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文章

福音證主協會的聖地遊學團，因著全球疫情的

影響，停頓了好一段日子。直到剛過去的九月中，

才重新出發，迎來兩年多以來的第一團。

重踏聖經之地，心中的興奮絲毫不減，只是因

疫情久未運動的軀體，卻是明顯軟弱了。還好的是

約旦、以色列兩地在疫情期間都沒有浪費時間，很

多地方的基本建設，都重新整理過；更方便，更安

全。

叫人感恩不已的，是弟兄姊妹對旅程中考察

景點的學習精神。九月下旬，以色列的陽光仍然猛

烈、乾旱酷熱。團友卻是興致勃勃，沒有因為炎熱

或疲憊而退縮。

福音證主協會舉辦聖地考察團，有著悠長豐

富的經驗。從1978年年初開始第一屆，到明年

2023年，已經是有45年的歷史了。多年來，鼓勵我

們一直把這個學習模式發展下去的，是弟兄姊妹的

見證。許多參加者告訴我們，這是他們畢生難忘的

旅程；這是使他們對主重新建立信心、使他們積極

學習聖經、使他們改變生命方向的旅程。

我在1987年第一次踏足以色列，對團友的反響

完全能夠認同。這些年間，也一直有幸能夠見證團友

在旅途中確信歸主、在曠野中反省個人與神的關係、

在加利利海濱承諾對主委身。雖然我無法記得每一個

團友的名字，但每一次旅程，都是一個獨特的屬靈約

會。謝謝大家讓我們能夠參與。
(續下頁)

陳燕薇傳道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

背景為耶路撒冷聖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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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這些年間，證主的遊學團行程，從最初集中在跟

聖經有關的以色列、約旦、埃及、土耳其、希臘等國

家，日漸又發展出多個考察教會歷史的行程來。唐太

宗曾說“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基督的教會雖是誕

生在耶路撒冷，卻是成長在歐洲。認識教會歷史，更

讓我們明白今日教會所面對的挑戰。

以色列，是神應許給亞伯拉罕和他一眾後裔的

土地。對我們這群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而言，以色

列是充滿啟示和教訓的寶庫。疫情緩和下來，我們

紛紛整裝待發了，何不考慮到聖地一遊（重遊）？

我們更鼓勵弟兄姊妹支持教會牧者親自到訪聖地，

深信必定能夠讓牧者對聖經有更深的體會與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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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游学团众团友的感恩分享
約旦皮特拉

約旦河洗禮
在提比哩亞海邊默想

•  知道上帝徹底地認識我，並且仍深深地愛著我。

•  感恩能完成這一次的行程，無論我是有病或沒有病，上帝仍然深愛著我。

•  感謝主在這一次的行程讓我大開眼界，見證主的偉大和真實。

•  感謝主在旅途中教導我如何更倚靠祂，讓我更深體驗主的愛和眷顧。

•  感謝主的愛和護庇。神的偉大和真實歷千年，歷萬代，祈求餘生再多嘗主恩，與祢同行。

•  看見曾經輝煌的羅馬古城廢墟，知道人的智慧都會過去，成為歷史。感恩上帝對我們的愛是永遠

長存，永不改變。

•  Thank God I again experienced God’s protection. He answered my prayers throughout the trip.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  感恩“道成肉身，充滿恩典真理”，是神與人同在，是relationship, 不單是religion。願意學習細

心聽主的話。

•  感謝神讓我們與一班主內弟兄姊妹完成這一次的聖地旅程。我們不能完全猜透神的心意、明白神

的計劃、理解神的公義，但是這一次的經歷，使我們深深體會神的慈愛永遠長存，祂總不離棄我

們，祂的應許也永不落空。讓我們謙卑在祢面前，專心注目仰望祢，完全降服，讓祢伴我們同行

人生路。阿們！

•  感謝主，整個旅程讓我更深體會“活水”的意義。約翰福音四章14節：“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

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神坐著為王，掌管萬有，我們單

要敬畏事奉祂，遵行主道，行在祂美意當中，直到永遠。非常感謝大家同行及扶持，感受到主內

弟兄姊妹的愛，謝謝！



牧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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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必須對基督教教義有認信的行動，並要代代相傳下去，及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本書作者艾利森將

50個基督教核心教義以清晰生動的方式拆解，並為如何準確地作教導提供了指引。作者也解釋了每一教義如何

與日常生活連結起來，因為他深信基督教教義不僅是真道，也是真正的實踐。對所有期待在純正教義中培育信

徒和為榮耀上帝而作出生命改變的人而言，本書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信息源頭。

新书预告
《千锤百炼：基督核心信仰五十讲》

文字事工

陸超明博士翻譯艾博士的神學著作《千錘百煉》可以說是這俗世洪流中的細味清泉，令人感到

神學其實並不艱深，亦能隨聖靈引導作進深學習。神學教育需要有勤奮的學生，但更需要有高效的教

師，配合以優質實用的教材，以神學正統闡明真道，抵擋駁斥異端假教師的謬論，令拓展上帝的國

度，實踐大使命更貼地到位。

譚文鈞牧師/博士
世界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卡加里義務代院長

《千錘百煉》是一本簡介基督教教義的神學書籍，作為一本入門書籍，筆者特別喜歡它的寫作架

構，每一章都有摘要、教義講解、聖經根據、主要偏差、教義的制定與傳授、難解議題等；讀者從中

可以清楚知道每個神學立場的解釋、由來與應用是怎樣的。筆者在這裡特別向教會推薦這一本書，祈

求上帝使用它，使每一位閱讀的人都越發認識上帝，從而更深愛上帝。

 李文耀牧師/博士
建道神學院教務長、神學系副教授

作者  艾利森（Gregg Allison）牧師/博士：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美南浸

