駒牧師及岑廣河牧師 / 發展家庭小組事工 / 宋傳道離任 / 王滿成為實習傳

道  

2000 開始安老院事工 / 英語植堂事工 

2001 參與年宵外展活動 / 成立國語事工 / 鄧民安上任英語傳道  

2002 採納「目標導向教會」模式 / 開始國語崇拜 / 英語植堂發展為「橋道教會」(Rev. 

Greg Idell) / 參與小城宣教 / 周群生為首任國語傳道 

2003 開展城北福音事工 / 成立大專就業組 / 通過購置堂址計劃 

2004   城北植堂發展為「愛恩浸信會」/ 鄧民安傳道離任 / 周群生傳道離任  

2005 參與支持傳統婚姻社關行動 / 聘請潘家寶為國語傳道 

2006 成立男士組 / 購地並還清銀行按揭 / 首次領袖退修營 / 首次英語佈道會 / 基址

「愛恩」聘請 Nathan Vedoya 為青少年傳道  

2007 成立兒童團契 / 首次兒童秋季園遊會 

2008 開展功課輔導事工 / 「愛恩」聘請黃偉光為中文傳道 / 重新發展小組事工 / 首次 

全教會在盼望使命會服侍社區 

2009   聘請胡榮恩為英語傳道 / 卡浸短宣行 /中美百利茲短宣行 / 通過 280萬建堂預算 / 

建堂動土禮 / 南亞省短宣行 / 潘家寶傳道離任 / 本會第一對宣教夫婦 (Nick & Iris) 

遠赴尼日利亞長宣 / 一百萬籌款達標 / 「愛恩」Nathan Vedoya 傳道離任 

2010 教會加 Trade Name  “Evangel Baptist Church”  / 新堂址落成 / 孔祥一為國語暫代傳道 / 

 確立家庭中心 (外展) 事工 / 教會開放日 / 首屆兒童夏日營 (SPICES Camp) /   

 P.E.I. 短宣行 / 獻堂禮 / 委任邱陳潔玲為義務關顧傳道 / 定每年十一月為宣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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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中國大學城勘察 / 四川西充市短宣 / 陳玉駒牧師離任, 並被譽為榮休牧師 /「愛

