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費用 (包午膳) Cost (lunch included)： 個人 Individual   每位$35/person
    團體 Group (5人或以上 / 5 or more) 每位$30/person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現金 Cash 支票 Cheque (抬頭 payable to “C.C.C.”)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Name of Cardholder：         

Credit Card Number (16 digits)：   Expiration Date： Signature of Cardholder：

             

活學、活教―從聆聽到教導：一個生命成長的旅程

主日學及聖經教導事工研討會2016

Sunday School & Bible Teaching Ministry Seminar 2016

姓名 Name：      (中)       

地址 Address：      Postal Code：      

電話 Phone：     電郵 Email：       

參加教會 Church：               

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並設分組專題(13組)可任選2組 Choose 2 Workshops: AM (11:00am-12:30pm), PM (1:30-3:00pm)

主題 / Workshop Topic    講員 / Speaker     語言 / Language
1.   多變世代中的不變真理    鄒永恆牧師    AM-粵       PM-國
2.   愛上主日學     黃文超牧師    AM-國        PM-粵
3.   讓你的查經課程動起來！    蕭智雄牧師    AM-粵       PM-國
4.   塑造屬靈品格從好習慣開始   鄭偉樑博士    AM-國        PM-粵
5.   如何強化查經的應用部份    陸超明博士    AM-粵       PM-國
6.   如何推動合齡基督教教育事工    劉玉茵老師    AM-國        PM-粵
7.   以關係為本的青年主日學教導   王建革傳道    AM-粵       PM-國
8.   眼前一亮：解讀先知書     陳燕薇傳道    AM-國        PM-粵
      如何裝備及回應進化論的挑戰？概況、資源、培育 屈思宏博士
      How to Equip and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y Evolution? Survey, Resources, Nurturing Dr. Simon Wat 
      重繪道德教育：七宗罪與基督徒人格塑造  錢廣強先生
      Teaching for Moral Growth: The 7 Deadly Sins and Christian Character Formation  Mr. Laurence Chin 
      教學裡的靈命塑造    鄧天太牧師
      Spiritual Formation in Teaching    Rev. Pierre Tang
      愛的管教     湯邱佩華傳道
      Discipline with Love    Pastor Tesera Tong
      兒童活動教學示範——全副軍裝   李慧貞老師
      Teaching Children Creatively ─ Armor of God  Ms. Diana Lee

9.           AM-Eng       PM-粵

12.           AM-粵       PM-Eng

10.           AM-粵       PM-Eng

11.           AM-Eng       PM-粵

13.           AM-Eng       PM-粵

請將報名表及費用交回/郵寄/傳真至本會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with payment in person/mail/fax to：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Canada)
Address: 15-155 East Beaver Creek Road, Richmond Hill, ON, L4B 2N1  
Tel: 905-907-1944 / 647-799-6333 Canada Toll-free: 1-855-907-1944 Fax: 905-907-1439
Email: ccc@ccintl.com  Website: www.cccanada.org

Received by:   Date:   Remarks:   



分組專題講員及內容簡介 分組專題講員及內容簡介

專題13：兒童活動教學示範——全副軍裝 
Storytelling Workshop (AM-Eng/PM-粵)

透過活潑的手工製作，加深孩子認識以弗所書的全副
軍裝——救恩的頭盔、公義的胸牌、真理的腰帶、
信德的籐牌、聖靈的寶劍、傳平安福音的鞋(弗六
14-17)。會介紹兩種不同難度的製作，以切合不同年齡
孩子的需要。
Through making the Armor of God from Ephesians 6:14-17, 
children will have an unforgettable memories of these gadgets and 
the purpose of them. The workshop will work on one easy and one 
advance level for younger and older children.
李慧貞老師 Ms. Diana Lee 
資深美術、手工藝導師，現任社區中心素描及水彩畫
導師、加證兒童聖經樂園導師。
Experience Arts and Craft instructor. Teaching sketching and watercolor 
painting in community centres. Instructor of CCC Bible Wonderland.

專題10：重繪道德教育：七宗罪與基督徒人格塑造
Teaching for Moral Growth: The 7 Deadly Sins and 
Christian Character Formation 
(AM-粵/PM-Eng)

