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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在撰寫教牧學博士的論

文，關於如何提升教牧的婚姻關係。

其中一個部分是夫妻關係狀況問卷調

查，加拿大各地共有87位教牧填寫了

問卷，香港、中國背景的各有38位，

其他則來自臺灣和別的地區。其中一

個問題“我的壓力比疫情前更大”，

選擇“同意”的達34.5%，“非常肯

定”的也有9.2%。將近一半（43.7%）

的教牧認為，疫情以後承受更大的壓

力。 

     疫情確實帶給教牧相當大的挑

戰。疫情初期，所有聚會突然要轉到

網上，這些決定重大且緊急，要不斷

開會討論，事後一大堆瑣碎、具體的

安排，同時要惡補電腦技術，加上會

友因疫情出現各種狀況，失業、生病

或家庭矛盾等等，教牧猶如救火員，

疲於奔命，在關顧上比疫情前投入更

多時間。與此同時，講道、主日學、

團契小組和帶領教會等日常服事，沒

有減少，反而比疫情前更繁重。比如

一些原來無法或不需要參加的小組和

部門會議，因為網上聚會的方便，現

在也要參加了。有教牧分享，每天晚

上都有網上聚會，一天兩、三個會議

更是成為常態。如此忙碌，還有多少

時間留給自己和家人？ 

    經過一段時間，教牧逐漸適應疫

情的忙碌狀態。但疫情反反復複，政

府的封城法規又常朝令夕改，計畫永

遠趕不上變化，教會實體聚會開了又

關，關了又開。做每一個決定，都經

過一輪內心掙紮，以及許多小時的開

會討論和預備，真是令人十分頭痛！

更加令人難過的是，不管是什麼時候

開始實體聚會，有怎麼樣完善的防範

措施，總有會眾不滿意，輕則在背後

說三道四，重則告上長議會甚至離開

教會。教牧作為教會領袖，自然要承

受這些指責，真是有苦難言，壓力山

大！ 

     作為傳道人，我感恩能在疫情中

與一些教牧同行，見到他們在服事上

盡心盡力，那種愛神愛人的心，常常

感動我。然而我也見到他們的難處，

體會到他們面對何等大的壓力！以上

所述僅是冰山一角，一般來說，教牧

不願意也不想告訴會眾自己的難處，

免得產生誤解或者絆倒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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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機構服事，沒有這些顧慮，反能暢所欲言。 

 當教牧因著愛神的緣故，甘願承受種種壓

力，仍然忠心牧養羊群時，誰來關心、愛護他們

呢？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你的牧者十分需要你

的關愛！你可以成為一位支援關愛牧者的天使！

使徒保羅勉勵我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

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戒你

們的。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

們。”（帖前五12-13），“敬重”原文的意思

是“知道”，指認識、承認、欣賞一個人的價

值。保羅強調，對於教會這些勞苦服事的領袖

（包括教牧），作為被牧養的人，應格外的重

視、尊重、欣賞他們。 

 弟兄姐妹們，從今天起，你能以怎麼樣的

具體行動為愛你、服事你的教牧加油呢？你的一

杯涼水在神的眼中是極其寶貴的！（太十42） 

        甄健威牧師 

 

《婚姻成長學》 

婚姻關係在諸多的壓力之下如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基督徒的婚姻也不例

外。如何從聖經出發，結合近代研究，

從而有效建造和諧的夫妻關係？《婚姻

成長學》是其中一本傑出著作。本書的

內容基於美國PREP婚姻成長課程，是數

十年研究成果的呈現，證明能有效幫助

基督徒夫婦。夫妻若能一起閱讀此書，

認真完成每章最後的個人反思，並彼此

分享，婚姻關係必能不斷成長，更上一

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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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生命 