 恩」黃偉光傳道離任 / 潘康穎上任「愛恩」青少年傳道 / 「3-11」家庭講座及夫妻

 之夜 

2012   DCPI 植堂訓練 / 靈關訓練 / 孔祥一傳道離任 / 徐維明上任國語傳道 / 租出堂址

 協助CIA 植堂 / 開展太極班及攝影組事工 / 首屆恩福達人之夜 / 國語事工十週年

 慶祝 / 按立胡榮恩牧師 / 招鴻基上任「愛恩」中文傳道 / 開展國青團契、媽媽組

 及長青團 

2013  首次辦啟發課程 / 協助生命更新浸信會植堂 / 聘簡迦恩為英語助理傳道 / 合辦  

 「使命中華」異象分享會 / 合辦聖誕音樂佈道會 / 吳楊芳芳師母為「愛恩」兒童 

 事工聯絡人 

2014  粵語主日學教師訓練 / 重訂婚盟集體婚禮 / 古巴首次異象行及短宣 / 協辦拉法  

 課程 / Send Edmonton 愛城植堂異象分享會 / 合辦華傳奮興會 / 恩福生活營 /   

 中國短宣 / 與晨星幼兒中心合作開辦幼兒及幼稚園學校 / 國語徐維明傳道離任 

2015   首次中國新年慶祝同樂日暨大型相展 / 開植「三一國語浸信會」/ 四十天靈修之旅     

 - 同心同行 / 再辦啟發課程 (全教會性) / 首次靜修日 (沙漠教父智慧) / 邱陳潔玲

 傳道離任 / 梅陳美玉傳道上任  

2016   國語傳道梅世君牧師上任 / 恩福 20週年慶祝 / 第二次古巴聖地牙哥短宣 /  孩童 

 奉獻禮 (13兒童) / 英語部古巴佛羅里達短宣 / 孫靜文上任「三一國浸」傳道 /  

 中國東莞短宣 / 教會組織架構重整 / 恩福達人秀之夜 / 按立「愛恩」招鴻基牧

 師 / 教會的家庭助養兒童跨越 60人 / 本地及海外共領了165人信主 / 胡榮恩牧師

 離任  

2017 華傳宣教訓練 / 國語部新春外展慶祝 / 第三次古巴聖地牙哥短宣 (65人信主) /    

第三屆啟發課程 (28人信主) / 小城宣教聆聽訓練 / 為贊助一家伊朗難民籌款 /「三

一國浸」孫靜文傳道離任 / 「愛恩」潘康穎傳道離任 / 訪宣中國留守兒童事工 / 

秦立剛上任「三一國浸」傳道 / 國語「把握時機」宣教課程 / 小城宣教參加者 35

人 / 本地及海外共領了 137人信主 / 教會的家庭助養兒童 65人以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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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四次古巴聖地牙哥短宣 (100人信主) / 國語佈道會 / 參與餐福事工 / 家庭中心

  之三點三茶座 / 「愛恩」英語傳道盧慧文上任 / 粵語部生活營 / 協辦浸聯會信徒

  裝備 EQUIP 事工 / 參與愛基金留守兒童事工 / 「愛恩」招鴻基牧師離任 / 「愛 

  恩」李健新傳道上任 / 教會家庭助養兒童共 80多人 / 本地及海外共領了 135人信主  

2019   第五次古巴短宣 (國、粵兩隊) (140人信主) / 第一屆聖經問答比賽「登山論劍」/ 

孩童奉獻禮 (19兒童) /行政主任譚碧蓮姊妹離任 / 行政幹事戴妙霞及蕭何嘉惠姊妹

上任 / 愛城西南區祈禱行 /「三一國浸」秦立剛傳道離任 / 接納「加神」在「恩

福」授課 / 首次話劇佈道晚會 / 本地及海外共領了170人信主    

2020   第六次古巴短宣 (三隊) (234人信主) /「陪著你走」見證佈道會 / 簡迦恩英語傳道

離任 /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但改在網上進行 / 教會憲章修訂版通過 / 黃康瑞為義

務英語傳道 / 協助加拿大華福與東古巴浸聯會成為宣教伙伴 / 開設祈禱會 (英語部

在晚間；國語部在清晨) /「愛恩」英語盧慧文傳道離任 / 清還一切建堂負債 /   

本地及海外共領了250人信主  

2021 古巴慈惠計劃 (超過3000人受助) / 粵語部幸福小組 (三組共13位慕道者) / 教會 

 廿五週年慶祝 /「同步靈修」雙月舉行 (本會40多人參加) / 門訓課程 (英語、國

語) / 網上宣教活動 (中國、烏干達、蒙古、巴西) / 開展「新移民事工」/ 全教會

實體崇拜於8、9月重開，與網上崇拜同時進行 / 通過聘請兒童牧者 / 通過陳玉駒牧

師為顧問牧師 /「愛恩」李健新傳道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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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轉瞬飛逝，一元復始，希望 

見到的更新萬象，好像並沒有出現， 

疫症仍然圍繞和籠罩著我們，揮之不

去，且變本加厲。OMICRON (中文譯

為奧密克戎）這個變種病毒源自南非，

和早前的 Alpha 及 Delta，直到今天已

感染了以億計的人。在前數期的「恩

訊」中，我曾與大家分享過這是末世 

時代啟示錄所描述的大瘟疫，是一場

人類難以抵抗的災害，病毒的傳播快

速，要徹底消滅 (所謂「清零」) 真的

難過登天。封城封鋪封聚會、勸導、強

逼、接種疫苗，也不能有效地遏止它 

的擴散。因這病毒而入住醫院，並 

在深切治療房中死亡的人數，每天皆

創新高，醫療設施和醫院的負擔正面

臨崩潰。疫情何時得以終止？只有神

知道。這兩年的經歷，疫情前的常態，

也許在疫情中、疫情後改變為新常態，

包括出入都要帶口罩、要照疫苗密碼、

保持三米距離、聚會場所時開時關， 

 

