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文章

	 兩年多的全球疫情，為了健康及生命安全，許

多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態都必須改變。這“許多人”中

間，當然包括了基督徒。無可避免地，加拿大福音證

主協會的事奉模式，也出現了很多轉變。

	 有一陣子，因為政府要求所有非必要行業的辦

公室需要關閉，我們原有的事工都被迫停頓或轉變。

感謝神的恩典，祂為我們預備了使人詫異的路徑，帶

領我們將失落化為新的機會。

讀經不再一樣

	 從前，我們多數滿足於聆聽別人講解，自己刻

意讀經也是有的，但能夠持久的卻不多。這兩年多

來，我們一起克服讀聖經的挑戰。第一輪的“靜思

100”兩年靈修讀經計劃，在2020年八月開展從新

約讀起，透過社交平台的聯繫，以100個星期讀完

整本聖經一次。第二輪卻由舊約作起點，由2021年

一月初開始。第三、四輪，在《靜思100系統靈修讀

經輔助》（新約篇及舊約篇上）出版之後，則以印

刷本代替電子通訊的群組，並先後於2021年七月及

2022年一月開始。一起參與讀經的總人數達九百多

人。這原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我們

做到了。在這裡向兩年來努力不懈，一同讀經的伙伴

們致敬。仍在追趕進度的伙伴們，不要氣餒！

	 按我們的體驗，堅持下來之後，聖經的訊息變得

不一樣了。創世敘述中過去難以用理性解答的心結、

律法書中看似沉悶的規矩、一再重複的記載、叫我們

混淆的節期和祭禮，都漸漸浮出井然的條理來。歷史

書中過去紏結不清的故事，因為有了律例、典章的對

照，開始讓我們體會到人的軟弱和神的心疼。艱澀、

難明的先知書，在在透露出神苦口婆心的召喚；從前

看似散亂無章的詩歌書，開始在我們心中引發出共鳴

（我們得承認，原來自己一向就只記得那幾篇常用的

詩篇或金句）。而我們，也跟疫情之前不再一樣了。

學習不再一樣	

	 實體會面學習的環境有限制，我們便走上網路。

一邊教、一邊學，我們的學習模式，也逐步有了新的

方向。從鼓勵個人學習，走向群組互相勉勵支持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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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學習；從單元式的教導，踏上更長遠的委身追求。

	 針對不同群體的需要，我們先後推出了6-12個星

期的門徒訓練課程。接著，又加上了兩年研讀《馬可福

音》、每月配合靜思100進度的專題講座、又有剛開始

的專題與小組查經搭配的“透讀羅馬書”計劃。都在鼓

勵信徒不要停在聆聽的門檻。

	 保羅勉勵提摩太要教導那些“能教導別人的人”，

正是提醒我們要訓練更多的老師。經過不斷的禱告及磋

商，神為我們預備了數位多才多藝的老師，一同為神的

國培訓聖經教師。

視野不再一樣

	 兩年前我們就感受到，疫病雖然迫使我們跨越自

己的“舒適圈”，卻同時打開了我們的視野。跨境的老

師、越洋的專題講員，成為安排聚會時的常態。更進一

步的，我們的合作機構，或是服務對象，也不再局限在

此時、此地。

	 另一方我們預備開拓的天地，是近期眾多華人移

居的歐洲。我們跟香港及美國福音證主協會的同工，正

在不斷協調，預備開始歐洲的事工。雖然明知這也許是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神放在我們心中的感動，卻是清

晰的。活在通訊開放的年代，我們又擁有豐足的資

源，若不去跟有需要的人分享，只容讓他們在異國

的文化中浮游，實在是有虧神的召命。

	 其實，我們推動的讀經計劃和課程中，早已有

遠在中國國內及歐洲的參加者。而神也帶領不同地

區“證主”同工的移民計劃，為我們預備了人手。

他們都是熟悉證主的使命，又一直彼此扶持的同路

人。神差派他們在彼岸植根，也成為我們在歐洲的

先鋒。

	 在疫情大致受控的今天，正是我們要起來，再

次踏上征途的日子。我們需要更多能夠與我們同心

的人，加入服事的行列。請你留心細聽，或許主正

在呼召你成為祂的精兵哩！

重返多倫多-

在華人教會中推動基督教教育事工，這並不是證

主今天才興起的意念。早在50年前證主成立以來，基

督教教育就是我們三大事工之一。

2014年第一屆“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研討

會”於多倫多舉行，並成立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

促進會”，本會除參與籌辦之外，也是創會成員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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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上旬，第五屆“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

