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文章

去年這時候，我和同工們剛從以色列充滿鬥志

地回來。我們振奮，一方面為首次跟國際基督教教

育學院合辦的“聖地考察證書課程”完滿結束；另

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次重新探勘了不少聖經地點，

可以落實進深聖地課程的安排。

沒想到，一回來，就收到韓國聖地團回國後多

人確診新冠肺炎。再沒幾天，我們正為團友各人的平

安而鬆一口氣，這股疫病又成為了全球性的威脅，連

辦公室都要匆匆被關閉。回顧進入“疫態”的一年

來，我們卻發現神的恩典實在是超過人心所想。

若不是因為疫情，我們就不會衝破地域的限

制，把我們一年兩次的基督教教育聚會，拓展成為

每週的網絡專題講座。一年下來，我們的講員團

隊，由本地的教牧，增強到各地華人學者。參加者

之中，也經常看到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各地華人

信徒。從獨立的專題講座，我們正計劃不同系列的

專題，逐步推出。未來，我們更會與各地福音證主

協會及神學院籌辦一個正規的聖地學院，先在網上

學習，然後以實地考察及上課為總結。

疫情促使眾教會改變聖經學習的方式。網上

的學習跟實體教室不同，除了內容合乎聖經真理之

外，更需要有畫面感、多元化、互動性的教材。

證主多年傾力製作的聖經神學主題課程“3D研經系

列”，正好回應了這多方面的需求。為了方便教會

推動學習，我們更推出電子版的“3D研經系列”，

並盡力配合各教會的需要，提供其他教材及書籍。

在集體學習之外，我們又舉辦了“靜思100”兩

年靈修讀經計劃，鼓勵信徒每天讀經。很多參加

者，已經在去年年底讀完了新約，並在新一年開始

挑戰舊約。透過社交媒體的溝通，及每月的專題及

答問時段，我們成為“同路人”。因為沿途有大家

一同學習、彼此扶持，讀經的路途，不再孤單了。

其實，在疫情之前，這幾年來，證主早已透過

社交平台進行教導事工，默默地為一些欠缺全面聖

經教導的華人信徒進行牧養。為了保護參加者，我

們很少高調的報告數字。但關顧貧困兒童學習及協

助信徒抗衡異端的熱誠，仍然常在我們心上，從未

放棄。
(續下頁)

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

“疫态”
恩情



(接上頁) 

营会的方向

有些基督徒穩定出席教會主日崇拜和活動，有

服事、有奉獻，以為靈命已經有成長；但當遭遇困

境難關，需要神的幫助時，卻覺得離神很遠，發現

信仰並沒有完全落實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從神的話

語裡得到有效的餵養，以致感到心靈枯乾。

基督徒的靈命要進深，需要離開信仰的初步信

息，朝著更成熟的基督信仰前進 (來六1)。信徒靈命

要成長，必須藉著門徒培訓，有系統、有秩序地培

育和操練，更加認識神，與神建立關係，拋棄自我

中心，轉變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能夠在經歷試煉

和難處中，仍然可以得勝與滿足。

有見及此，我們特別舉辦“門徒培訓講座和營

會”，此乃針對造就信徒靈命所設計的課程，盼望

參加是次課程的弟兄姐妹可以獲得最適切的幫助，

引導信徒在基督裡逐漸成長，信心堅定，通過往後

的學習、服事與操練，塑造成為能夠以生命感染別

人的基督徒。 

门徒培训讲座

不得不感謝的，是弟兄姊妹的參與及支持。

我們一直擔心書室關閉及聖地團停辦帶來的經濟困

難，都因為大家愛心的紀念而堅持下來，算是平穩

過渡。雖然因為人手的限制，我們無法一一致謝，

但是大家的禱告及在聚會中勉勵、交流的祝福，都

是我們的安慰及動力。

不過，疫情對我們的衝擊，不單是強制性的關

閉辦公室；更大的挑戰，是人手的變動。多年的同

工、幾位並肩事奉的義工，都分別因為“高危”的

健康狀況而需要退隱。這是我們完全理解的實況，

而且衷心向他們多年來委身的服侍表示謝意。同

顏進德牧師

和

註：是次營會將在4月中旬推出，由顏

進德牧師主領，敬請留意本會消息

www.cccana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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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向多位願意繼續肩負重任，為我們分擔勞苦

的義工們致敬。深信神的恩典必定與您們同在。

疫情結束的日子或許未能確定，我們卻是處變

不驚。因為路，並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證主的大

家庭中，有大家繼續與我們同工，我們一定能走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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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教事工