 

各行各業仍要面對不明朗的前景，再

加上無人可以預測的變種頻頻出現，

看來這個苦難仍會陪伴我們一起。 

   天災人禍相繼出現於二零二一年

全年的最主要有： 

人為： 
 

一月六日，約有二千至二千五百名美

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美國國

會，在毫無預警和防備下，執行保安的

數名警員因阻止暴徒進入而喪生，國

會內的財物也被破壞。最後，要出動國

防警衛軍的鎮壓才能制止和驅散人

群，特朗普被指為暴動背後的煽動者。 
 

 

一月八日，伊朗革命衛隊錯誤地擊落

烏克蘭由德克蘭飛往基輔 PS752 班

機，造成包括五十五名加拿大公民及

三十名永久居民共一百七十六名乘客

遇難，遇難者家屬要求伊朗政府賠償， 

       勿 忘 感 恩  

之  

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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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府拒絕。  
 

在同一個月，拜登宣誓就職，代表民主

黨擊敗共和黨的特郎普成為美國新一任

總統。 
 

八月三十日，拜登在阿富汗倉忙撤軍，

讓塔利班重奪阿富汗的控制權。有不少

曾協助兩軍翻譯的人和家庭不能及時離

開，滯留不能走的有些被士兵報復並殺

害，幸運的則逃到鄰國如巴基斯坦作難

民。有不少人正等待加拿大政府收容，

可惜的是約四萬合資格在等待的人，如

鑊上螞蟻中，至今加拿大政府僅處理了

約六千八百宗。 
 

二零二一年底，俄羅斯集結了十萬軍隊

在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同時也不斷運

送重型武器到那裡，密謀凖備入侵烏克

蘭，又藉口派軍到左鄰的白俄羅斯參加

軍演，趁機偷襲。北約美加等西方國家

曾通過與俄羅斯談判以求解決。俄國要

禁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希望能阻止西方

國家在他後園建立威脅他安全的軍事設

施。結果談判失敗，俄羅斯要發動一埸

歐洲很久沒有發生過的戰爭，相信這是

二零二二年初最大的人禍。 

 

天災： 

二零二一年夏天，在高溫下山火焚毀卑詩

省內陸不少樹林，小市鎮 Lytton 全市在

大風中遭蔓延迅速的大火徹底燒毀。其他

市鎮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本省和外地

的消防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撲滅山

火，內陸省民在短時間內撤離，傷亡數字

雖然不高，但財物損失也慘重。 

 

同年十一月中，因連場不斷的暴雨所造成

內陸的河水暴漲，不少地方河流泛濫，山

泥傾瀉，橋樑被水衝斷，主要道路受損，

部分省民又要疏散，道路受到阻塞，交通

癱瘓，貨物供應受到嚴重的影響，百物騰

貴。真是褔無重至，禍不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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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球各地所經歷的自然災害絕對不

少，包括龍捲風、暴風雨、地震、雪暴等，

在此不能盡錄。 

 

二零二二年初，南太平洋島國湯加附近

的海底火山爆發，至今有最少三人遇

難，通訊系統因海底電纜受損而中斷，

澳洲和紐西蘭政府提供物資和派遣救

援人員前往災區協助搶救，湯加首都努

庫阿洛法的機場跑道被火山噴發出來

的灰塵覆蓋，飛機無法降落。從衞星圖

片中可以看到衝上天空高達三十公哩

的火山灰，並擴散遠達二百四十公里範

圍，爆發威力等同地震黎克特制接近六

級，觸發災害性的海嘯，引致太平洋沿

岸各國發出海嘯警報，又有不少國家的

海岸均有海浪衝擊，弄至翻船斷橋等破

壞，近海居民被要求撤離。湯加因海底

電纜遭到損毀，令網路中斷而與外界失

去聯絡， 電力的供應現在才開始慢慢恢

復。 

   