研討會”再次在多倫多舉行，主題是“華人基督教

教育新形態”。首次以實體及網上聚會同時進行。

在三天的會議中，眾多參加的學者、牧者及神學生

一同聚首、分享，祈盼為華人基教事工盡一分力！

第五屆“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研討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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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育事工

引言

	 羅馬教會是一個舉足輕重、有影響力的教會。她

也是一個種族分雜、階級分明的國際性教會，所以保

羅在信中處理的問題，可能是針對特定的對象，並非

針對整個教會所有人。其次，《羅馬書》的性質更像

一個信仰的宣言。保羅在信中辯證他的論點，並指出

一些重要的真理。保羅除了表明自己從神的領受，更

希望與羅馬教會同心合意一起推廣福音的工作。《羅

馬書》也是保羅事奉高峰期的作品，思路最詳盡、架

構最嚴謹、教義最有價值，是保羅神學思想的精髓。

若先明白保羅寫《羅馬書》之前的其他書信，就更能

幫助我們掌握保羅寫《羅馬書》的論點。

《羅馬書》第一章可分為五個段落。

一．問安（1-7節）

	 這段落有4個重點：第一，保羅是蒙召以使徒的

身分傳神的福音（1節），使徒是初期教會裡身分最高

的領袖。第二，當時“福音”這專有名詞是指羅馬帝

國所頒布的好處，保羅卻把這“福音”指向神在舊

約時已應許，論及的主耶穌基督（2-4節）。第三，

保羅不單傳福音給猶太人，也傳給萬國不同種族的

人（5-6節）。並以祝福教會蒙神的恩惠與平安作結							

（7節）。

二．保羅打算往羅馬的目的（8-15節）

	 保羅有計劃訪問羅馬（8-10節），目的是為要與

羅馬教會分享他的屬靈恩賜（11-12節）及結出一些果

子（13-15節）。他願意親自分享在屬靈上的真理、

教義、亮光，與他們在信仰上合一。果子除了指道德

品格方面之外，也包括“捐項”（羅15:26，原文是果

子），可能保羅期望羅馬教會在經濟上支持他前往西

班牙。

三．保羅傳福音的原因（16-17節）

	 保羅甘心樂意傳福音（16節上），因為這福

音能拯救相信的人（16節下），並要彰顯神的義

（17節）。“信”多次在《羅馬書》出現，若用作

動詞，可指頭腦上的相信，也可指行為上的信靠。若

用作名詞，有時是指人的信心，或用於神的信實，有

些情況卻是指信仰。因為“信”的意義很豐富，所

以每次都要理解保羅在某段經文的實際意義。另

外，“神的義”在《羅馬書》共出現3次（一17，三

21，十31），大概可分為兩類：可用作形容詞來描

繪神公義的屬性，也可指神在歷史上按祂盟約成事的

作為（彌七9），讓人可以看見祂的義。保羅在此指

出神的一切作為和啟示都在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17節）可解讀為

從人的角度來看，相信的人要接受神的計劃，由始

至終都要依靠信心去成事，我們需要相信，以信心為

主。“義人必因信得生”的另一個翻譯是“因信稱義

的人將會得到生命”。保羅雖然引用哈巴谷書，但卻

把問題轉變為人如何在神面前被稱為無罪。保羅指出

人要相信神的福音，因信稱義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

被稱為無罪。

四．神降怒是理該的（18-20節）

	 保羅力證神審判降怒在不義的人是理該的，因

為有關神的一些事情都是不證自明的（19節），而且

被造之物乃見證創造之神的自然啟示（第20節開始時

的“因為”沒有翻譯出來）。但是不義的人視若無睹

而拒絕神，所以神審判他們是合理的。

五．不義的人目中無神（21-32節）

	 不義的人行事傷天害理，降低事情的價值，“變

為”腐敗、卑賤、反自然的事，使一切都變為沒有價

值。神本想教導改變他們，但屢勸不聽，神就“任

憑”他們，讓這些人自食其果。神的忿怒就在這些不

義的人身上，今生及將來，他們要經歷面對神公義的

審判。

方豪牧師
	 （本文摘自方豪牧師主講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一章）專題分享）

義人因   得信 生

講員：方豪牧師

神的福音：羅
馬書



基督教教育事工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活學16．透讀《羅馬

書》”帶領查經的事奉。

《羅馬書》被認為是使徒保羅神學的核心，在

每個時代都被公認為是保羅教導的精髓。改革家馬丁