教學就是將聖經道德意識與世俗道德意識的位置互
調。七宗罪(傲慢、嫉妒、惱怒、怠懶、貪婪、
荒宴、淫慾)致命的地方就是使人對世界的關注、
身體和靈性與神創造的原意隔離，否定神的主權而
自我作主。
The seven deadly sins (pride, envy, anger, sloth, greed, gluttony, lust) were 
named because of their devastating effect toward a person’s spiritual 
condition. Teaching is a process/journey of moral change/transformation 
from a natural inclination to a more Biblical character formation.  It is said that 
the deadly sins can be overcome by the cultivation of Biblical virtue (faith, 
hope, love;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
錢廣強先生 Mr. Laurence Chin 
漢語網絡神學院實習教育主任及神學系專任講師，
多倫多威克里夫學院神學博士候選人。自1990年至
今擔任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成青主日學部校長，
現任基教部理事。負責訓練基教人員、主日學教師、
編排各語言堂主日學課程及策劃基教部事工目標與
方向。
Sessional Lecturer (Toronto School of Theology); Lecturer (NYTEC-
COST); Head of Christian Ed Dept (Logos Baptist Church - Milliken). He 
has been involved with administration, developing and equipping 
Christian educators in his home church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is 
ministerial interest is Mentor and Mentoring;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ological Ethics.

專題12：愛的管教 Discipline with Love 
(AM-粵/PM-Eng)

當老師忙於應付孩子的頑劣行為，有時反而忽略了
他們屬靈上的飢渴。除了仰賴禱告與忍耐，讓我們
來學習一些在主日學裡如何以愛去管教孩子的竅門，
透過預防性與應對性的方法來提昇教學的效益與
興趣。
Spiritually hungry children may get left behind while teachers deal 
with bad behaviors. Besides prayer and patience, let’s come and 
learn some handy tips of classroom discipline with love from both 
a preventive and responsive approach so as to make teaching 
more effective and enjoyable.
湯邱佩華傳道 Pastor Teresa Tong 
畢業於天道神學院，主修教牧與兒童事工，並於美國
Fuller神學院攻讀家庭/青少年博士學課程。創辦培恩
4CM兒童事工發展中心，為顧問傳道，專心牧養/輔導
本地各教會及宣教工場的兒童事工領袖，並為神學
文憑課程講師。
The Founder and Consulting Children’s Pastor of BLESSING4CM. She 
graduated from Tyndale Seminary with an MDiv degree, majoring in Pastoral 
and Children’s Ministry and is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DMin for Family and 
Youth Ministry) of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he is now focusing on 
mentoring ministry leaders and training workers of both local churches and 
oversea at mission fields and being a seminary lecturer for Theological 
Diploma courses.

專題11：教學裡的靈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in 
Teaching (AM-Eng/PM-粵)

聖經的教導不應只停留在知識的傳遞，而是可以培育
教導者和學生的靈命塑造。我們將會探討如何用活潑
生動的教學方法，激發信徒追求進深與主的關係。
也會剖析目前北美華人教會裡「四代」信徒在靈命
塑造的特徵。

專題9：如何裝備及回應進化論的挑戰？概況、
資源、培育 How to Equip and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y Evolution? Survey, Resources, 
Nurturing (AM-Eng/PM-粵)

人類真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化石真能夠證明進化論？
進化論真有實驗根據？本講座試從進化論基本原理
入手，以討論發展近況，並列舉各方資源，以提供
基教之用。最後亦討論教會應如何培育下一代信徒，
承擔基督教的科學使命。
Did humans really evolve from apes? Can fossils provide evidences for 
evolution? Does evolution have experimental bases? The seminar 
therefore attempts to begi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followed by 
recent developments.  I will also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resources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Finally, we will discuss how the church can nurture 
the next generations for Christian vocation in science.
屈思宏博士 Dr. Simon Wat 
紐約神學教育中心漢語網絡神學院專任講師，並常於
加拿大建道中心講授神學課程。他早年修讀物理。
現志於探究自然科學不同領域，與信仰對話。
He is a full-time lecturer at the Chinese Online School of Theology (New York 
Theological Education Center), and a frequent lecturer at the ABS Centre of 
Canada. He studied physics early in hi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e is now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natural sciences in dialogue with Christian faith.

專題8：眼前一亮：解讀先知書  (AM-國/PM-粵)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奉差向神的子民說明神的心意。
只可惜，我們對先知書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其長篇
大論及重覆之中，因而使許多人卻步，不敢花時間
來理解先知書。本工作坊介紹明白先知書的原則，
使我們可以深入淺出地認識先知書。

陳燕薇傳道 
天道神學院道學碩士、多倫多神學院神學碩士，
並於多倫多大學修讀神學博士課程，主修聖經研究。
近年致力於教學、編寫多元媒體主日學教材、翻譯聖
經等事工。現為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事工總監、
「3D研經系列」主編，證主聖地團隨團講師及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客座講師。

專題7：以關係為本的青年主日學教導
(AM-粵/PM-國)

主日學教導除了是知識的傳遞，更應著重生命的
傳承。我們將討論如何建立以關係為本的青年主日學
教導職事，集思廣益，讓教會的青年人除了獲得
知識的餵養，更能繼往開來，讓生命不斷影響生命。

