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文章

自從疫病肆虐，各國封關、封城，我們忽然

都變成了�網絡達人�。網站、網址、臉書／面書

（ F a c e b o o k， 聽 說 也 有 譯 作 � 非 死 不 可 � ） 、  

WWW.、連結、二維碼……各式的社交平台用詞

紛紛出台，人人知曉。所謂WWW.是World Wide 
Web（世界性網絡）的簡稱；又因為提供的資訊

太多，要花上很多時間清理，因而又名World Wide 
Wait（世界性等待）。

馬丁路德的 W–W–W  

其實WWW.不一定是局限於現代的網絡用詞，

五百年前，即1521年的時候，馬丁路德已經有這樣

的經歷。那一年，馬丁路德曾經住在三個地方，都

是以W字母開始，分別是Wittenberg（威登堡）、

Worms（沃姆斯）、Wartburg Castle（沃爾堡）。

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學生活及任教多年，並在

1517年提出 �95條論綱 �，掀起了震動基督教會的改

革。到了1521年，新近登基的神聖羅馬皇帝威廉五

世召路德前往沃姆斯，要求他在君王和權貴面前，

收回自己的言論。當時，路德堅定地捍衛自

己的信仰立場；一句“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這是我唯一的立場，無從更改 �，

鏗鏘有力，千古留名。

在馬丁路德離開沃姆斯，返回威登堡的途中，

竟然被�綁架�至沃爾堡，禁足達十個月。不過，這

其實是一位支持路德的貴族保護他的妙計。因為三

個星期後，沃姆斯大會將馬丁路德定為異端，他的

著作，甚至他本人，都有被焚燒的危險。

沃爾堡本是當時著名的聖人聖伊利沙白的故

居，朝聖者眾多，卻讓路德隱身在人群中，避過了

風波。客居沃爾堡的日子，路德終於完成了十四年

來的工程，把新約聖經翻譯成日常的德語，讓一般

信徒可以更容易明白。

從威登堡到沃爾堡，有很多叫人深省的提醒，

對我而言，馬丁路德的見證提醒我們聖經的重要。

即使面對堂皇的傳統、權貴的威嚇、日常生活的喧

鬧，仍然不可放下。今天在沃姆斯，昔日判處馬丁

路德為異端的城堡早已被拆卸，但教堂的彩色玻璃

窗上，路德的信念�惟獨信心、惟獨恩典、惟獨聖

經� 卻仍然在陽光下透散出有力的訊息。
(續下頁)

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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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 (Access Bible Convention 簡稱ABC大會) 始

於2007年的美國，ABC大會歷經十多年，舉辦地遍佈全球。繼2020年9月

在多倫多舉辦了加拿大第一次ABC大會後，今年11月20日舉行的聚會，

也得到各地的弟兄姊妹熱烈響應。

福音證主協會的 W-W-W  

作為一個服侍教會、推動基督教教育的機構，

福音證主協會亦深信，教會的堅強茁壯，是建基在

聖經教導上的。感謝神的預備，在疫情期間，我們與

劉玉茵博士合作，開始了�靜思100靈修讀經計劃�，

就是要在100個星期內讀完整本聖經一遍。有超過

700位參加者，叫我們感恩不已。

我們的“W”是Week（星期）。看似艱辛的計

劃，在同路人彼此勉勵、老師定期的教導、耐性的

解答問題之下，一下了就已經完成了接近七成的讀

經計劃。踏入2022年，成功在望了。這文稿完成的

日子，我們已經從W1 – W2 – W3 （新約《馬太福

音》）踏踏實實的走到了W66（舊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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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但是知識的吸收，而是在理解神的心意、生