路德說：“這封信真正的是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一卷

書。它是最純粹的福音書。非常值得基督徒去做的是

不僅要逐字逐句地背誦它，而且要每天學習它，作

為每日的靈糧。對這封信不可能存在讀得太多或太

好的問題。人越是與它打交道，就越感知到其珍貴

和品嚐到其美味”。約翰衛斯理雖然在22歲時就接

受基督，但直到35歲（1738年5月24日）才真正經

歷了耶穌的救恩，這就是被廣為人知的Aldersgate經

歷―當他在位於Aldersgate街道的宗教社團聚會中，

聽到朗讀馬丁路德所著《羅馬書序言》的時候，頓時

確信罪得赦免。他說：“我覺得我確實信靠了基督，

唯獨‘信靠’基督‘才’得救贖，並且給了我一個確

據―他已經帶走了我的罪，並將我從罪和死亡的律

法中拯救出來。”

這次由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主辦的“活學16．

透讀《羅馬書》”是由資深新約聖經學者方豪牧師擔

任講員。方教授精通新約原文和歷史，對新約書卷，

特別是《羅馬書》有精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地。他這

次的講座對於幫助我們學習和理解這卷書—上帝藉

著使徒保羅所傳講給萬民的福音，可說是機會寶貴、

不容錯過。

所謂“透讀”，即採用“三重學習法”：第一

重是自行學習，在每次公開講座前，學員自己讀經，

查閱所提供的釋經資料、思考討論和應用的問題，以

便在聽講座時能跟著老師的講解一同思考、理解。第

二重是聽方牧師講的十六課講座。第三重就是參加每

李安平姊妹

次講座後的小組討論，以加深理解和鞏固每一講所

學的知識；並提出經過了三重學習之後仍然存在的

問題，由老師在下一次講座時解答。

神的話是基督徒的靈魂，是屬靈生命成長和服

事的根基。掌握《羅馬書》所啟示的真理，可以幫

助我們深刻地理解“救恩”、“因信稱義”、“神

的揀選”等等核心真理，從而更加深入地認識、親

近我們這位救贖主、造物主，促進我們靈命成長，

使服事更力上加力。

所以，我願意參加帶領查經的事奉，一方面促

進自己深入地學習這卷書，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弟兄

姊妹理解神藉這卷書要對我們說的話，打造真理的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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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讀

《羅馬書》



基督教教育事工

在疫情期間，本會自2020年3月開始至今，在兩年多的時間，共舉辦了200多場國、粵語講座，參加人次約

18,000人，分別來自加拿大各省市、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澳洲、以色列、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地。也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陣容強盛的講員團隊，由本地教牧以至世界各地華人學者，共同在網上培育事工上

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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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专题讲座簡報

新书预告

許多時候，除非自己曾經歷苦難與哀傷，遇過不

可預測、突如其來的意外、死亡、失業、關係破裂、

確診患癌或重病等等；否則人們對苦難這個議題總要

避之則吉，不予以正視。倘若我們缺乏成熟的屬靈觀

面對突然發生的苦難，我們的信仰便化為烏有，懷疑

神、離開神、甚至離開信仰。那麼，苦難是驅使人們

走向人生悲劇，拆毀生命；抑或透過苦難，熬練我們

對神有真正的信心？

《苦難這迷思》共有七個主題：苦難再思（從

《約伯記》透視苦難）、疫情逆境、走過逆境屬靈

之旅、危機苦難的讚美、困局艱難的信心、生命陶

造及心靈寶庫。書中每個案例都揭示現代人在困

難掙扎中的心路歷程，更特別對那些正經歷苦難怒

海，在狂濤中浮沉的讀者說話。願意讀者透過細心

閱讀，反思成長與禱告，在安靜中遇見那位能平息

風浪、使人有整全醫治的耶穌基督。

《苦難這迷思
   危機苦難．生命陶造》

陸馬潔慈
《苦難這迷思》作者

文字事工

“主日學及聖經教
導事工研討會202

2”