 在新一年的第一天，我倆夫婦慣常一起靈修

的約會，我們翻開聖經創世記「起初，神創造天

地。地是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

水面上。」這是聖靈第一次在聖經的描述中出

現；我們夫婦倆張開雙手，祈求聖靈臨格在我們

當中。 雖然環顧四週負面的新聞、新冠病毒、

情緒困擾、癌病、戰亂、不公平待遇、氣候變化

等等,  當面對不明朗、不能夠掌握前面的每一

步, 我們感恩聖靈時常與我們同行，就好像保惠

師時刻用聖經的話語提醒我們不要怕、只要信。 

我倆夫婦感恩在過去一年，每天一起閱讀上帝的

話語，明白祂的旨意, 在年終把全本聖經看完一

次；在新的一年，我們又重新閱讀上帝的話語, 

並且互相分享當中的得着，在疫情裏面，我們靠

着聖靈每天逆流而上, 重新得力。 

 我記得一位屬靈偉人曾言道：「活得精彩， 

靜中反思；活得精彩，付諸行動。」經過反思的

生命，恍似毛蟲經過蛻變而變成一隻美麗的蝴

蝶; 在蛻變的過程中, 透過祂的話語，上帝不斷

雕琢我們不是的地方，反思中讓我們看見自己本

相的醜陋，「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們知道世上沒有一人在祢面前能夠站立得住，

然而，祢有赦罪之恩。感謝祢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經歷被召喚, 靈裏得甦醒而回應、沉默中

找到自我的本相以及上帝的奧秘而雀躍，在掙扎

中我們學懂放下纏累我們親近神的枷鎖; 感恩祢

讓我們經歷靈性成長的突破而帶給我們那從上帝

而來的喜樂與平安。「活得精彩，付諸行動」我

倆感恩上帝賜予我們身邊的恩師, 時刻教導我們

思而又行, 知行合一的道理。「因為聽道而又不

行道的，就像人對着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

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書1:23-

24 主耶穌如何遵行天父旨意並且在生命中行出

來，我們也同樣學習努力將福音傳揚、為遠方的

宣教士禱告、捐贈食物到社區中心給有需要的人

士、與患難的弟兄姊妹同行。感謝上帝賜下「同

行者」讓我們經驗聖靈的引導、生命中珍貴的功

課。 

 人生在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其實明

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

管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這

事、或做那事。」雅各書4:14-15。既然生命是

自己不能掌握控制，而且像雲霧一樣轉眼即逝，

何不將我們的明天交托給上帝、將我們的生命當

作活祭呈獻這份不一樣的新年禮物給祂呢？ 

      

      歐陽趙錦儀 

    （多倫多粵語帶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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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的你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夫婦從相戀到現在，

轉眼已超過30個年頭，回頭看來，一路都是神的

帶領，滿滿的都是祂的恩典。 

 我們在大學是同班同學，從相識到相戀，

校園的生活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憶，特別是回憶

起我們在同一張課桌上一起完成課程的作業，那

幅畫面還是歷歷在目。畢業之後，帶著對前途的

憧憬，我們踏入了當時還算是新興的計算機行

業。 90年代初的上海，快節奏的工作和繁忙的

生活讓我們覺得這個城市每一天都在發生翻天覆

地的變化，我們的生活看上去也都在正常的軌道

上運行，結婚、生子、工作，似乎都是在向好的

方向發展。就是在這樣的不知不覺中，我們夫婦

漸漸發現起初彼此戀慕的愛情開始慢慢的冷漠

了，爭吵也日漸頻繁，怎麼會這樣呢？當初的海

誓山盟開始搖搖欲墜，更可怕的是我們居然找不

到解決的辦法，難道是周圍環境的影響嗎？在掙

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選擇了全家移民到溫哥

華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那是在2001年，那年我們

的兒子才5歲。然而誰又曾想到這正是上帝給我

們所預備的最好的出路，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上帝是誰。 

 

 

 

 

        

          （移民之前在黃山） 

  

在國內只有偶爾在聖誕節的晚上才去過教堂，吸

引我們的是那些佈置的燈飾和對西方宗教的好

奇。到了溫哥華之後第一次來到教會，我們被弟

兄姐妹口中唱出的讚美詩歌和臉上所展現的平安

和喜樂深深地吸引。 2003年，我們的女兒出生

了，教會的弟兄姐妹用那種從上帝而來的愛圍繞

著我們一家。不可思議的是，我們這兩個學理工

科的居然放下“理性”，在信仰這麼重要的事情

上，還沒有了解得很清楚就受洗信主了，何等奇

妙的恩典。 

 

 

 

 

 

 

   

 

 

 

        （ 受洗了！） 

 在2006年參加了家新的恩愛夫妻營，在營

會中神醫治和赦免我們夫婦之間過往的傷害和虧

欠，彼此的認罪和道歉讓我們又可以回到了起初

的愛。 2008年開始參與家新的事奉，夫妻共同

的事奉實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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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裝備，一起成長，共同面對挑戰，共同經歷