活應用上都有著更新的體會。

這2021年，是馬丁路德從威登堡走到沃爾堡五

百年記念。這是一個鮮有提及的日子，對我們卻是

一個叫人振奮的好見證；願意我們一起堅持，同走

到W98 – W99 – W100（舊約最後一卷書《瑪拉基

書》）的日子。你會發現，聖經的內容是何等的寶

貴，總叫我們想再了解多一些。願這個計劃，成為

我們勤讀聖經，經歷神心意的第一步。      

北美华人基督徒教育大会

主題講員：區應毓牧師

本年度大會由正道福音神學院、加拿大證主福音協會、加拿

大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主辦，並由加拿大華福（CCCOWE）

協辦。大會主題是：《聖經、信仰、生活》，主題講員為區應

毓牧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聯校院長），講題是�從亙古使命到

嶄新契機�。除了兩場主題講座外，還設有3個時段的工作坊講

座，每時段分別有10個專題。工作坊的領域包括：靈修根基、

聖經神學、管理統籌、終身栽培、家庭事工、關懷輔導、社會

關懷、外展宣教等。今年還首次增設教牧專場、教育研討專

場，供教牧同工和關心基督教教育事工的領袖們一起來探討如

何更好地培育神國的子民。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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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事工

《靜思100》是為了一個目標、兩個渠道、三個挑

戰與矛盾而編寫的。 

一個目標就是：藉著每日靈修讀經認識神、與神

建立關係。當我們每日靈修讀經之後，有沒有讓我們

認識神多了一點？有沒有幫助我們因此更愛祂，願與

祂親密多一點？希望每位參與者都可以達標，享受與

神親近！

兩個渠道就是：禱告與讀經。禱告是我們向神

說話；讀經是神向我們說話。我們不能只想神聽我們

的祈求，我們卻不願聽祂話！聽神的話因為這是人生

智慧的開端，是需要靜心聆聽、思考、順服、然後行

動，否則便不是聽話了！

三個挑戰與矛盾，也是不少人告訴我每日操練靈

修讀經很難的理由：第一是沒有時間，第二是不明為

何要看完整本聖經，第三便是覺得讀完了聖經也難以

在生活中應用。 

挑戰一：不夠時間

時間是神所創造，我們有多少年日也是神腸予

的。時間是溝通與建立關係的平臺，想認識一個人多

些，便需要用時間去了解他。我們付上時間作靈修是尊

敬神的表現，神也必尊重我們。矛盾便是：神給我們每

天24小時，為何我們不可以用其中24分鐘（1.67%）來

親近祂？ 

挑戰二：不明整體

當我們沒有完整的讀聖經全書，很容易以偏概

全、斷章取義，忽略聖經歷史的連續性；而且缺乏認

識聖經架構的整合性，也會忽視聖經文體的多姿彩，

以及神全面的啟示。矛盾就是：神的靈感動多位僕人

把祂的啟示記下，今天我們看神給我們的情書，為什

麼只挑選來看？為何不至少一次整體看一遍？ 

挑戰三：不能應用 

一些人認為聖經的歷史跟我們沒關係，聖經的文

化與我們太不同，聖經的地理人名也都頗陌生，那麼

為何要讀？矛盾便是：聖經是神給我們的話語，而且

也明說於教訓、督責、教導我們學義，都對我們有益

處，我們今天不可以實際應用，問題是在聖經？還是

我們讀經的方法與態度？ 

本書作為靈修讀經輔助，就是希望使用者可以突

破這三個矛盾，開通兩面與神溝通的渠道，一起達到

認識神的目標。如果我們立志願意擺上每天的時間，

如果我們可以對聖經有一個整體的概念與認識，如果

我們願意確實遵行神的話語，我們必定能與祂建立更

親密的關係！有了這關係，讀經會更甘甜、生活與信

仰也可以融合起來。如果教會信徒在靈修讀經中同

步，更可以互相勉勵支持一同成長！願聖靈在我們讀

祂話語時，感動我們！

劉玉茵博士
《靜思100系統靈修讀經輔助》編著者

系统灵修读经辅助（旧约篇上）
        （创世记至以斯帖记）

出版理念
靜思100

出版： 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協會

總代理：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加拿大證主網絡書店www.ccbook.ca）



在疫情期間，本會自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期間，共舉辦了約90個國、粵語網上專題講座， 參加人次超過7,000 
人，分別來自加拿大各省市、美國、英國、德國、澳洲、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基教事工 网上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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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2021年11月）