聖經常把主的話比作食物，那我們可否透過學

習烹調時，同時吸收神的話呢？以色列的節期同時享

用兩個筵席：食物和聖言。這也是我設計“聖經真好

吃”的初衷，每一道菜餚都採用聖經中的食物：橄

欖、小麥、無花果和紅豆，並相關的經文。一邊煮

菜，一邊思想神的話。我相信靈修是一種生活態度

（life style），在生活中每一件大小事都能經歷神，有所

感悟。當煩躁不安，我會跑到廚房做菜。在煮食時，

心情得以平靜；在進食時，為到上帝的供應心中充滿

感恩（唯一的問題是人生除了越發“豐盛”外，也越

發“豐滿”）。

在教導“聖經真好吃”時，我對學員有兩個期

望。第一，學習烹調時，吸收經文的靈訓；第二，用

來與人分享福音。“聖經真好吃”有四道菜：橄欖油

黑醋沙律、雅各紅豆湯、麥烤雞和無花果餅乾，合起

來便是一個全餐（Full course dinner）。教會可以在團

契小組中，請新朋友來學煮以色列菜。每次一起煮一

道菜，新朋友便來了四次，關係也建立起來了。

主若願意，我盼望將來能再設計四道菜，並為每

道菜編寫一份適合佈道和一份用作靈修的查經材料。

合起來共八道菜、十六段查經，勉強可整合為一本小

書了。

李重賢牧師
新加坡福音證主協會同工

無花果餅乾



中国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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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報導 —2020

難處越大
、
恩典越多

2020年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許多事情都在

我們意料之外逐一的發生。

循著往例，在今年初寒假開始，帶著弟兄姐妹們

的愛心及送給兒童的禮物前往植苗地區，但因當時國內

疫情仍是十分嚴重，植苗地區也因全面性的交通封鎖，

居民也無法外出與上學，因此寒假行程中途被迫取消。

上半年期間只能透過網路的連絡來瞭解植苗家庭的狀

況。疫情嚴重期間，大部分家長都面臨無工作狀態，直

到四月才漸漸有工作機會，就如同一位家長反應“雖然

可以外出作工了，但是活不像以前那麽多，工價減了不

少，今年能糊口已經不錯了。”

到了暑假，植苗地區雖然已經解除居民外出的限

制，但是對海外入境需要集中隔離，而且不同省份各有

自己不同的規定，並沒有統一的一次隔離即可，因此仍

然不適合按著以往的方式，執行植苗的愛心關懷。經過

許多次與當地同工的協調，並且動用植苗大學生的協

助，透過多方的配合，終於順利的完成暑假的教育補

助發放，以及兒童照相的工作。有關2020年度兒童成

長報告表，因客觀因素的考量，只好暫停處理。

今年全球的人民都在難關當中，但透過許多資

助的弟兄姊妹的支持與相助，使植苗的經費能夠到達

每一個需要的家庭當中，幫助我們能夠繼續完成對村

民與孩子的承諾，衷心的感謝你。祈求神賜福每一位

愛的使者。

也邀請你加入資助植苗兒童的行列，繼續為偏

遠山區，以及農村的兒童們，提供身心靈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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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教事工