 

 

 

 

美加土地有無限的草原、高山、平原、

河流、溪水、極端的寒冷和炎熱。這樣

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是自然災害產

生的必然因素。這些災難隨時發生，過

去一年正正就讓我們體驗到它們對人

與財物所造成的破壞。 

 

山火、水患包括暴雨、狂風、龍捲風、

火山爆發、雪崩和山泥傾瀉、雪和冰暴、

水災，經常出現於美加、南美，甚至歐

洲和亞洲，在此不能盡錄。 

 

 

   很多人懷疑所有天災人禍是因為

神的憤怒所帶來的懲罰、報復和審

判，人質疑神的神性。故此天災被形

容為“Acts of God＂神的作為，但人

從來沒有把風平浪靜、天朗氣清、無

災無難，全球各處遍地太平景像歸功

於神。神創造天地萬物，天災的發生

包括所有的風暴和豪雨是基於數種

天氣現象交合在一起，地震是地榖板

塊的移動，海嘯是海底地震所形成

等。又有人問如果神掌控一切，祂定

能控制氣候和自然災害，如果祂有憐

憫，為何祂在控制一切時卻讓成千上

萬的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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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智慧有限，很難明白某災難

在某時某地出現的原因。自然災害來

自大自然，是這個神創造和設計這世

界的自然定律，這定律在不同的時間

和地方產生風暴、地震、雪崩、雪暴

或海嘯。神可以阻止這些災難發生

嗎？當然可以，聖經記載在新約雅各

書五章十七至十八節曾提及先知以利

亞懇切求神不要降雨，此後三年零六

個月雨就不下到地上，其後他向神求

雨，雨就降下，地也生出土產。有無

數風暴和自然災害藉著神僕人的恆切

禱告而消失或從未發生，這只有上帝

知道。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

節提及主耶穌在世傳道時用祂的大能

平靜風和海，大自然早知道誰是它的

主人。 

 

    神未有阻止災難的發生，是藉著

大自然的力量幫助我們把焦點放在祂

身上和祂的大能大力。整部聖經多次

記載神用自然災害作為對罪的審判 

(民數記十六章三十至三十四節)，神

讓災難去激發我們的憐恤和關心，又

叫人思考永恆，造成巨大的人命和財

物損失，使人認識到人生命的脆弱，人

所擁有的一切可以在一刻消失，人必

須重新較正人的生命方向，並調整人

的價值觀。以我們有限的智慧不瞭解

災難背後的成因，但我們不應隨便猜

測那些自然災難是神對罪惡的審

判。作為基督徒必須盡力幫助在災難

中受到打擊而需要援手的人，為他們

禱告，以彰顯作神兒女對鄰舍的愛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節)。

自然災難是我們在地上生命中的不

幸事，為什麼會發生？我們不能提供

答案。但是，我們需要順服依靠，正如

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所說：「我們曉

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人禍顧名思義是人闖出來的禍，

有些更是人刻意製造出來，人的罪

性、人的自私、人的貪婪、人的佔有

慾，長久以來就產生很多紛爭和戰 

禍， 也是很多死亡、疾病和災難的罪 

魁禍首。神容許充滿野心的獨裁者與

國家的存在，讓人曉得人的墮落和犯

罪所造成的影響深遠，我們居住的地

球和萬物也不能倖免，回轉歸向神是

人唯一的選擇。人同時也必須正視氣

候變化所引致的所有反常現象，立刻

採取改善的行動，單靠減排目標不能

糾正這種現象，無論用什麼方法包括

加拿大自由黨打擊石油工業的碳排放，

現時的行動已是太少和太遲了，遑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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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否真的可以或嘗試遵守協議。 

