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戴德⽣宣教情 詳表

時段 編號 主題 簡介 講員 簡介

研討會 
加東 2:00-3:30 
加⻄ 11:00-12:30

The Cry of the Restless 
Hearts

In his “Confessions”, Augustine of Hippo wrote 
one of the greatest sentences ever written: 
"Because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till they find their rest in 
Thee.”  It’s that restlessness that has driven 
many to cross over cultures, borders and 
generations t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have 
never known Christ’s love and truth.  Among 
them are the recipients of the HTL Scholarship in 
2020 and 2021.  Come hear the cry of these 
restless hearts as they share they journey with 
us!

主持：忻晉宇牧師 Rev. C.Y. Yan

Recipients of HTL Scholarship 2020 
& 2021

⼯作坊 
加東 4:00-5:15 
加⻄ 1:00-2:15

⼀ 神的⾜蹟在古巴（粵語） 想到古巴，好像只想到旅遊，卻少有想到跨⽂化宣
教的契機。原來在三⼗年前神已在當地發動⼤復
興。這講座將為你介紹加拿⼤華⼈教會也可在這歷
史時刻，成為古巴教會有效的跨⽂化宣教伙伴，助
⻑植堂倍增運動的燃點！⼀個從不可能成為可能且
可⾏的宣教時機！

岑廣河牧師夫婦 牧會多年，仍念念不忘宣教的使命。岑牧師夫婦於多年前蒙神感召，啟動了
華⼈教會向古巴跨⽂化宣教之事⼯，並引介「華福」與多家華⼈教會⼀同參
與，漸⾒成果及⼯場（東古巴）莫⼤的潛質。

劉⽟林牧師 多年在多倫多北區華⼈浸信會牧養，現為該會的退休牧師。退休後積極參與
古巴宣教。

⼆ 受壓孩⼦的呼聲（粵語） 當我們過着安穩的⽣活，很難想像有些孩⼦在⿊暗
世界裏過着⾮⼈⽣活，在短宣經 歷中 (如柬埔寨、
緬甸、⾮洲、羅⾺尼亞) ，我們不斷地聽到受壓孩
⼦的呼聲。透過分 享，希望能讓我們明⽩他們的
苦況。耶穌說：「餵養我的⽺」，聽著這些⿊暗國
家的 ⼩⽺在呼喊，我們能坐視不理嗎？

湯邱佩華博⼠ Dr. Teresa Tong 畢業於美國 Fuller 神學院博⼠系（家庭/⻘少年事⼯），創辦培恩 4CM 家庭/
兒童事⼯發展中⼼，專⼼牧養/輔導各教會及宣教⼯場的教牧同⼯領袖，為建
道/天道神學院講師、基督徒華⼈親⼦會董事，多年帶領團隊到世界各地貧困
地區作宣教事⼯。

三 國語教會及基督徒

如何⾛⼊跨⽂化宣教領域? 

（國語）

對⼤多數的國語教會，跨⽂化宣教是⼀個較陌⽣的
事⼯範疇。本講座邀請到在不同族群中有跨⽂化宣
教經驗的華⼈宣教⼠，分享他們的⼼路歷程，並給
國語教會及基督徒從事跨⽂化宣教的建議。

主持：陳明道牧師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郭定牧師及師⺟ 曾是加拿⼤浸聯差會（CBM）駐⾦三⻆地區的宣敎⼠，⽬前擔任CBM全球華
⼈事⼯組的組⻑。

李定宇牧師及師⺟ 曾任加拿⼤宣道會在拉丁美洲宣教⼠

Daniel 牧師 ⾮洲內地會在北⾮宣教⼠, 曾在加拿⼤牧養華⼈教會

四 跨⽂化宣教——理論與實踐
（國語）

跨越⽂化傳播福⾳牽涉三種⽂化，⾸先回到聖經當
時⽂化去解碼，然後在受眾⽂化形式中重組編碼，
在過程中盡量減少從宣教⼠⽂化⽽來的⼲擾。

陳榮基牧師博⼠ Rev. Dr. Peter Chan ⾹港出⽣,台灣⻑⼤,夏威夷⼤學⽇⽂系畢業。前海外基督使團跨⽂化宣教⼠，
全家赴⽇開荒植堂⼗年，建⽴⽇本⼈教會。現任加拿⼤華⼈神學院宣教科特
約教授。

