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文章

對主曆2020年，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原是充滿

期待的。我們的工作日程表上，填滿了長短旅程、

行前講座、出版進度、基督教教育事工聚會（有我

們主辦的，也有來自教會的邀請）、主日講道的服

侍……。其實這些事工計劃是我們一向都在推行

的，不同的是，在2020年我們有更大發展機會。計

劃中，全年有7個遊學團、協辦3個國際會議、更有

教會委託的出版安排；這些都確認了弟兄姊妹對我

們的肯定。這份期待令人踴躍、振奮，絕對是錦上

添花。

將失落化為機會

沒想到，一個全球性的疫病，有如丟進湖中的

一塊石頭，打破了水面的平靜。遊學團只出發了一

次，其餘的都需要取消。停辦遊學團，換成了複雜

的退款安排。聯絡旅行社、聯絡航空公司、聯

絡參加者。向完成旅程的人，解釋為甚麼韓國

聖地團集體確診對我們沒有影響。向熱切期待

出發的團友，解釋為甚麼土耳其、希臘兩國沒

有確診數字仍然不應該出行。停辦實體聚會、

中止國際會議安排、取消義工的答謝聚會；那

份失落感，並沒有因為忙碌而隱退。

感謝神，辦公室的門雖然被關上，同工的

心志卻沒有被打倒。沒有哀悼「本來可以得到

的發展」，我們專注重整事工步伐與形式。放

下失落之後，我們得著的，是成長、更新的機會。

（我們面對改變的心路歷程，請參閱《植樹人》第

25期）。

使人詫異的路徑

十個月來，走在反覆不斷的疫程中間，我們

都難免戰戰兢兢。不過，當我坐下來總結這一年事

工成績的時候，發現神的引導與供應，實在使人詫

異！疫病雖然攔阻了我們計劃的行程，卻大大擴張

了我們在其他事工上的視野。跨境的老師、越洋的

專題講員、彼岸的學員、聊天室的讀經計劃，一下

子都成為了教導事工中的新常態。數算結果，除了

不能出門，我們的事工計劃實際上都在發展中。

由於我們付不出同工的薪津，需要重整人力架

構、縮短工時、讓同工提早退休，神卻為我們預備

了幾位不計報酬的義工。他們的專長和勤勞，補充

(續下頁)

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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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操練培訓營
加證一直以來堅持以聖經教導來培育信徒。我

們看到有些華人信徒在讀經、靈修、事奉中的掙扎

和軟弱，需要在與神的親密關係上，和對自己的認

識兩方面加以操練。繼「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

計劃後，我們看到了屬靈操練事工的異象，許多教

牧同工也印證了相同的看見。

我們在聖經中，明白神希望我們「你要盡心、

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5；可十二

29-30；太二十二37）聖經也給了我們屬靈生命成長

的方法：「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提前四7）

我們和前仕嘉堡國語宣道會主任牧師張謙博士

分享以後，他也同樣持有這個強烈的異象。因此我

們決定一起推動「全備成長」屬靈操練的培訓營，

面向在事奉等方面有掙扎的同工。經過長時間的禱

告和準備，神也預備了八位有愛心、有經驗的小組

長作爲義務同工參與這個服事。

這個培訓營一方面有牧者提供屬靈生命的培訓，

通過讀經禱告、自我省察和認識自我這三方面的理論

講解；另一方面在導師輔導及有組長帶領、有指引的

小組環境中，進行個人反思、操練和分享。這次培訓

營從今年十一月份開始，一共會進行六周，包括一個

公開課，加上四節閉門課及小組操練。

這個營會一經推出以後，得到很多教會和同工

的強烈回饋。在極短的時間內，有限的名額就報滿

了，還有多位同工肢體在等候名單中。只能求神給

我們預備，可以儘快開始下一次的營會。

也請大家為我們代禱，求主讓這些參加者能夠

親身體會到與神同在的甜蜜。在這個看起來沒有希

望的疫情環境中，興起更多神的精兵，作祂與我們

同在的見證。

「全備成長」

了我們先前的缺欠和漏洞。甚至，我們一直以來，

希望可以更新的網站及網上書店，都一步一步的趕

上來了。更奇妙的是，在不能踏足神州大地的日

子，我們在國內的服侍也沒有停下來。神為我們預

備了合用的同工，已經默默地接過了棒子，繼續往

前走著。

成為另一塊石頭

我撰寫這篇報告的時候，收到神學院班上一

位學員的分享，他剛完成了我發出的詩篇習作，卻

發現在成績之外，研讀神的話語有更深的祝福。他

說：「整個詩篇以神的恩典為中心，如同把石頭丟

進湖中所激起的漣漪般，將神的恩典慢慢帶到仰慕

神的人的每一個角落」。他的話，使我安慰，也給

我對福音證主協會的定位有新的覺醒。

神給我們的召命，沒有因為疫情而改變。我們

事工的角色，不是為了隨波逐流，而是要放膽往前

走。環球疫情是一塊阻礙的石頭，但我們可以成為

另一塊石頭，不怕湖水冰冷黑暗，投身其中，為的

是要激起信徒對神話語的愛慕。

走到2020年底，回顧過去，神的恩典和憐憫是

如此真實。原來，剔除了我們對耀眼花環、桂冠的

期盼之後，我們才能更明白神的智慧與信實，也更

懂得珍惜弟兄姊妹支持與鼓勵的寶貴。謝謝大家！



基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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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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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今年8月3日開