2020年，是難忘也難過的一年！疫情與政局把

全球不少地方的人都陷在迷惘苦惱中。正當眾人都

在關注這些天災人禍之時，同樣另一潛伏已久的問

題，也早亮起紅燈。2020年底，基督教國際福音聯盟

（WEA）的新任總幹事Thomas Schirrmacher 施多馬， 

在一次宣教大會中稱1：現今全球福音派教會面對最

大的危機：是越來越缺乏聖經知識。他強調這問題

遠勝於神學分歧、經濟問題及政治疑難！

美國聖經公會在一份2020年調查報告2 指出，每

天閱讀聖經的美國信徒，降至近10年低點，即9%，

這相對2019年的12%又再降低了。另外，在教會以

外會使用聖經的信徒，也由2019年的35%降至31%，

這可能由於疫情期間，教會查經活動大幅減少。不

過，有一點卻令人振奮，就是仍有大量信徒提出對

聖經有好奇。這雖然是美國的情況，但全球信徒是

否會有類同？筆者曾訪問十幾位信主多年的信徒，

他們甚至在教會中已擔任要職，令我驚訝的是，好

幾位都承認從未把聖經由頭到尾讀過一次！甚至有

人取笑說：現在還有人看一本書，會由頭到尾仔細

的看嗎？他們的回答，一直成為我心中的疑問。

當“聖經文盲”Bible illiteracy 問題日益嚴重，

信徒容易陷於對神話語一知半解、斷章取義之危機

中。撒但也趁此時，把敵基督與假基督的教訓充斥

社會各類媒體中，讓人難以分辨是非，對真理糢糊

不清！當社會不斷處於分化中，我們更需要重回聖

經，領受神整全啟示，作為信仰的根基。今天面對

的危機，非一日之寒，需要教會同心面對。

筆者在2019年底，原想於一個青少年營會中，

鼓勵年輕一代靈修讀經，思考神的話語，以至成為他

們日後的生活指引，於是便開始編寫兩周的靈修思考

材料；後來神不斷的感動，使原本編寫的兩周材料，

延續成了兩年的靈修讀經指引《靜思100》！感謝

神，感動了一些弟兄姊妹，願意在教會中推動；他們

的鼓勵，每周、每天的提醒，成為參加這計劃的弟兄

姊妹很大的推動力；也從一些參與者的回應中，看到

聖靈在工作。

2021年1月開始，在加證的推動下，我們有六百

多位弟兄姊妹，一同進入創世記，每天閱讀神的話

語！更感恩的是我們有30多位組長，幫忙每天分糧，

鼓勵弟兄姊妹按時讀經，這真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

情！除了在加拿大、美國，更有在歐洲、澳洲、東南

亞、中國等地的弟兄姊妹參與。在華人教會中，多了

幾百位信徒願意每日閱讀及思想神的話語，立志把整

本聖經讀完，是何等興奮的事！但願我們每天靜思主

話，幫助我們更認識神，與祂更親近，以至祂的話

語，真正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照亮我們每

天的生活！

劉玉茵博士
《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指引撰寫者

  1 參閱報導全文https://www.christianpost.com/news/wea-head-biblical-illiteracy-utmost-problem-facing-
	 church.html?utm_source=CT+Daily+Briefing+Newsletter&utm_medium=Newsletter&utm_
	 term=233168&utm_content=297&utm_campaign=email
  2 美國聖經公會2020年報告“State	of	the	Bible”,	https://news.americanbible.org/blog/entry/corporate-blog/american-bible-society-releases-

10th-annual-state-of-the-bible-survey 5



基教事工

“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計劃的目標，就是希望信徒能於固定時間內、彼此鼓勵下，有系統地完成閱讀整本

聖經，且鍛練思考神的話語，養成靈修習慣，明白神的整全心意，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自去年8月開始閱讀新約，至12月底讀畢新約全書者約260人，佔總人數約70%。很多參加者仍以積極的態度迎

接“舊約篇”的開始，每天讀畢經文後，都在群組中“打卡”，以此互相鼓勵，一起邁進靈修讀經親近神的生活。

“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計劃詳情：

兩年靈修讀經計劃

參加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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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Carol Wong
Vicky Cheung

1.	 Daily	 reading	 notes	 via	WhatsApp	 provides	 a	 good	
guideline	and	also	serve	as	reminder.

2.	Sharing	among	the	group	is	helpful	and	encouraging,	
particularly	 some	 people	 sharing	 every	 single	 day,		
some sending a check mark... it sets a role model and 
serves	as	a	reminder	for	me...don’t	slack	off.

				I’ve	tried	to	follow	schemes	to	read	the	whole	bible	
in	the	past,	but	never	succeeded.	This	time,	I	am	pretty	
confident	that	I	will	follow	through	to	the	end.