五 Who is my Neighbor? 
Sharing God's Love and 
Hope with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 (English)

Michael and Man will share mission experiences 
living among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 and 
how we best can share the hope and love of 
Christ,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se times of deep 
grief and loss

Rev. Michael & Man Sandstrom

善⽶⾼牧師、善雯師⺟

The Sandstroms have served among 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s for over 
20 years. They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ministries as well as in urban inner-city outreach. Michael is also President 
of CIAM Media which today broadcasts in 31 locations across Canada with 
strong focus on Indigenous programming and content (ciammedia.com). 

⼯作坊 
加東 5:30-6:45 
加⻄ 2:30-3:45

六 近在咫尺 - ⼤溫哥華跨⽂化
宣教機遇（粵語）

本聚會將會和⼤家分享當中事奉的機會及體驗：

1. 教會認領難⺠

2. 教會關顧已到埗的難⺠

3. 探訪及幫助內陸原住⺠

4. 本地錫克教群體

5. 墨⻄哥網上訪宣

羅志明牧師 Rev. Xavier Law 在⼤溫哥華「⾨諾弟兄會」的堂會中事奉了差不多⼆⼗四年。對差傳尤有負
擔，牧會期間, 數度前往⾮洲加納、加拿⼤亞省、卑詩省北部、中國、柬埔
寨、委內瑞拉、巴⻄、薩爾瓦多、哥斯達尼加，墨⻄哥, 以及烏克蘭的羅姆⼈
的社羣中作短宣服待。

現為「加拿⼤環球宣愛協會」（Alliance Global Serve Canada）董事會主席, 
並於宣道會「菲沙崙教會」中牧會。

七 鐵幕裂開後 After the Iron 
Curtain（國語）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最後蘇聯解體，華⼈到東
南歐、俄羅斯等地經商，年輕⼈出國留學，在這些
⽣活費相對低⼜⽐前開放的環境謀⽣和學習．這正
是⼀個廣⼤的福⾳⽲場，許多基督徒卻往往因⾔語
不通⽽卻步．讓我們來了解這個曾經被封閉⽲場的
需要和機會，神在過去⼆⼗年所成就的⼤事，並在
前⾯對你我發出的呼聲。

蔡家愉傳道 Pastor Judy Choy 從事電腦專業20餘年，全職事奉約20年，⾃1995年參與短宣，包括烏克蘭⼗
數次。

四位分享嘉賓都為加拿⼤國際差傳協會 SEND International of Canada ⻑期或短期宣教⼠

夏⾺⽥牧師 Rev. Martyn Hartley 退休宣教⼠， 開拓俄羅斯、東歐散居華⼈事⼯

關靜嫻姐妹 Wendy Quan 1979年信主後便作職場宣教並參與短宣, 2002年開始為SEND 短期宣教⼠，
⾜跡遍達四⼗多個國家

廖少舫牧師博⼠ Rev. Dr. Stephen Liu 曾牧養教會，⾃2011年為SEND 全時間宣教⼠

⿈建磐牧師 Rev. Joseph KP Wong 牧會多年，⾃2015年為SEND 全時間宣教⼠

⼋ The Importance of Your 
Jerusalem (English)

We are all called to be a missionary in our 
Jerusalem.  The local contemporary church has 
done a good job of focusing on the needs of 
overseas missions, however the great 
commission gives equal weight to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people that are near to us, 
our neighbours,  This workshop is designed to 
inform and challenge you of the importance of 
your Jerusalem.

Dorothy Wong Before joining staff at Toronto City Missions in 2011, Dorothy volunteered in 
the Youth Extreme program in St. James Town. She now serves as 
Manager of Operations; encouraging, equipping, and supporting the Body 
of Christ to build up Christian leaders in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poverty.