 

    大規模自然災害的出現將會越來

越頻繁，大大小小的人造禍患也難以

避免，台海戰爭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為世界和平帶來挑戰，大戰一觸即

發。如何防範或制止？這是人類和各

國政府的難題。 

 

    小規模的苦難卻遍佈不少家庭，

家庭中有成員患癌病，患者與家人所

承受的壓力大得無法想像。筆者看到

患病小朋友在治療中失去食慾後再次

吃食物的様子，令我感到心酸。她既是

神賜予這個家庭的產業，為什麼又讓

她得此頑疾？她的父母當然很傷

心，我們為她和她的家人禱告，願神憐

憫，親自醫治這個小朋友，賜給她的父

母有能力、勇氣、耐性和順服。我們不

明白正如我們不明白一切天災在人

毫無防備下突然降臨一樣。所以，當

我們看到、聽到大災難或危機時，我

們要學習如何藉著禱告作出適時的回

應。 

 

    今天神要求我們警醒，時刻為各

國各城各鄉的安全禱告，同時又不用

為今天世界發生的事恐慌，神不希望

我們讓每天的新聞報道均觸動我們的

神經，聖經告訴我們神是我們的避難

所，我們的保護，為我們提供安全居

所。詩篇四十六篇是我們的安慰：神

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

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五篇十

一至十二節描述凡投靠神的就常常喜

樂，時常歡呼，因為祂護庇他們。 

 

    面對這麼大、這麼多的災難，有些

甚至影響我們個人，我們仍不忘記向

神感恩，因為祂是我們的拯救，祂是我

們終生的倚靠，但願每個神的兒女繼

續努力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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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新移民事工   繼六月的異象分享及

禱告後，十多位弟兄姊妹正面回應願

意參與這接待事工，因此新的事工成

立和團隊組成。每月兩次禱告會並集

體培訓籌備，邊做邊學，也參考其他

地區及教會的先例，吸取經驗。 
 

 2021 年 8 月 

 「重啟與重建祈禱會」  於 8月 13

日舉行，為教會經過十七個月的網上

聚會再重開實體崇拜作屬靈準備。 

 教會重開實體敬拜   粵語部及英語

部於 8月 15日重啟實體崇拜，同時

繼續在網上雙線進行。相隔一年多，

回來實體見面的弟兄姊妹都倍感親

切！ 

 「同步靈修 - 作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真

門徒」  於 8月 23-29日進行。本會

及植堂 45人，另有 14家其他教會的

信徒加入同行，共約 100人，一同學

習。  

 香港回流移民接待  在七、八月間，

有兩家回流家庭到步，特別在 8月

25日一位單身姊妹在完全陌生的環 

 境下，願意接受本會的接待，我們初

 次操練團隊精神，努力幫助她和另外

 一家安家，整個過程滿有喜樂和感

 恩！ 

 2021 年 9 月 

 「重啟與重建祈禱會」  因應兒童部

及國語部於九月相繼重啟實體聚會，

於 9月 3日再一次定為特別祈禱會，

集中為重啟與重建呼求我們的主！ 

 青年主日學   在神的呼召下，一位

大學生挺身承擔帶領一班(在疫情下

也是唯一一班)中學生主日學，且以

實體進行，獲得很好的回應。 

 兒童崇拜   亦在 9月 5日實體舉行。

人手雖然非常短缺，卻仍在神的恩典

下重開，週六的每月 1-2 次的兒童活

動則要暫時停辦。 

 成人主日學   粵語、國語主日學也

紛紛在九月重開，有網上、有實體同

步進行。    

 青年 (中學生) 團契 ReGenesis    

 在神的恩典下，於9月10日重新啟
 動，原來很久沒有活動，仿似不知所
 蹤的年青人，大概一半(平均13人)回
 來實體團契，而且有七位大專及就業
 階段的領袖(大哥哥姐姐)帶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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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反覆   因著疫情於秋季再度加