日期 主題/講師

      2020年
12/5 �這是我的身體 �-從禮儀之爭反思疫情後的聖餐禮/ 張林傳道

12/12 左腦右腦看舊約聖經/ 劉玉茵博士

12/19 聖誕歌聲 / 陳燕薇傳道

       2021年
1/2 黑門山外/ 蘇冠強博士

1/9 聖經真好吃(1) -麥香烤雞/ 李重賢牧師

1/16 創世繪/ 陳燕薇傳道

1/23 The Missing Link/ 呂慶雄博士    

1/30 知己知彼-洞悉偶像的伎倆/ 陳燕薇傳道

2/6 聖經真好吃(2) -無花果餅乾/ 李重賢牧師

2/13 認識普珥節/ 陳燕薇傳道

2/27 主日學及聖經教導事工研討會2021-�活學、活教-從正典看詩篇的信仰之旅�/ 
謝挺博士  (大會專題+10個分組講座) 

3/6 聖經真好吃(3) -雅各紅豆湯/ 李重賢牧師

3/13 創世六 �日� -舊約中的宇宙觀/ 張林傳道

3/20 轉向北行-曠野與應許地之間的課室/ 陳燕薇傳道

3/27 傳統與考古的苦路/ 蘇冠強博士

4/10 聖經真好吃(4) -橄欖油黑醋沙律/ 李重賢牧師

4/17 你愛我比這些更多嗎？：與耶穌談心/ 錢廣強先生

4/24 �3D研經系列�-舊約歷史書/ 陳燕薇傳道

5/1 我信身體復活：基督復活的真理與意義/ 方豪博士

5/8 另有安息(一) / 陳惠琳老師

5/15 有效溝通/ 孔雷漢卿長老

5/22 七七節？可以不理？/ 陳燕薇傳道

5/29 埃提阿伯太監的故鄉/ 蘇冠強博士

6/12 聖經：那麼遠！這麼近！/ 劉玉茵博士

6/19 死海古卷@74/ 陳燕薇傳道

6/26 舊城新義：福音書裡的耶路撒冷/ 高彼得老師

7/3 另有安息(二)/ 陳惠琳老師

7/10 來跟從我：跟隨耶穌的生命重塑之旅/ 肖松傳道

7/17 證主五十周年感恩暨異象分享會(粵)
-跨越牆垣：與時俱進、使命傳承/ 鄒永恒牧師

7/24 從何說起：認識《摩西五經》的佈局/ 陳燕薇傳道

7/24 證主五十周年感恩暨異象分享會(國) 跨越墻垣：與時俱進、使命傳承/鄒永恒牧師

7/31 從新舊約看罪對 �心思意念� 和 �意志� 的影響/ 錢廣強先生

8/7 被拒絕了又如何？/ 陳燕薇傳道

8/14 歷史的薛西、聖經的亞哈隨魯/ 蘇冠強博士

8/21 抓準神的話/ 馬燕老師

8/28 從衛斯理釋經四大支柱說起/ 張林傳道

9/4 擴張聖經教師境界/ 鄭偉樑博士

9/11 �3D研經系列� -認識詩歌智慧書/ 陳燕薇傳道

9/18 上耶路撒冷過節/ 陳燕薇傳道



中国事工

2021年7月下旬一場突發的豪雨，造成中國河南

鄭州周遭地區嚴重災害。鄭州市鐵路、公路完全攤

瘓，鄉村大片農田被掩沒，這次水災也造成三十餘

人的死亡。經詢問河南農村植苗地區的弟兄姐妹了

解災情後，得知植苗地區均未受到嚴重影響。證主

亦會透過當地教會同工的幫助，繼續了解當地的需

要而提供資源。

無論是水災旱災，地震海嘯，甚至各類疫情，

都是人類無法抗拒與逃避的事。記得2008年發生的

四川汶川大地震，因得到國內願意進入前線的主內

弟兄姊妹的協助，馬上組成一支植苗工作隊，第一

時間進入災區。除了了解當地狀況與需要，更按植

苗事工的功能，隨即成立營帳圖書館，照顧兒童。

災後轉型為社區服務中心，提供物資與兒童照顧，

傳播福音。七位同工盡心盡力，在當地服務三年。

目前中國各地疫情未見減少，筆者仍無法進入

植苗地區服務與報導，但經由許多當地弟兄姐妹的

協助，每年暑假寒假兩次的教育補助發放、家庭探

訪、填寫年度成長報告、聖誕問候信、兒童的相片

等仍然不停地進行。植苗學生逐漸成長，從高中畢

業到進入大專院校的人數也逐漸增加，資助人的愛

心也是一樣地鼓勵著我們繼續此項事工。