九 難⺠危機與普世差傳

（粵語）

根據聯合國難⺠公署的資料顯示，⾄2020年底，
全球有8,240 萬⼈因遭受迫害、暴⼒衝突、⼈權被
侵犯或嚴重擾亂事件⽽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其
中約3,500萬是⼗⼋歲以下未成年⼈⼠，這些流離
失所者當中有2,640萬⼈被定義作難⺠。⾯對戰亂
帶來的難⺠危機，作為基督徒如何伸出援⼿？同
時，難⺠問題亦加據了世界⼈⼝流動，從地極⽽來
的未聞福⾳者帶來成了我們的鄰舍，跨⽂化宣教已
經近在咫尺。

李傳頌牧師 李牧師於1996年加⼊年華傳擔任⾏政⼯作，1999年被派駐泰北、緬甸宣教⼗
年，2010年開始出任華傳加拿⼤執⾏主任⾄今。

⼗ 宣教？前往？差派？…？

（粵語）

宣教 5W…

Why-為何要宣教？

What-什麼是宣教？

When-何時要宣教？

Where-哪裡是宣教⼯場？

How-怎樣參與宣教？

....前往？差派？⾦錢奉獻？還有其他嗎…？ 

⾱佑銓傳道 前曾在⾹港及多倫多等數間銀⾏任職會計師和核數師。⾃ 1988 年開始在安省
城北華⼈基督教會、恩⾬之聲、號⾓⽉報及證主書屋事奉。最後任加拿⼤國
際差傳協會宣教⼠凡 18 年之久⾄ 2019。期中包括 4 年被派往天道神學院協
助增進跨⽂化部⾨的教育事⼯。現時仍有參與洛桑國際福⾳協會加拿⼤分會
董事會（22 年）和「宣教⼼視野」課程事⼯。與妻共育有四⼦⼥及六孫兒。

賀梁佩珠牧師 - 2019 年起任本拿⽐宣道會義務宣教傳道，並在 2021 年 10 ⽉底完成宣道
會按牧要求。


- 2011 年起任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宣教⼠，致⼒於⿎勵加拿⼤華⼈教會參
與誇⽂化事⼯。


- 過去七年帶領⼗多隊短宣隊到秘魯原住⺠、秘魯華⼈、泰國⼩數⺠族及寮
國傳福⾳和探訪。


- 舉辦及協辦⼆⼗多個「把握時機」宣教⽣命課程，現任卑詩省地區中⽂課
程聯絡⼈。


- 參與中⽂「宣教⼼視野」課程核⼼⼩組，協助推動課程。

主題講座 
加東 7:15-8:30 
加⻄ 4:15-5:30

兩代宣教情 A Living Legacy 宣教本來就不是⼀代⼈的事，因為教會歷史告訴我
們，單⼀代是不可能完成主耶穌基督的⼤使命，所
需要乃是薪⽕相傳。然⽽，單⼀家庭能有兩代的宣
教⼈是如何被神塑造出來的呢？他們怎樣經歷了不
⼀樣的掙扎，按恩賜才幹為神所⽤？讓我們透過認
識三個宣教家庭的兩代服侍，⼀同探討學習闔家⾒
證神。

主持：譚⽂鈞牧師 Rev. Francis Tam 現任「世界華福加拿⼤聯區」總幹事，曾任植堂牧師、主任牧師、「加拿⼤
華⼈宣道會聯會」執⾏總幹事、「加拿⼤華⼈神學教育協會」義務總幹事及
「世界華⼈宣道會團契」總籌。

簡國慶牧師 Rev. Jonathan Kaan 滿地可華⼈宣道會退休牧師 Montreal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retired pastor

簡戴德牧師 Rev. Dick Kaan 加拿⼤宣道會駐法國/歐洲國際同⼯ The Alliance Canada International 
Worker to France/Europe

蔡證光牧師 Rev. Choi Ching Kwong 澳⾨基督教會信⼼堂創辦⼈ Founder of Macau Christian Faith Church

菲律賓、澳⾨退休宣敎⼠

蔡袁惠儀師⺟ Ms. Yuen Wai Yee 菲律賓、澳⾨退休宣敎⼠

董上⽺牧師 Rev. Dong Shang Yang 歐亞⾮⼯埸主任 Field Director 華⼈福⾳普世差傳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董蔡佩恩師⺟ Ms. Choi Pui Yan 華⼈福⾳普世差傳會宣教⼠ Missionary of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Mok family Both generations are involved in cultural work in 3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