劇，教會需要於九月底相應調整聚會

守則，主要是較嚴格地限制人數及體

育館的使用。 

 
 

 2021 年 10 月 

 粵語部感恩節晚會   於 10月 10日

晚上舉行。32位弟兄姊妹懷著感恩

的心，分享述說神的恩典，其中兩位

就是香港回流返加的姊妹。 

 「短片策劃與製作」特別訓練   於

10月 16及 23日舉行，十多人一同

學習如何製作短片，分成六個部份配

合：策劃、資料搜集、寫稿、錄播、

錄影、剪片。 

 訓練後續   新移民事工團隊由於了

解到香港人不太認識愛民頓市，於是

嘗試自拍短片，來介紹本市的面貌及

生活情況，因此在受訓後組成六個小

組，憑信心付諸實行。 

 「同步靈修 - 作個靠聖靈得力的門

徒」  於 10月 25-31日進行。本會

及植堂 51人，加上 72人分別從其他

教會加入，共分 25組同行。 

 全市粵語培靈會   於 10月 29-31 日

網上舉行。主題：「喜樂為能力之

源」，本會敬拜隊在其中一晚聚會帶

領敬拜。   

 2021 年 11 月 

 全市國語培靈會  於 11月 5-7日網

上舉行，主題：「超越的人生」。 

 宣教月愛心行動   (1) 「愛心禮物

鞋盒」共收集 101個鞋盒，參與關懷

各地貧困兒童；(2) 「古巴植堂奉

獻」在 11-12月間共收得 $21,760，

加上全年累積的古巴宣教奉獻，已可

在 2022 年支持十個新植堂。(3) 

「印尼回宣奉獻」共收得 $1,890。

感謝主！ 

 

 2021 年 12 月 
 全教會會友大會  於 12月 5日舉

行，議決通過 Patricia Capule 為全職兒

童牧者，陳玉駒牧師為顧問牧者，及

幾位新的委員。 

 國語、粵語部會友大會  於 12月 12

日分別舉行，通過新的領袖人選及新

會友。 

 聖誕愛心行動   (1) 慕拉第海外宣

教奉獻 - $3,750；(2) 盼望使命會愛

心餐 - $1,558；(3) 愛城食物庫捐

贈。 

 「同步靈修 - 將臨期」  於 12月 13-

19日舉行，預備參加者迎接主的降

臨。 

 英語部影音訓練   於 12 月 18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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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訓練新人參與技術操作。  

 聖誕佈道：報佳音   於 12月 22日

在網上舉行。20 多位出席中約 1/3

為非信徒。 

 植堂「三一國浸」  李相直牧師於

12月 23日成功簽証入境，感謝主！ 

 粵語部平安夜頌讚會  於 12月 24 日

晚舉行，重溫救主降生事蹟，頌唱神

恩豐厚！ 

 聖誕慶祝   (1) 英語部平安夜燭光

晚會(12月 17日)；(2) 各堂聖誕崇

拜(12月 19日)，播放預錄的祝福

語；(3) 國語堂於 12月 25日舉行浸

禮(一位姊妹)。 

 粵語除夕感恩會   於 12月 31日晚

上舉行，一同總結並數算 2021年神

的恩典。 

 植堂「愛恩」  李健新傳道於月底離

任。粵語會眾暫時參加「恩福」網上

崇拜。 

  肢 體 消 息   

 會友梁艷容姊妹於 10 月 1 日安息主

 懷， 並於 10月 22日舉行安息禮拜，

 願主安慰家人。  

 倪振文伯伯(會友倪佩倩姊妹之父

 親) 於 12月 5日在港安息主懷，願主

 安慰家人。  

 會友關鄧林優伯母於 12月 12日安息

 主懷，並於 12月 22日舉行安息禮拜，

 願主安慰家人。  

 何李麗明伯母(會友汪何美儀 Amy 之

 母親)於 2022年 2月 12日在香港安息

 主懷，願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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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Began Public Worship / Sunday School / Senior Ministry / Resource Centre 

