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文章

對福音證主協會而言，「以聖經教導．建立

堅強教會」從來都不單是一句口號。這是前輩的

叮嚀、榜樣和見證；也是眾同工的願景、目標和體

會。在2022年，「加證」將要踏入33歲了，身處而

立之年，手執承先啟後的棒子，聖經教導事工又成

為了我們的承諾、抱負和攻略。

從個人到群組

聖經能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提後三16），因此建立堅強教會的前提，

就是鼓勵信徒讀經。我們的世代擁有豐富的資源。

單是由原文直接譯成中文的聖經版本，就有3至4個

在進行中。而各式各樣附帶原文字詞、經文解釋、

背景材料、應用方向的研習版，更是五花八門。可

惜的是，信徒中的「聖經文盲」還是為數不少；信

主多年，對神的話語還是一知半解。

感謝神，我們與前任總幹事劉玉茵博士合作，

推動「靜思100靈修讀經計劃」，提供讀經材料，

鼓勵大家一同起步，在100週內把全本聖經讀完一

次。透過社交媒體的連繫，我們在群組之中彼此勉

勵，同心堅持下來了。我們更預備了相應的講座和

教材，方便群組及教會可以按個別需要作跟進。在

2022年中，我們的計劃快會完成了。

讀經是個人的需要，但在群體扶持協力之下，

加上每週六的講座，就能讓我們踏上建立堅強教會

的路徑。（喔，不知道週六的講座是甚麼？快到我

們的網站www.cccanada.org去看看囉）

從淺近到深遠

說實話，因為年代與文化的差異，要「按著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一點不容易。難怪

信主多年的人，不少只知道聖經故事和神學理論，

個人對讀經卻是卻步不前。

有了「靜思 100」成為入門的機會，我們在

2022年將安排不同形式的學習群組。有從默想聖經

場景入手的「來，跟從我」《馬可福音》研讀；也

有穩紮穩打、深思熟慮的《羅馬書》研讀；又有心

靈與應用並重的《詩篇》分享……。請留心我們日

後的訊息，選取個人合用的進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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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領受到承擔

疫情期間，我們的生活日程中明顯少了逛街、

聚會和旅遊的時間，卻造就了很多網上學習的機會。

看見我們課程的參加者一直增長，我們實在感謝神。

只是，每一次聽到或收到道謝的說話，我心中都想回

應，這是主的使命，讓我們一同繼續努力吧。

聆聽，只是學習真理的一少部分，必須加上應

用，體認和傳遞，我們才能真知道神的心意。這當

中，禱告、辨識聖靈引導、甚至流淚，都是常有的經

歷。更何況，「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

不是天生就有的，我們需要有全面、按部就班的訓

練，為教會儲備老師，來承傳堅立教會的使命。

在2022年，我們將會與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合

作，推出聖經老師培訓課程，為信徒提供學習及實習

的機會（詳情請參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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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手同行卅三

前輩交來的棒子，我們兢兢業業的接下了。

同儕交付的支持，成為我們堅守崗位的力量。在

2022年，聖經教導就是「加證」的承諾、抱負和攻

略。深信有大家的支持，並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

我們可以走過去。

神的福音：

加爾文認為《羅馬書》打開了新舊約聖經一切寶

藏之門，馬丁路得也稱《羅馬書》是最純正的福音。

「《羅馬書》如同大光，照亮了全部聖經的真理。」

若能通過《羅馬書》真正認識真理，我們的信仰就可

以單單的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救贖上。作為信徒，一輩

子一定要認真研讀一次羅馬書。

加證本次邀請方豪牧師帶領，用16個月的時間來

帶領肢體們深入研讀羅馬書。方豪牧師為麥瑪士打大

學神學系哲學博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新約副教授，

他教授的課程深得信徒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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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讀會採用公開講座、加上小組研讀、並

提供課後問題解答的形式。每個月將由方豪牧師帶

領一次國語公開聚會，講述一章的重點內容；鼓勵

參與的教會或查經班自行組織研讀小組；帶領同工

可以使用斯托得所著《福音的大能：與斯托得一起

讀羅馬書》作為查經指引。而方豪牧師及證主同工

將會通過問答的形式來回答參加者在研讀中遇到的

各種問題。

介紹及啟動聚會將於4月23日（週六）舉行，

題目為：「使徒保羅的生平與事奉」。從5月28日

開始，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早上，方豪牧師會以國

語帶領大家研讀，到明年一月份，可以讀完《羅馬

書》上半部的前八章。

請繼續關注本會網站及e快訊有關本專案的更

新情況。教會或查經小組如對參與此進深研經感興

趣，請電郵 alan@cccanada.org 查詢。

張林傳道

《羅馬書》精讀系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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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事工