 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基督教神學教授。

Sojourn Community Church牧師。

譯者 陸超明牧師/博士：加拿大建道中心總幹事，現於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攻

讀靈修神學博士課程。



基督教教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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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022年11月）
在疫情期間，本會自2021年12月-2022年11月期間，共舉辦了約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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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专题讲座

日期 主題/講師

      2021年

12月4日 健康家庭大會2021/ 王美鍾牧師、葉高芳牧師 (大會專題+19個分組講座)

12月11日 道成肉身的時代/ 陳惠琳老師

12月18日 “如經上所記”舊約聖經中的救主/ 陳燕薇傳道

      2022年

1月8日 聽道與道聽:反思摩西五經的成書過程/ 陳燕薇傳道

1月15日 道成肉身的藝術與信仰 - 創世/ 陳鈞陶老師

1月22日 與神相聚(1):從會幕看敬拜及與神相交/ 李重賢牧師

1月29日 石碑在說話/ 蘇冠強博士

2月5日 與神相聚(2):從會幕看敬拜及與神相交/ 李重賢牧師

2月12日 登山變像 - Where & Whom/ 陳惠琳老師

2月19日 與神相聚(3):從會幕看敬拜及與神相交/ 李重賢牧師

2月26日 主日學及聖經教導事工研討會2022/ 高銘謙博士(大會專題+7個分組講座)

3月5日 福、苦四十/ 陳燕薇傳道

3月12日 漫步加利利/ 王清儀老師

3月19日 “你是誰？”: 當保羅遇上耶穌/ 張林傳道 

3月26日 齊來興起主日學教師/ 鄭偉樑博士、盧有恭老師

4月9日 成長之歌/ 陳燕薇傳道

4月15日 逾越節網上聚會/ 劉玉茵博士

4月23日 使徒保羅的生平與事奉/ 方豪牧師

4月30日 敬拜:動詞、動力、動身/ 周啓敦博士

5月7日 腳掌所踏之處/ 陳燕薇傳道

5月14日 字句和精意的要義/ 張林傳道

5月21日 情緒這傢夥/ 陸馬潔慈牧師

5月28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一章“義人因信得生”/ 方豪牧師

6月4日 從路得記認識五旬節/ 劉玉茵博士

6月11日 認識“聖經研讀圖示化分析 “（1）/ 胡雄勛老師

6月18日 認識“聖經研讀圖示化分析 “（2）/ 胡雄勛老師

6月25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二章“罪的問題”/ 方豪牧師

7月9日 靜思100感恩禮暨異象分享會/ 劉玉茵博士

7月16日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陳燕薇傳道

7月23日 “聖經真好吃”(六) :皮塔餅與鷹咀豆泥/ 李重賢牧師

7月30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三章“罪與恩典”/ 方豪牧師

8月6日 馬可福音的結構看跟隨耶穌的四個階段/ 肖松傳道

8月13日 為時未晚 - 歷代志在聖經正典中的角色/ 陳燕薇傳道



基督教教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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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會的事奉多與聖經教導有關。先是兒童