講員：高銘謙博士

弟兄姊妹
在教會觀

看“逾越
節網上聚

會”

“齊來興起主日學教師”講員：鄭偉樑博士、盧有恭老師

“逾越節網上聚會”	講員：劉玉茵博士



中國事工

順花今年12歲，就讀小學六年級，成績中上。從

小學一年級就接受愛心植苗的資助，至今已經六年，

今年暑假後就升上初中了。

家中有五口人，她有一個可愛的妹妹今年五歲，

他父親準備明年讓她妹妹去讀小學。順花的父母親對

孩子的學習特別關注，因為他父親認為好好讀書，

以後才不用像現在一樣過得辛苦。因為家離鎮子比較

遠，山上的孩子基本上因為山上沒有幼稚園，而只能

等年紀稍微大一點再去上學。

我去探訪的前一天下了大雪，這邊下雪還算好，

不會造成災害，我是和我母親一同前去探訪。順花一

家人非常熱心，抽出時間來招待我們，我們在他家進

行了一個小聚會，一起唱了幾首詩歌。順花家離聚會

地點也是蠻遠的，但全家都還是固定參加每週聚會。

冬天氣溫很低時就是圍在火堆前烤火取暖，夏天時父

母就要先砍柴擺放風乾，以便讓廚房有柴火燒飯，冬

天也有足夠木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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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花的父母在他們村是出了名的勤快，每天

早上七點起來準備一天的勞作，家庭收入主要是靠

種植大白豆和養殖牛羊，也租了一小塊土地種植水

稻。今年順花家養了八頭豬、三頭羊、兩頭牛。我

們去探訪的時候，前幾天剛好他家還生了一窩小豬

仔，一共6隻。他們全家辛勤地工作，每天花在餵

牛羊的時間就需要一個小時。家中奶奶今年也是將

近七十歲了，每天還在堅持幫忙家裡做一些簡單的

事，也是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

願上帝祝福這個家庭，希望她的家能越來越

好，兩個孩子的學習也能更上一層樓，讓這個家庭

充滿了神的祝福。

植苗青年	以撒

家庭访问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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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成立幾十年以來，一直與中國教會同心同

行。進入2022年，雖然因著宗教政策的變化，加證

的中國事工也相應有一定的起伏；然而，讓我們深

深感恩的是，神的恩典使這個事工不僅僅穩固，而

且有了新的動力、新的方向和新的資源。

今年加證繼續利用網絡的優勢保持了事工過往

的寬度和廣度。其次，我們引進了新的人力資源，

因此，可以開展更多的事工。

這些新的事工首先是向大陸的信徒和教會提供

屬靈資源和事工培訓。當中包括新引進的活道聖經

教導（按聖經的書卷順序編寫，用更中國本土化的

小組查經教材）、3D研經系列（按主題式研經的

教材）、主日學資源和培訓、職場基督徒領袖培訓

等。

除此之外，證主也在經濟上支持一些落後地區

的傳道人。雖然大陸整體經濟實力上升；然而，有

很多農村地區的傳道人生活依然很困難。證主希望

通過支持他們，減輕他們生計的擔憂，能讓他們專

心事奉主。

同時，證主還發現了對家長培訓的廣大禾場；

在疫情的環境下，在家牧養自己的孩子，成為很多

家長的必修功課。我們利用網絡，安排神學院老師

為來自不同省份的家長提供培訓課程，裝備和鼓勵

家長們充分利用現下足不出戶的環境，在家牧養自

己的孩子，引導他們認識神。

讓我們一起向神獻上感恩：一扇窗關上了，上

帝卻開放更大的一扇門。靠著神的恩典，我們可以

在朝著神新開的大門，更好地運用神所賜的資源。

但願屬神的子民一起用禱告和奉獻支持證主，使我

們不負神的重託。

證主在經
濟上支持

的西南傳
道人，

以實際的
金錢慰問

有需要的
信徒

家長培訓

利用網
絡作培

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