教導聖經，尤其是教導主日學，幫助肢體們明白

神的話語，並按照耶穌基督完全的樣式來成長，是一

個既無上光榮，又極其勞苦的服事。證主（包括證主

的前身中國主日學合會）自上世紀成立以來，一直把

興起、裝備、支援主日學教師作為己任。

有感於今日華人教會既面臨著主日學教師缺乏裝

備的困境，也面臨著後備人才即將斷層的危機，加拿

大福音證主協會和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一起舉辦「主

日學教師證書課程」，願意在裝備主日學教師的事工

上裝備教師，並在支援教會上盡一分力。

本系列培訓的特點是全面、系統的從理論到實

踐，全方位的裝備有志於學習、更新自己的聖經教導

者。此系列課程是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認可的證書科

目，達到普遍神學院學院證書課程水準。學生完成

2022年度提供的三科共36學時核心課程後，繼續修讀

另外三科共36小時的其他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課程，

可以取得基教學院的證書。

2022年度提供的三科科目為：「教導與學習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基督教教育的領域和聖經教師的

召命」，以及「教師的成長和教會的復興」。主要授

課老師為鄭偉樑博士，鄭博士在基督教研究和主日學

教導有超過40年的經驗，相信通過鄭老師的教導，

學員們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能獲益匪淺。課程包括

理論講解、思考沉澱、討論互動、經驗分享、課外閱

讀、作業回饋、總結學習等，務求內容與聖經教導高

度相關和適用，課堂節奏活潑、生動、緊湊。 

本次課程同時提供粵語和國語授課，每週一次分

別兩種語言同步網路上課，全球的華人信徒都可以報

名。報名日期從2022年3月份開始，6月份正式開課，

11月份結束三門課的學習。

讓我們一起來祈求神，在信徒中興起聖經教師，

願主興起你和我，一起為主做工，更為愛主愛弟兄姊

妹的緣故先來裝備自己。 

更多資訊，請電郵 ccsstt2022@gmail.com 索取詳

細資料。

張林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事工拓展主任

「主日學教師證書課程」
（國、粵）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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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事工

疫情中

讓我先和你分享兩則真人真事。

使徒保羅原名掃羅，以色列便雅憫支派人，生於

基利家省的大數城。未歸信主前，熱心逼迫基督徒。

蒙召後，成為外邦人的使徒。保羅為傳揚主道而兩次

被囚羅馬，第一次被軟禁在自己租住的房子裡；但是

仍然可以接見訪客，繼續教導真理。兩年隔離期間，

他寫了後世流傳的獄中書簡，成為新約《聖經》的重

要部分。他的書簡祝福了歷代的信徒。

牛頓（Sir Isaac Newton）出生於英國，年少時在

鄉村學校開始接受教育，19歲前往劍橋大學求學，並

於1665年獲得了學位。當時倫敦發生大瘟疫，大學

為了防止瘟疫而關閉兩年，牛頓惟有留在家中研究天

文學，並埋手發展微積分學、光學和萬有引力定律的

理論，因此作出驕人的科學貢獻。1667年，牛頓獲

得獎學金，重返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成為研究生，不久

更被授予數學教授席位。他的故事說明在疫情期間，

縱使宅在家裡，只要善用時間，一樣能大有作為。

疫情初期，我用粉筆在屋前車路塗鴉了一幅《祈

禱的手》去祝福路過的途人，發覺途人對藝術深感

興趣，而且主動拍攝塗鴉傳給朋友作為祝福。證明

在疫情中，藝術是大有可為的宣教媒介，我便為教

會以Zoom形式教授每月兩次的網上繪畫課程，首課

陳鈞陶
作家及美術老師

《眼見風聞．微筆觸道》插畫繪製者

就以簡單隨意塗鴉的黑線畫開始，讓毫無繪畫經驗

的學員也能畫出有趣的圖案。為了提高學員的鑑賞

能力，課程接續講解北美圖騰藝術的歷史與繪畫方

法；往後的課程講論不同的藝術文化。每次除了錄

製視頻展示繪畫過程外，還用電腦軟件製作圖像教

材，讓學員一邊觀看、一邊聆聽課題的歷史背景和

資訊，務求做到知識與趣味並重。

經過數個月的網上繪畫課堂，學員彼此建立

友誼，常常在課堂前後分享生活體會。我見時機成

熟，加入《聖經》有關的題材，包括《聖經》中的

植物、人物、動物和雀鳥繪畫系列。每課除了教導

繪畫方法，還細說其典故和屬靈意義。這種主題性

的繪畫課堂很適合慕道朋友參與。

學員表示在這段悠長的居家時間裡，領略了藝

術創作的樂趣。其中一位女士說自己不善繪畫，無

法掌握藝術技巧，卻十分期待聆聽信息的分享，因

為她得著內心的喜樂。

對很多人來說，過去兩年實在活得納悶沉重。

我卻肯定這些日子很有意義，讓我們曉得在暗淡的

日子裡找到信仰的亮光。我們的人生或許要遇上不

一樣的經歷，才會從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安歇下來，

以信心活出感恩的生命。

4

車道上粉筆畫
《祈禱的手》

以藝術改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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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事工