始，由馬太福音讀起，預計於12月底讀畢新約全書，並於2021年1月4日開始

讀舊約，從創世記開始。以下是一些參加者的分享。

 很感恩我有機會參加了「靜思100」，我真的

得著很多，在思考裡發現自己真的常有虧欠。剛好

讀完了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在主要思考建議中：

「關於保羅提出了15個愛的特質，無論在信徒群體

或家庭中，你認為哪一樣是你還沒有做到，而需要

求神幫助你去鍛練的呢？」

 我用心想過了，我還未完全做到的是恆久忍

耐。要做到駡不還口，真的不容易！我心裡恨？我

要報復？不！我決心要堅忍損害，我有能力報復？

我卻不做！這是我所深思領悟的，因為想起主耶穌

基督在受審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主耶穌基督是神的愛子、祂是神！祂是愛我，

為我捨命，讓我能因信稱義！我怎能不愛祂！求主

幫助我繼續鍛鍊恆久忍耐的愛。

Nancy Mak
 我非常感謝靜思100的靈修活動，讓我每天有

一段時間和神有親近，思想我們的神。這種靈修特

別強調對神話語的系統學習，Tina老師設計的問題

有重點有應用，可以指導我們加深對經文的理解，

對靈命成長也很有幫助。雖然有時忙，看到其他同

學的努力就堅持下來。感謝證主的同工們，為我們

預備這樣高質量的靈修材料，我們可以漸漸的明白

真理，也明白主的心。願神記念你們的忠心和敬業

精神，榮耀讚美歸於神。

賀明皓

參加「靜思100」的學習使我至少得到三點好處：

1. 得到一個「在溫和壓力下」讀聖經操練的機會。

由於壓力不是過大，所以能夠堅持。心中很有喜

樂！

2. 讓我再次讚嘆神的話真是豐富又偉大。雖然是

重讀，但次次都有新亮光！

3. 每天讀完後，把自己的領悟同教材中的「想

想看（主要思考建議）」好好參考比較一下之

後，通常我都會得到更深一層的領悟。

姜祖忠

靜思100給我們韋恩堡華人基督教會（美國）的弟

兄姊妹帶來了一次共同讀經討論的好機會，有20個

弟兄姊妹在群裡，現在有16個在進度上，每周都

有一些討論。弟兄姊妹也相互鼓勵，讀經不再覺

得枯燥，都有很多得著，也信心滿滿繼續讀神的話

語。感謝主！感謝劉玉茵老師，感恩靜思100，也

感謝組織的弟兄姐妹！

郭力冰

「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計劃詳情，請掃描二維

碼

查詢：905-907-1944/ 647-799-6333 

電郵：ccc@cccanada.org

兩年靈修讀經計劃（新約篇）

參加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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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教事工

（2020年3-11月）網上專題講座

日期 主題/講師

3/28-4/11 認識逾越節/ 陳燕薇傳道、張林傳道

4/18 看聖經得大福的秘訣/ 陸超明牧師

4/25 認識摩西五經/ 陳燕薇傳道

5/2, 23 聖經與聖地/ 王清儀老師

5/2-6/20 讀經123-研讀聖經基本法/ 劉玉茵博士

5/9 認識保羅書信/ 陳燕薇傳道

5/16 讓你的查經課程動起來/ 蕭智雄牧師

5/23, 8/29 教師更要成長/ 鄭偉樑博士

5/30 認識五旬節/ 陳燕薇傳道

6/6 邁向全備的靈命/ 張謙牧師

6/13 曠野牧歌/ 陳燕薇傳道

6/27 認識先知書/ 陳燕薇傳道

神的話與神的道/ 陸超明牧師

7/4 人生下半場/ 鄭偉樑博士

7/4, 11 伯特利-神真在這裡/ 陳燕薇傳道

7/11 摩西五經概論/ 劉玉茵博士

7/18-8/15 聖經中的植物/ 王清儀老師

7/18 3D研經系列的使用/ 徐允文傳道

7/25 通情達理：從民情解讀真理/ 陳燕薇傳道

困境下的真實信仰流露-認識詩篇哀告詩/ 陳黎老師

8/1 靜思100．有主同行(新約篇)/ 劉玉茵博士

8/8 福音書概論(國) 劉玉茵博士/ 胡曉嵐博士

8/15 將以弗得拿過來/ 梁國權老師

8/22 新常態、新格局、新異象、新動力/ 區應毓牧師

認識福音書/ 陳燕薇傳道

8/29 創始成終-創世記與啟示錄的對比與連貫信息/ 方豪博士

9/5 聖經寶藏考古行/ 陳燕薇傳道

9/5, 10/31 名字的背後/ 陳惠琳老師

9/19 借古鑑今/ 葉裕波牧師

9/19-10/10 認識住棚節/ 陳燕薇傳道

9/26, 10/3 卓越的傳承：猶太家庭教育的啟迪/ 鄭偉樑博士

在疫情期間，本會自3-11月期間，共舉辦了60多場國、粵語講座，參加人次超過5,000人，分別來自

加拿大各省市、美國、英國、德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地。敬請繼續留意我們的最新消息。