一直以為主耶穌在十架上呼喊“主啊，主啊，你為

什麼離棄我？”是因祂背負了我們的罪，以至父

神掩面離棄愛子，要是這樣，主耶穌如何能成為

神與人之間的道路和中保呢？但後來聽到另一解

釋，主耶穌在十架上是背頌詩篇22篇，是愛子向

父神訴心聲及讚美。透過參加證主週六的講座“認

識哀告詩”，了解哀告詩是詩人向神哀求訴心聲、

信靠的祈求、並以讚美感恩期待神拯救為結束。

我向神求問：“祢是怎樣面對愛子釘十架擔當世人

眾罪呢？”當九月讀到約16:32，主耶穌說：“看

哪，時候……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留下我獨

自一人；然而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

在。”在約17:5，父神與愛子在十架上同得榮燿 。

感謝神安慰了我。聖父沒有離棄擔罪的愛子，我亦

確信神不會離棄像我這樣藉主耶穌蒙恩的罪人。

多謝你的鼓勵，我是個不喜歡讀書的人，雖然信了

主20多年也未曾正正經經讀完一遍聖經。感謝神

給我有這個機會，有系統地在退休之後讀完新約聖

經。我會繼續努力讀完舊約。

感恩！我沒有錯過參加這個讀經計劃，自去年八月

份開始，每天順著指引，讀完兩章經文後，便在小

組內打卡，這是我的學習新嚐試，不經不覺、輕鬆

地便讀完新約了。 

可以輕鬆讀完一遍新約，主因導師每天提供了參考

資料，協助我們了解經文，不會因不明白經文而掩

卷不繼續讀下去；每天還有思考建議，讓我們“想

一想”，加深明瞭經文。

開始讀每一卷書前，組內提供了“讀聖經”系列的

大綱，先了解全卷書的精髓。每月又有一次專題講

座，加拿大證主的導師、同工如此細意、用心良苦

的安排，是務使參與者可勤讀神話語。舊約讀經計

劃已於一月份開始了，但願你、我把握良機，繼續

努力研經，明白神心意，選擇離罪走上成聖的路。



文字事工

除了鼓勵信徒參與“靜思100”，養成每天靈修讀經的習慣之外，我們也特

別結合本會出版的“3D研經系列”與“靜思100”成為相輔相成的學習聖經課程。參加的教會或組別，可按著“靜

思100”的讀經進度，加上“3D研經系列”教材，一起進深學習該星期的讀經內容，從宏觀及微觀的角度，一起以

多方位、有深度、有定向來研讀聖經。以下是參加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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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100”與
結合課程

參加者分享

1. 宏觀地看經文意義：每天研讀經文只是針對每句或每章的理解，但3D課程中有主題，可綜合性地分析，加上

列出書中和其他書卷相關的經文解說，真能宏觀地更了解內容。

2. 歷史背景的認識：很多時讀經不甚知道背景情況，所以看經文時有困難和不明日。例如比較難讀的啟示錄，

3D課程《認識啟示錄》中講到“研讀方法”，讓我們明白約翰當時的情況，他不懂如何形容所見景象，以至

無法理解末世景物，這分析讓我不執著於解說這些景象，而要多理解聖經中的主要信息。

3.  問題解答多了認識：在區牧師與陳老師的講解下，豐富了我們的知識，例如猶太教的由來及特色等等。

4. 影片與視頻增加知識及趣味性：片中可觀看歷史遺蹟及聖經提及的地方，沒有機會到訪的，真是大開眼界。

Jenny

回想參加靜思100之前，我心裡已有自己的計劃，打算與弟兄姊妹齊起步參與讀新約聖經之後，或許到了中

途自己退出也未可知，又或自己再找別的時間讀聖經也可行。但很奇妙，主藉著環境要我學習放下自己的意思，

學習靜心再次等候，先學習以神為首，好好地讀聖經，與神建立親密關係成為每天的生活。

感謝神！主內的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服奉，為靜思100及研讀3D課程的學員，提供Z00M平台及專題講座，使我

獲益良多，愛慕了神的話，更想多認識神。

Ivan

轉眼參加靜思l00已是半年零十天了。我寫的筆記已達619頁。在參加這計劃前，曾有很大的掙扎，我能否有

毅力持續兩年的光景。但又再想這大概是個好機會，給予我有生之年，好好認識我們在天上的父，一定是無怨無

悔！

回顧我做基督徒已四十載，但沒有好好地從頭到尾研讀聖經，又發覺當弟兄姊妹或牧師講解、分享時，有時

才恍然大悟，又或仍然不能徹底明白。其實我從小學、中學都是在香港的教會學校讀書，至今應對聖經滾瓜爛熟

才對，但為何我對聖經的知識仍是那麼貧乏！

這一次參加靜思l00，加上按時參加每星期的主日學（3D課程），及靜思的專題月會，獲益良多，督促我繼

續努力去完成這重要的課程。我有寫筆記的習慣，先把每章聖經讀好，寫出撮要或抄下金句，加插導師每天給予

的指引、分析，或其他弟兄姊妹的分享，實在寫不完呀！每天必須做好筆記，才能入睡。願主賜我智慧、心志、

堅持、順服在主的話語裡！

Irene

“3D研經系列”



 
 

 《认识摩西五经 —— 生命的旅程》 
主讲：区应毓，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邹永恒 