1997 Began Youth Ministry (1st Youth Pastor: Michael Petrinchuk) / Women Ministry /        

 Literature Ministry 

1998 Established Discipleship Training Ministry / Pastor Mike resigned / Called Daniel 

 Soong as Youth Pastor   

1999  Ordination of two pastors (Terence Chan & Roland Shum) / Established Home 

 Groups / Pastor Daniel resigned / Intern Pastor: Ben Wong 

2000  Began Senior Lodge Ministry / Anglo Church Planting 

2001  Involved in New Year Extravaganza Ministry / Established Mandarin Ministry / 

 Called Wesley Dong as Youth Pastor  

2002 Adopted the “Purpose-Driven Church” Model / Began Mandarin Worship / Anglo 

 Church Planted (The Bridge: Rev. Greg Idell) / Participated in CCM’s Small 

 Town Mission /  Called Joseph Zhou as the first Mandarin Pastor 

2003 Began City North Mission Work / Established College & Career Group / Decided 

to purchase a church property 

2004  City North Mission Work became “Agap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 Pastor    

Wesley resigned / Pastor Joseph Zhou resigned          

2005  Participated in social concern peti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 

Called Doris Poon as Mandarin Pastor 

2006 Began Men’s Group / Purchased a piece of land of 2.84 acres & paid off the mort-

gage / First Church Leaders’ Retreat / Held the first English Rally / Called Nathan 

Vedoya as Agape CBC Youth Pastor   

2007 Began Children Fellowship / Held the first Children Carnival  

2008  Began the VIPER project / Called Sam Wong as Chinese Pastor at Agape CBC / 

Re-structured small group ministry / 1st local mission at Hope Mission 

2009      Called Wayne Hoover as English Pastor / Mission Trip to Calgary CBC / S.T.M. in 

      Belize / Approved 2.8 million for building project /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 

      S.T.M. in South Alberta / Pastor Doris resigned / Sent out missionary couple,  

      Nick & Iris Hung, to Nigeria / Reached the goal of 1 million in fundraising /      

      Pastor Nathan resigned from Agape 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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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Added Trade Name “Evangel Baptist Church” / Building Project completed /          

 Joe Kung as Mandarin Interim Pastor / Established Evangel Family Centre and its 

 outreach ministries / Open House / Children SPICES Camp / S.T.M. in P.E.I. /  

 Church Dedication Ceremony / Accepted Mabel Yau to be the Volunteer Caring 

 Pastor / Mission month in Nov.   

2011 Visited University City in China / Mission trip to Sichuan / Rev. Terence Chan   

 resigned and honoured with the title of Pastor Emeritus / Pastor Sam Wong        

 resigned and Pastor Calvin Poon was called as Agape CBC Youth Pastor / “3-11”                

 family workshop & re-commitment night 

2012 DCPI-CPC & CPE Training / Soul care Training / Pastor Joe Kung resigned /   

 Called Alex Chee as Mandarin Pastor / Renting facility to CIA / Began Tai Chi & 

 Photography Ministry / 1st
 Time Evangel’s Got Talent night / 10

th Anniversary of 

 Mandarin ministry / Ordination of Rev. Wayne Hoover / Called Wilson Chiu as 

 Chinese Pastor at Agape CBC / Formed Mandarin young adult fellowship,      

 women’s group & senior fellowship  

2013   1
st
 Time Alpha Course / Helped a new Church Plant – LRBC / Called Caleb  Kan 

  as  Associate English Pastor / Co-sponsored “China Mission” Vision Night / 

 Christmas Evangelistic Concert / Pastor Hanna Ng as Children Ministry Coordina-

 tor at Agape BC 

2014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 Recommitment Wedding Ceremony / Cuba 