「來跟從我」馬可福音讀經靈修營已進行了第一期。在第一期「初遇耶穌」中，肢體們讀經、靈修並重，由

牧者全程帶領，與組員一起，很多參加者能夠真實的感受到耶穌基督和門徒在一起的場景，也經歷了神親自觸

摸我們的生命。第二期「跟隨耶穌」已於2月7日開始，我們將更認識神，也更能堅信自己和耶穌基督的關係。

5

來跟從我：跟隨耶穌的生命重塑訓練營

《馬可福音》讀經靈修計劃

「靜思100」兩年靈修讀經計劃  
「靜思100」讀經計劃自開始以來，至今參與者一千多人，分別來自加拿大、美國、亞

太地區、澳洲及歐洲等地。感謝神！在新的一年，新一期靈修讀經計劃（書版/舊約篇上）

已於1月3日開始，參加者約180人。

The Lord provides me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facilitator for Group 9 with 5 other sisters from distant cities. 
The weekly day and night meditation of the vivid scriptures 
from the Book of Mark helps me to know Jesus better 
and emulate a more Jesus-like living. He is empowering 
us with spiritual listening, empathy and recognition of His 
Sovereignty.  In Group 9, we practice supplication prayer 
cycle - each member prays for everyone (or is prayed for) 
during a 3-week cycle, modelling faith, love, and hope. 

I appreciate our speaker 
joining in our online group 
periodically to watch and 
pray with us. I care that Jesus 
watches over us in each 
group. Jesus really listens 
and answer our prayers in 

Group 9. The repeated 3 times a day scripture meditation 
grants me new revelations and cherishable intimacy with 
the Lord (like one recent rainy weary afternoon driving 
between appointments:  I went home instead and sought 
the Lord’s company and was granted a special 1 hour 
memorable encounter).  The word of Jesus is profound. 
I may not understand Him always. He is graceful to let 
me know Him more. I realize he is building a character 
in me, finding a new conviction in Hope. Now in my 
retirement, I am mostly calm, slower and relaxed. The 
day and night meditation inspires my writing, composing 
music, singing, and praying. I pray for my obedience and 
faithfulness to follow Jesus and share His Gospel. He has 
bestowed unique strength and workmanship in me to 
serve in His Glory for His Glory.  I praise the Lord!

一向中文程度欠佳，閱讀水平也不好，而且覺得聖經是

一本很難明白的書。

在朋友的邀請下，我參加了「靜思100靈修讀經計劃」

（這計劃就是在兩年內把整本聖經讀完）。初時有點卻步，

有點害怕，因為要讀整本聖經對我來說已是天下難事，何況

是中文版？天啊！

經過考慮之後，我決定挑戰自己，嘗試一下。

參加了靜思100之後，因為有一群人一齊讀，有點像一

班同學用兩年時間一起完成一個學位般，互相扶持，齊齊努

力，但又不是競賽，因為沒有考試。並且每天所讀的兩章經

文更有清楚的指引，每月也得到Tina Lau 老師悉心的教導。

還記得Tina老師在靜思100開始讀聖經時，常說要謹記

「親近神」。究竟甚麼是「親近神」呢？我並不明白。正因

為自覺不足，依然不瞭解聖經的內容，便決定在網上再找

尋更多的資料，幫助自己加強理解聖經的內容。誰不知，

原來這就是神的計劃！因為明知閱讀中文是我的弱項，於

是就會加倍努力，故此，便會更用心，更要堅持。現在讀

了一年半，在不斷努力後，以愛神的心去讀，慢慢開始明

白經文的內容，內中所引發的啟示……噢，原來這就是「

親近神」！

回頭看，神好像把一點一滴的聖經知識流淌下來，而

且愈來愈多，就好像有一支飲管，通過這飲管，我就能明

白神的心意。當這飲管接通時，閱讀聖經變成與神在溝

通。此際，會覺得祂的存在，有一種很好、很舒服、很平

安的感覺。

那，就是能親近神了！

Dedi Wong

Frank Leung

參加者分享

參加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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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事工