主日學，近至成人查經班及主日學。雖然我自己喜

愛神的話及願意分享，但在溝通及教導方面卻深

感不足，需要學習。如果不學無術，沒有正確的訓

練，便很容易使教導變得徒勞無功，令教師與學生

都變得氣餒。適逢知道證主協會有主日學教師訓練

課程，我很快便報名參與。

授課的鄭博士及盧老師都是很資深的主日學教

師，並且很有教導的熱誠及心腸。老師們的豐富經

驗在這三門課三十六小時的課程中一定不能盡述，

但我是深深感受到他們的熱誠及心腸。所以這課程

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

我覺得這課程是很值得的，老師們都擴闊了我

的視野。甚至可以說，這個課程讓我大開眼界。透

過講課、討論、作業、老師回饋，我在教學方法、

教會及個人的角色都得到方向及很多的提醒。當

中，老師也有提到學習是終生的過程。另外，我學

習到，符合教學法的聖經教導需要多些從學生的角

度作出發點；並且，聖經的教導是成全大使命的兩

個方面之一，對聖經教師而言，這又是一個謙卑的

服待。

過了暑期的小休後，我又要繼續在這主日學教

師的崗位上事奉了。通過三期“主日學教師證書課

程”的學習，我以前的“自信”現在變得更加懂得

要倚靠神，要學習與聖靈同工。

張葉玉美
南卡城華人播道會的主日學老師

8月20日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靜水旁的感動/ 陳鈞陶老師

8月27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四章“神的應許與亞伯拉罕的信”/ 方豪牧師

9月10日 怎樣處理灰心喪志？/ 陸馬潔慈牧師

9月17日 如何克服孤單？/ 陸馬潔慈牧師

9月24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五章“行在榮耀盼望的路上”/ 方豪牧師

10月1日 猶太節期之贖罪日與約拿書何干？/ 劉玉茵博士

10月15日 抬頭望…… / 陳燕薇傳道

10月22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六章“因信稱義的果效與基督聯合”/ 張林傳道

10月29日 傳道書的人生觀/ 陸超明牧師

11月5日 畫出生命之道-潔與不潔的動物/ 陳鈞陶老師

11月12日 邁向成熟/ 陳燕薇傳道

11月19日 2022加拿大基督徒教育大會 / 鄒永恆牧師(大會專題+39個分組講座)

11月26日 神的福音：羅馬書第七章/ 方豪牧師

(接上頁) 



中国事工

棉棉一家現居住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偏遠縣城的

山區，除父母外，家中有三個女兒，棉棉是長女，和

妹妹都是多年來愛心植苗受助的學生，目前棉棉已上

初中，妹妹在上小學。一家人每週都會到教會參加禮

拜。

棉棉的父親早年生病落下病根，2014年開始雙腿

需要拄雙拐行動。目前家中經濟來源主要來自於家中

種田和培養木耳的收入，以及母親外出打工。雖然家

中主要勞動力少，收入低，但是父母仍然在弟兄姊妹

幫助下，讓棉棉姐妹進入學校學習。希望她們可以通

過學到的知識為自己獲取美好的未來。棉棉姐妹平時

在家中也會分擔家務，如劈柴、餵養家畜等等，農忙

時節幫助耕種和莊稼收穫。

雖然家中存在一定經濟壓力，但是棉棉一家仍然

樸素樂觀，對生活充滿希望，在積極祈禱的同時，他

們也在為更好的生活奮鬥，在家時也會與父親製作一

些工藝品出售，為家裡增加收入。相信棉棉姐妹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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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會成為有知識力量的社會分子，為將來的美好生

活奠定基礎，也為社會貢獻力量。

對於愛心植苗資助，全家人對此很是感激，

因為愛心植苗的資助，他們不僅得到了經濟援助，

還感受到了來自基督教會的溫暖愛心。他們會銘記

來自上帝與各位資助者的愛心。雖然不知道前路如

何，但相信他們在未來也能夠好好的生活，不負期

待，收穫自己的平安喜樂。

圖/文: 植苗青年  良銳 

植苗计划访问

棉棉的家庭

“植苗計劃”至2022年10月，在河南、廣西
、雲南三省的偏遠地區資助543位兒童

少數民族（非漢族）：455（83.7%）

一般家庭（與父母居住）兒童數： 469（86.3%）

特別狀況家庭兒童數：74（13.7%）

單親家庭：28；與親戚同住，父母單一方死亡或棄家： 10；父母皆外出工作的留守兒童：36

已有資助人的兒童：436 (80%)

尚未有資助人的兒童：107 (20%)

2005年至2022年9月止，共累计资助3280儿童。

 男孩259名（47.6%） 女孩284名（52.4%）

 傳道人子女25名（4.6%） 信徒子女449名（82.7%） 非信徒子女69名（12.7%）

 學前班1名 小學150名（27.6%） 初中206名（37.9%） 高中以上186名 (34.2%）

合共5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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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尋找牧養新方向

內地教會面對信徒疫情後習慣了線上聚會/牧養，又

或者對教會的期望轉變；無論繼續要在線上牧養或

能回到實體聚會，牧者都需要在持續的禱告及聖言

裡面心意更新而變化，尋找出牧養的新方向。 

學習以開放和不躲避的態度談性

福音證主協會回應內地教會對性教育的需要在九月

份開辦了一個為期4次的課程，基於基督徒的價值觀

教導家長/教會如何向下一代進行性教育。來自六個

不同省份和自治區接近一百位家長、牧者和主日學

老師報名參加了該次的網上課程。課程後有學員回

饋：“以往從坊間得到零碎的性教育知識，但今次

能有系統地按著基督徒的價值觀來學習，實在得益

不淺。現在就懂得如何有系統地跟教會內的青少年

人進行性教育。”求主幫助家長和牧者們學習以開

放和不躲避的態度，回應孩子對性好奇的態度或疑

問，這樣才能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之中，向孩子灌輸

正確的性觀念。

“打零工”成為就業的新選擇

內地越來越多民眾開始“打零工”，“打零工”指

短時工、臨時工、靈活工等非標準的就業模式。 

“零工”一方面具有靈活性，也能吸引需要照顧孩

子的女性參與就業，也為年輕人在本職工作之外獲

得額外收入。另一方面，也面臨低收入和不穩定

的處境。求主保守民眾在不斷轉變的就業型態中能

找到合適自身處境需要的工作模式；也求主看顧從

事“零工”的勞動者，能在各項勞動者權益中得著

保障，如 : 職業傷害預防、收入保障、健康關懷等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