王建革傳道 
畢業於天道神學院，曾先後參與士嘉堡華人浸信會
基教事工，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巴里市植堂工作，現為
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青年傳道。

專題6：如何推動合齡基督教教育事工
(AM-國/PM-粵)

分齡事工容易引來分化教會中不同年齡文化的會眾，
本工作坊重點在提供合齡事工的可能方案，以補充
及輔助分齡事工，完成教會一家親的肢體生活。

劉玉茵老師 
美國惠敦大學傳理系文學碩士，美國芝加哥三一神
學院教育系博士生，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前總幹事，
證主聖地團隨團講師，曾任多間神學院客席講師，
致力推動教會聖經教導事工。

專題4：塑造屬靈品格從好習慣開始 
(AM-國/PM-粵)

品格就是所有生活習慣的總和；屬靈品格就是所有
屬靈習慣的總和。讓我們確認十個重要的屬靈習慣，
探討家長和主日學老師如何幫助孩子從小可以養成
這些習慣，好品格已經形成，他一生受益匪淺。

鄭偉樑博士 
畢業於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CTC教育出版社社長，
參與成人主日學教導工作凡30年。著作包括《植樹者
的夢》、《築橋者的夢》、《為子女添上一雙高飛
的翅膀》、《智財教育》等。近年致力推動家庭教育
理念，到世界各地服侍。

專題5：如何強化查經的應用部份 (AM-粵/PM-國)
這次專題是承接去年有關應用聖經的概念介紹，指出
如何具體地在查經裡加強應用的部份。講題內容首先
涉及三種應用（胡亂的、借鏡的、權威的)，倡導
如何以「聖經應用橋」為工具，廣泛附以聖經例子，
引導弟兄姊妹把靈訓具體地實行，特別適合教會中
負責帶領查經和希望聽道並行道的弟兄姊妹。

陸超明博士 
畢業於天道神學院神學系，一直以來關注聖經研讀
和神學教育普及化的課題。現為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義務傳道，並在加拿大建道中心講授神學課程。聖經
查考的應用問題是陸博士最新的努力方向，盼能推動
信徒對這研經缺口的關注和思考解決的方法。

專題1：多變世代中的不變真理 (AM-粵/PM-國)
廿一世紀是一個多變的世代，如何將不變的真理在
這多變的世代中清楚傳遞呢？如何教導信徒用不變
的真理去面對多變的世代？本講座將探討今天聖經
教師需要注意的原則。

鄒永恆牧師 
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基督教教育及
領導學）及博士後研究（成人教育與基督教高等
教育）。現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務長及實踐神學
副教授、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校區教務長及
神學研究碩士課程主任、烈治文山循理會義務牧師。
鄒牧師多年來於北美、東南亞及中港台各地主領
基督教教育講座、師資訓練及基教主日等聚會。著有
《活學、活教、建立主門徒：基督教教育導論》、
《基督教教育導論》、《認識使徒行傳及初期教會》
教師本、《認識摩西五經》教師本、《教育理念與
基督教教育觀》、《認識逾越節：救恩四步曲》研讀
手冊等。

專題2：愛上主日學  (AM-國/PM-粵)
現今大部份教會的主日學都呈現衰退現象，學生人數
顯著減少，主日學漸失以往的光芒；甚至有學者宣稱
主日學已開始沒落，建議把它「埋葬」，再為教會
重建另一些教育部門。到底為甚麼信徒不愛參加
主日學？本專題旨在探討主日學衰落的原因，並找出
改善方案，期望更多信徒「愛上主日學」。

黃文超牧師 
教牧學博土(D. Min) 。現任密城（國語）華人基督
教會主任牧師、加拿大恩福神學院及加拿大華人
神學院客座講師。曾於香港、加拿大教會牧會多年；
也是國際差傳協會宣教士，負責培訓中國教會
傳道人。

專題3：讓你的查經課程動起來！(AM-粵/PM-國)
先以歸納法抓準經文重點，釐定課程目標，設計創意
活潑的破冰，再揉合頭、心、手、足的引導技巧，
讓知識和生命經驗掛鈎，使你的課程活起來！動
起來！

蕭智雄牧師 
萬民福音堂主任牧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基教課程
講師，加拿大校園團契資深培訓同工。

Bible teaching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of spiritual formation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rather than merely knowledge transfer. 
We will explore some creative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nurture 
the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will also assess the spiritual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generations" in current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hurches.
鄧天太牧師 Rev. Pierre Tang 
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國際關係系，加拿大神學院
（沙省雷城）道學碩士。現為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堂
牧師及主任牧師職事組成員。
Rev. Tang graduated from Americ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finished his MDiv in the Canad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Saskatchewan Ray City). He serves at North York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s the Cantonese leading pastor, now he is the member in 
Senior Pastor Operation Team in NY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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