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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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看到這篇報導時，因疫情再度發生而造成

封城與鄉下封村，同工們無法召集兒童聚集，弟兄

姐妹們便逐一到各村落訪問兒童，並處理植苗行政

工作，特別是補做上次寒假缺少的成長報告表及照

相等。雖然有許多限制在眼前，但如同神對我們無

比的愛，植苗事工對兒童的關懷也是持續不止的！

9/25 人生三事：事家、事業、事奉/ 孔雷漢卿長老

10/2 漫步南地/ 王清儀老師

10/9 雙角公綿羊-瑪代與波斯/ 蘇冠強博士

10/16 �眼大睇過櫳�-詩篇拾穗/ 陳燕薇傳道

10/23 這是我的愛子/ 陳惠琳老師

10/30 從威丁堡到沃爾堡/ 陳燕薇傳道

11/6 �聖經真好吃� (5) -猶太燜肉/ 李重賢牧師

11/13 創始成終-聖經的點與線/ 劉玉茵博士

11/20 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聖經、信仰、生活/ 區應毓牧師 (大會專題+33個分組講座)

11/27 從正典看詩篇的信仰之旅/ 謝挺博士

(接上頁) 

少數民族（非漢族）：473名（86%） 

一般家庭（與父母居住）兒童數：486名（88%）

特別狀況家庭總兒童數：66名（12%）

單親家庭：28名

與親戚同住，父母單一方死亡或棄家：10名

父母皆外出工作的留守兒童：28名

已有資助人的兒童：441（80%）

尚未有資助的兒童：111（20%）

2005年至2021年11月止，共累計資助3198童。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植苗

工作隊在災區成立營帳圖書館
2021年7月下旬河南鄭州嚴重水災

�植苗計劃�至2021年11月，在河南、廣西、雲南三省的偏遠地區資助552位兒童



基督教教育事工

針對疫情後，肢體們更加追求靈命成長。加拿

大證主有負擔要牧養、帶領衆多跨教會的肢體們，於

是組織了有牧者引導、群體一起成長的讀經靈修營。

感謝主，士嘉堡華人浸信會肖松傳道有相同的異象和

負擔，願意奉獻自己每周的休息時間，來帶領這個營

會，更感謝主，肖松傳道也得到了教會的支持。

按照計劃，本營會將有四期，將按照馬可福音的

九十六個章節重溫耶穌基督與門徒的足跡。在肖松傳

道帶領下，參加者會先明白經文主題，並得到靈修的

指引，再進入福音書的場景中靈修默想，並隨後在小

組內分享。肢體們如果能夠堅持全程四期，將會經歷

門徒生命成長的四個階段：初遇耶稣、跟随耶稣、认

识基督、联于基督。我們的生命一定能得以翻轉。

神給予我們這異象是我們可以作見證的！本次營

會得到很多肢體的響應，超過100位肢體報名參加。要

知道，每周有團契聚會，每星期要讀經、靈修，每一

個報名的肢體都是許下了一個嚴肅的承諾。從地區分

佈來看，報名的肢體來自美、加、中南美洲、亞洲等

各個地方。從人群來說，粵語、國語群體都有；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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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銀髮族俱備。神真的興起了一批又一批定意追

隨祂的精兵。

自從營會開始後，肢體們都要堅持參加每周一

次的聚會，並每天讀經靈修。自8月份開始聚會以

來，我們不僅僅見證了一些肢體在神的帶領下剋服

了工作、家庭中時間的衝突，也見證了很多肢體在

讀經、靈修中真實的與神相遇，更見證了這麽短的

時間內，一個又一個小團契建立起來，肢體們在主

裏互相聆聽、扶持安慰、代禱。把一切榮耀頌讚都

歸給神!