 Vision & Mission Trip / Helped facilitate Rapha Courses / Send Edmonton Vision 

 Sharing Events / Co-sponsored GOI Revival Meeting / Church Life Camp / China 

 Mission Trip / Partnering with Morning Star Montessori Centre to begin a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school / Pastor Alex Chee resigned  

2015 1
st
 Tim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Photo Exhibition / Planted Trinity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 40 Days Devotionals on Marching Together / 2nd Time 

 Alpha Course (whole church) /1st
 Time Silent Retreat on Desert Fathers’  

 Wisdom / Pastor Mabel Yau resigned / Called Joey Chan as Associate Pastor  

2015 Called Flavius Mui as Mandarin Pastor / 20
th Anniversary / 2

nd Cuba, Santiago 

 Mission Trip / Child Dedication for 13 children / Cuba, Florida Mission Trip / 

 Called Jinell Sun as TMBC’s Pastor / China, Dongguan Mission / Church Re-

 structuring / “Evangel’s Got Talent” night / Ordination of Pastor Wilson Chiu /   

 Children Sponsorship exceeded 60 /  Led 165 people to Christ (local & global) / 

 Rev. Wayne r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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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Mission training by GOI / Mandari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 3
rd Cuba, 

 Santiago Mission Trip / 3rd Time Alpha Course / STM Training by CCM / Garage 

 sale (fundraising) for an Iran refugee family / TMBC’s Pastor Jinell resigned / 

 Agape BC’s Pastor Calvin resigned / Vision Tour at Left Behind Children Vill-

 ages / Called Leon Qin as TMBC’s Pastor / Mandarin Kairos Course / Small Town 

 Mission 35 participants / Led 137 people to Christ (local & global) / Children spon-

 sorship 65+ kids 

2018 4
th Cuba Mission Trip (100 new believers) / Mandarin Evangelistic Meeting /  

 Partnered with Restaurant Ministry / EFC 3:15 High Tea Event / Called Rosalyn 

 Lo as Agape BC’s English Pastor / Agape BC’s Rev. Wilson Chiu resigned / 

 Called Ken Li as Agape BC’s Chinese Pastor / Cantonese Camp / Sponsored 

 CNBC’s EQUIP Training / Partnered with Love Foundation Left Behind Ministry / 

 Children sponsorship 85+ kids / Led 135 people to Christ (local & global)    

2019  5
th Cuba Mission Trip - 2 teams (140 new believers) /1st

 Bible Quiz Retreat / 

 Child Dedication (19) / Administration Coordinator Jacqueline Tam resigned / 

 Yvonne Tai & Helen Siu as Church Administrators / Prayer Walk at SW region /  

 TMBC’s Pastor Leon Qin stepped down / Collaboration with CCST / Drama Out-

 reach Night / Led 170 people to Christ (local & global) 

2020  6
th Cuba Mission Trip – 3 teams (234 new believers) / “Stand by Me” Evangelistic 

 Meeting / Pastor Caleb Kan resigned / All church meetings went online / Revised 

 Church Constitution’s approved / Jeremiah Capule as English Volunteer Pastor / 

 Helped CCCOWE Canada & Eastern Cuba Baptist Convention become mission 

 partners / Daily prayer meetings set up (English – evening; Mandarin – morning) / 

 Pastor Rosalyn Lo of Agape BC resigned / Paid off all the debts from building 

 fund / Led 250 people to Christ (local & global)  

2021 Cuba Compassion Project (benefited over 3000 people) / Cantonese Happiness 

 Groups (3 groups, 13 unbelievers) / 25th Anniversary / Group Devotional Jour-

 neys (in alternate months, ~40+ participants) / Discipleship Training (English & 

 Mandarin) / Online Mission Events (China, Uganda, Mongolia, Brazil) / Began 

 “New Immigrant Ministry” / Reopening of  in-person worships started in Aug & 

 Sept along with existing online worships / The candidate of Children’s Pastor was 

 approved / Accepted Rev. Terence Chan as Advisory Pastor / Pastor Ken Li of 

 Agape BC r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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