内容简介： 

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基础，神救恩计划的蓝图。从创世到以

色列国建立，摩西五经以一个民族的经历，作为全人类生命旅

程的见证，阐述了神与人之间的生命连接，并透过圣约、节

期、安息等，显明神对人的心意。（共 15课） 

 《认识福音书 —— 与耶稣同行》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林荣洪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蔡黄玉珍等 

內容简介： 

“信耶稣”是福音的中心，福音书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主耶稣，认

识祂的降生与生平、祂的名字与身份；认识祂是真理，祂的宝

训、神蹟、比喻；认识祂带来的救恩。并因著这些认识，而成为

祂的门徒，天天与祂同行。（共 13课） 

 《认识历史书（上）—— 同进应许地》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范礼明（James W.  Fleming）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等 

內容简介： 

圣经的历史书有别于一般的历史写法，除了重述历史事件，更

特别注重神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作为，让我们或效法他们的榜

样，或引以为鉴。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启示后人理解神与世

人的关系，进而寻找信仰的根源。（共 13课） 

 《认识使徒行传 —— 見證福音的大能》 
主讲：区应毓，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邹永恒等  

內容简介： 
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传扬天国福音的使命就交由门徒承担，因

著圣灵的降临和同在，众使徒奋勇传扬主道，不负主的讬付。面

对内忧外患，初期教会坚守神的启示，见证福音的大能，为日后

的信徒和教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共 13课） 

 《认识历史书（下）—— 回归信心路》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叶裕波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本辑涵盖列王纪、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

书卷。每一课都从耶路撒冷的地理环境入手，带出以色列历史

的起伏。一如以色列民，信徒在生命中或会有软弱，偏行己

路，刻意远离神的时候。但神的爱，透过历史的见证，呼唤我

们回转。（共 13课） 

 《认识保罗书信（上）—— 同心坚信》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曾思瀚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众门徒中，保罗成为福音传到外邦的关键人物。他写给不同教会

及个別信徒的书信，也包含了精密的神学理论，是研究新约神学

的重要基础。本辑内容主要介绍保罗信仰的基础和动力，并且归

纳出教会活在恩典中的面貌。（共 13课） 

 《认识诗歌智慧书 —— 实践智慧人生》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唐佑之、胡问宪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人作为受造物，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先要从认识创造主开始。

人生的满足，是不能离开创造的主宰而存在。诗歌智慧书收集

了以色列人历代寻求神、处己及处人的经验，激励人追求合神

心意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实践智慧人生。（共 13课） 

 《认识保罗书信（下）—— 尽心事奉》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曾思瀚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保罗从认识主耶稣开始，就清楚被呼召作主的仆人。从使徒行传

中，我们看到保罗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异象”。保罗

对作仆人身分的认知和他教导信徒面对社会环境应有的态度，皆

从神仆的角色出发。（共 13课） 

 《认识大先知书 —— 爱的回响》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黄仪章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本辑涵盖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

理书。从先知的身份和使命出发，带出神如何向人启示祂的同

在和大能。神容许选民被掳，为的是要炼净他们，使他们脱离

偶像。当被掳日期满足，神实现让子民归回安息的应许，带领

他们回国，重订盟约及重建盼望。（共 13课） 

 《认识普通书信 —— 迈向成熟》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方豪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本辑内容贯彻希伯来书至犹大书。众使徒明白，教会从主领受吩

咐，带领人成为主的门徒，遵行真理，踏上成长的路径。众使徒

也眼见，教会内外均有冲击，众口同声提醒信徒要觉醒。众使徒

更分享，信徒追求信心和行为的平衡，教会又同心相爱，就可克

服惧怕与障碍，勉力齐心迈向成熟。（共 13课） 

 《认识小先知书 —— 更新盼望》 
主讲：区应毓，客席讲师：刘少平 
主编：陈燕薇，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本辑涵盖何西阿书到玛拉基书共十二卷小先知书。众先知斥责

选民跟随偶像及倚靠外邦势力，忘记了他们列祖跟神所立的

约。他们的见证提醒我们，要在俗世纷乱中，认出神所赐的盼

望，期待神永恒国度实现的日子。（共 13课） 

 《认识启示录 —— 迎候永恒》 
主讲：区应毓，主编：陈燕薇 
教师本编撰：刘玉茵、陈燕薇 

內容简介： 

使徒约翰在拔摩岛领受信息，描述了主耶稣基督展现永恒主宰的

真貌。书中借多个异象，描绘末世灾难，说明神的主权及大能，

要为义人伸冤，惩治恶人。世界终结却是更新的起点，因主要再

来，把一切属祂的子民带进新天新地去。（共 13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