我們相信神一定會繼續保守祂所興起的這個小

小的事工，並帶領更多信徒加入，一起在福音書的

場景中：遇到耶穌、跟隨耶穌。

第一期 �初遇耶穌� 即將在12月結束。稍事休

整之後，第二期 �跟随耶稣� 將會在2022年2月份重

新出發，聚會將更精彩，靈修也將更深入。報名即

將開始，敬請大家留意加證的e快訊，或電郵alan@
cccanada.org查詢詳情。

張林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事工拓展主任

《马可福音》读经灵修计划
跟随耶稣的生命重塑训练营

来跟从我：



基督教教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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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來跟從我：跟蹤耶穌的生命重塑訓修營� 已經近兩個月了。很願意在此分享一下我在其中的領

受和得著。

一直在尋求親近主的方法，只是不知如何入門。常常自己試了一段時間因為達不到果效而放

棄。這次證主邀請肖松傳道親自帶領大家一起操練靈修，真是感受到主的帶領，毫不猶豫地報名了。

每次聚會，藉著肖傳道對經文的正意講解，教導並啟發我們怎樣正確地進入場景，去體會其中

的人事物，觀察主耶穌的所言所行，祂和跟隨他的門徒們以及周圍的人之間的互動，感受人物內心的

情感，以及自己心靈被觸動的點等等。這是一種很特別的體驗。

每周上課時牧者的分享，個人安靜地默想，小組中各人分享不同的看見和領受，以及接下來的

一周每日三次繼續操練默想等等。在循環往復的操練過程中，使我對這段經文的領受更加深刻，彷彿

深深地刻在我的心裡，也因此越來越能明白主耶穌基督的心腸，對主的認識從平面進入立體。對聖經

話語不單單只是停留在頭腦，而是進入到心靈的層面。有時生活中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神常常藉

此安靜片刻的機會對我的心說話，很快就能走出陰霾進入主同在的喜樂中。

感謝神藉著證主賜我們這樣美好的學習和操練的機會。願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一同蒙神的賜

福。

Heidi Pan  

參加肖松傳道分享的靈修公開課時就被其方式所吸引。從主耶穌的言行中學習作門徒，而且用兩年的時間來慢慢學習，這種方式我心裡非常認同。真正參加了靈修活動後，發現自己的收獲是意想不到的。我本人比較理性，缺乏想像力，所以耶穌的形象多年來在我心中是有一定程度的空洞蒼白，覺得他有神的身分，所有臨到他的苦難，他都可以比普通人容易承受。通過肖松傳道的講解引導和操練，主耶穌的性情和行為變得有血有肉，豐滿起來，他的謙卑、順服、勞苦、體恤、憐憫、溫和、智慧、權柄能力，透過一件件的小事立體地展現在我心裡。從前認識的主不再是比較虛的文字，而是真實地活在我面前。
我特別喜愛的一個片段是主在天亮前到曠野禱告。每當我想到這個場景，主對父神的渴慕、聆聽和順服的樣式就感動我，讓我特別想與他在一起禱告。

聶琳姊妹



重游以色列
日期：2022年5月3日至12日(10天) 

以色列实地学习团
日期：2022年5月12日至22日(11天) 

舊約（約旦、以色列）
日期：2022年9月18日至10月1日(14天)

導師：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3D 研經系列”主編，證主聖地考察團講師、

團牧，並為多間神學院特約講師。著有《眼見風聞、微筆觸道》一書。

语言：粤语

全新行
程

行程及報名表

* 详细行程请参阅本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