2019年底新冠肺炎的疫情突然發生，當時仍在境

外的我不知其嚴重性，仍然準備2020年初寒假期中進

入植苗地區服事，慢慢地傳出的消息越來越多，終於

緊急撤離返美，後來各地就緊急封城的狀況出現了。

返美後繼續與植苗地區的教會同工聯繫，得知即

使偏遠山區的道路也全部封閉，不淮外人進入，也不

允許教堂的聚會，中小學校也停止上課，因此2020上

半年的植苗活動全部暫停，只有植苗大學生的資助仍

透過網上溝通與關懷。

到了2020年4月開始，美加疫情開始嚴重，植苗

地區反倒是慢慢緩和下來，但是國境的管制仍然沒開

放。暑假期間的兒童教育補助發放，就協調由當地的

植苗大學生幫忙處理相關的工作，如要寄給資助人的

兒童成長資料相片等，當地同工又不敢與外界有關

連，因此仍需輾轉寄出，這種情況至今（2021年底）

仍然如此，尚未看到國境解除管制的消息。

新宗教管理條例的限制，就讓許多的短宣隊無法

進入植苗地區，新冠肺炎的疫情也更限制了個別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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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機會，這期中也發生了其他的嚴重災情，有許多

的弟兄姐妹們與我聯繫，表達他們雖無法再組短宣

隊去植苗區，但是卻仍然關心植苗地區的現況。

最特別的是有一間教會主動地表達他們的感恩

心聲：「因為經由各種不同的努力與政府的協助，

嘗試種植較高的經濟作物，這幾年葡萄豐收，收入

上改善許多，植苗兒童家庭生活都很好了，因此就

不再領收植苗對他們的資助。感謝資助者一直以來

的愛心幫助，感謝你們的辛勞付出！上帝祝福！」

這也是我們的期待，藉由弟兄姐妹們長期的關懷有

需要的貧困兒童，初期許多讀小學的兒童，現在都

已經是高中，甚至大學畢業了。

雖然外界有許多的變化，但感謝神的恩典！一

切都仍然在祂的掌握之中，期望疫情能早日平息，

如此就能再見到各地的植苗兒童，代表許多資助人

去關心他們，更與弟兄姐妹們分享，見證神奇妙的

恩典！

溫子

疫情中的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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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預告：

陸馬潔慈
《情緒這傢伙》作者

情緒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認識自我，瞭解

自己和別人於所處環境中，面對不同情況的壓力、人

生際遇和經歷；在認知、情緒和行為上的反應，學習

如何正視或彼此扶持，並全心仰望那能解開人生之結

的上帝。

每個人都會遇上生命的掙扎與難處，在人生某

個片段難免走進困境與幽谷。有人面對洶湧澎湃如巨

浪的情緒，受到憤怒、嫉妒、孤單、內疚、焦慮、抑

鬱、恐懼等困擾。有人被困在筋疲力竭、情緒低落、

被撇棄、被惡待、被出賣、被過去創傷纏繞的景況。

他們卻因著仰望那帥領世人生命的耶穌基督，有神話

語的能力、禱告，與及神放在他們身邊同路人的鼓勵

支持後，情緒得到安穩釋放，生命重整更新，便有勇

氣每天再踏人生路。

作為一位護士、癌症倖存者、婚姻及家庭治療

師、教會牧師、神學院老師，《情緒這傢伙》這本

書的出版，正是我過去17年的教牧事奉生命中，在牧

養、輔導、協談、探訪、危機處理及靈性關顧過程

中；無論是認識的朋友或素未謀面的對象，都在他們

遇上困難的日子，與他們逆境同行的深刻感受。

這本書共有七個主題：情緒管理、認識自我、

逆轉負面思潮、釋放內疚、饒恕吧、身心靈成長及

熬煉人生。書中每個案例都經過修改，或經當事人

同意下改編而成；雖然是改編，每個故事卻活靈活

現，正像你我身邊認識所愛親朋的真實經歷。謹此

感謝每個個案的主人，你們願意把自己的故事、情

緒掙扎的心路歷程與讀者分享，也見證著那恆常與

人同行上帝的真實。

在神學院教導教牧輔導學的過程中，我常鼓

勵學生們要聽道，更要行道。他們都是未來的傳道

人、牧者、教會長執、同工及平信徒領袖。《情緒

這傢伙》不單是一本輔導學教材，更是整合神學、

輔導學和靈修學的小品。每篇附有聖經經文，讓人

可安靜查考作靈修之用。全書寫作從不一樣的情緒

出發，透視聖經人物或故事角度去學習，在困難挑

起情緒掙扎的波濤中作反思，繼而從安靜反思中成

長，在恆切禱告中使心靈得著釋放與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