日期 主題/講師

10/3 圍牆內外-了解以巴衝突的脈絡/ 徐允文傳道

10/17 Brick or Click-反思在場與在線的崇拜/ 王莫熙琳博士

以色列的經濟與政治/ 陳惠琳老師

10/24 認識使徒行傳/ 陳燕薇傳道

這是我的身體-從禮儀之爭反思疫情後的聖餐禮/ 張林傳道

10/31 邁向整全的生命(二)-屬靈的操練/ 張謙牧師

11/7 大希律與耶穌-暴政下扭轉時代的力量/ 呂慶雄博士

釋經靈修概念：傾吐傾聽傾心傾盡一生/ 胡曉嵐博士

11/14 迎見祂-將臨期的認識與準備/ 陳燕薇傳道

11/21 兩文三語四文化的代際培育事工/ 劉玉茵博士

11/28 認識普通書信/ 陳燕薇傳道

文字事工

陳燕薇傳道

七月下旬，我們介紹如何從聖經背景解讀經文含義的新書—

《眼見風聞．微筆觸道》面世了。弟兄姊妹們的積極支持，讓溫暖

和安慰充滿證主的團隊。

先是有2019年新約聖地團的團友，在新書上架的第一天集體光

臨購買；又有一百二十多位讀者慷慨奉獻，支持我們憑此書取得等

額奉獻。對我們而言，奉獻固然減輕了疫情帶來的衝擊，但更重要

的，是因為有您們願意同心、同行而得的盼望。衷心為能夠在主內

有您們同路而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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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事工仍然是我們重要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努力

前行。繼《眼見風聞．微筆觸道》繁體版之後，我們正

計劃出簡體版 。

(接上頁) 



中國事工

溫子溫子

從2020年初開始，中國受疫情影響，無

論在工作就業，民生經濟，學習方式等都有

許多變化。植苗地區因地處偏遠山區，人口

亦較稀少，病毒感染並不多，但對於一些在

縣城工作的父母卻會有面臨被解雇，出現經

濟的困難。兒童上學也一度中斷。感謝神，

中國疫情漸受控制，願神恩待每個家庭，一

切能逐漸回到正常。

以下是兩個植苗家庭在疫情期間的狀

況：

（一）藍神管同學從小就受到植苗

事工的關懷，現就讀小學四年級，父母

都在縣城打工，他們不想讓孩子的童年

少了父母的愛，一年多以前，便將小孩

們接到縣城同住。

藍神管同學很懂事也很乖，放學

之後去接弟弟妹妹回家，學校的成績也

在中上，回家之後會自動自發做學校作

業，讓父母省心不少。平常也會與弟弟

妹妹在門前廣場玩遊戲，簡單的角色扮演就讓小朋

友玩得不亦樂乎。

今年初發生疫情，縣城的工廠與商店全都關

閉了，頓時生活上就沒有收入了，為了減少生活開

支，他們一家子只好回到農村，孩子們也在家幫爸

媽幹農活。如今疫情已經穩定，也再次回到縣城，

恢復以前的生活型態與學校生活了！

（二）藍稱謝同學小時候住在山區，初中時

搬到縣城，現就讀高一，爸爸是傳道人，在縣城教

堂講道，媽媽在牧養另一個小教會。父母在家中帶

著孩子們做家庭聚會，每天要求孩子至少讀一章聖

經，也因此全家生活上充滿了神的祝福，在課業上

也不用父母擔心，真是感謝神！

疫情期間，小謝同學很認真地完

成網上每一項作業，有時需要幫父母

做農活，一周上傳一次作業給老師批

改。疫情在小謝的家鄉並沒有造成太

大的影響，生活也逐漸回復到往常的

樣子，願上帝祝福她們一家 。

疫情中的
兒童

少數民族（非漢族）：589名 (86%)
一般家庭（與父母居住）總兒童數：598名 (87%)
特別狀況家庭總兒童數：86名 (13%)
 單親家庭：36名；孤兒/父母雙亡兒童：1名；父母殘疾/智能不足：2名；
 與親戚同住，父母單一方死亡或棄家：16名；父母皆外出工作的留守兒童：31名

已有資助人的兒童：563 名 (82%)
尚未有資助的兒童：121 名 (18%)
2005年至2020年10月止，共累計資助3198 名兒童。

「植苗計劃」至2020年10月底，
在河南、廣西、雲南三省的偏遠地區資助684位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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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每本 $20
連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