神。一次又一次的營會的帶領神把祝福滿滿的賜

給了我們，也通過我們賜福給了教會更多的弟兄

姐妹，也讓我們更加的確信，只有神才是我們生

命中最堅固的連接。 

 如果神允許我們會有我們的第三個孩子，

但是神沒有給我們，在這段生與死的經歷當中，

神垂聽了我們的祈求，並清楚的呼召了我們，要

把最好的獻給祂。我們有什麼呢？都是神給的，

只有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來敬拜祂，來事奉

祂。神奇妙的帶領，在大學畢業的27年之後，我

們又一次在同一天參加了畢業典禮，這次不是電

腦工程，而是神學的裝備。回憶在神學院幾年的

學習當中，我們在同一張課桌上聆聽老師的教

誨，彼此對視著已經是成為一體的這個同桌的

你，怎麼能夠不感恩？ 

 

 

 

 

 

      

 

 

 

 

 

     （ 神學院畢業了！ ) 

 夫妻同心，共同服事神，這是我們夫婦對

神呼召的回應。我們知道將來會有第三次的畢

業，我們能夠得到神的喜悅嗎？無論如何，我們

知道神與我們同行，我們相信祂一定會引導和保

守。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

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21）。仰望神，我們願意走在祂美好的旨意

當中，全部都是祂的恩典。 

  

  顧永傑傳道（溫哥華華人宣道會國語堂傳道） 

     錢瑩師母（加拿大家新加西事工主任） 

   

  

  上文刊登於真理報2022年1月刊，經同意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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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預告  

因為疫情，今年的營會暫停至4月份底。我們仍然不斷推出新的延伸學習小組課程，下面是截止

至5月份的安排，歡迎家新之友點擊鏈接報名，並常到加拿大家新網頁（cffc.ca）查詢最新的講

座和營會安排。 

1：加拿大粵語延伸學習小組 

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探索自己的依附形態怎麼樣影響婚姻及

與神的關係。通過互動學習，幫助我們更認識自

己、與配偶和神的關係，帶來與神與人關係的醒

覺，邁向更親密的聯繫。 

本課程免費提供給加拿大各地營友夫婦，歡迎報

名，參與者必須要夫婦全程參與兩次課程。 

因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講員：盧春生醫生夫婦（Anthony & Mary Lo，家

新訓練夫婦） 

課程一：4月2日星期六多倫多時間12:30-3:00PM

（溫哥華9:30-12:00，Alberta 10:30-1:00） 

課程二：4月23日星期六多倫多時間12:30-3:00PM

（溫哥華9:30-12:00，Alberta 10:30-1:00） 

報名鏈接： 

2：加拿大國語延伸學習小組 

主題：感覺深度行！ 

課程介紹： 

本課程將循序漸進的探討與感覺有關的種種

因素，從而更有能力去辨識和溝通感覺，並

學習怎麼樣以真理管理感覺，更深認識自己

之餘也能提升夫妻關係。 

本課程免費提供給加拿大各地營友夫婦，參

與者必須要夫婦全程參與整個課程，歡迎報

名。因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講員：甄健威牧師夫婦、胡君才傳道夫婦 

時間： 

4月9日星期六多倫多時間12:30-3:30（溫哥

華9:30-12:30，Alberta 10:30-1:30） 

報名鏈接： 

 

https://forms.gle/u3y8sRqXhijsfQN27  

https://forms.gle/SuS4rCSycEYXKyLo6  

https://forms.gle/u3y8sRqXhijsfQN27
https://forms.gle/SuS4rCSycEYXKyL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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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謝大家的愛心奉獻，家新2021年能有盈餘。其中政府的疫情補助有$67,908，

雖然預期今年政府將大量縮減資助，不過深信神會信實供應，好讓祂所使用的事工能繼續

祝福這世代的家庭，請為我們代禱。 

註：講員費收入絕大部分是行政同工團隊為教會提供退修會、講道和講座的講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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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727-2255 

604-875-0203 

疫情中許多教會和福音機構都面對衝擊，請大

家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記念他們，也歡迎繼續

奉獻支持家新，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更多家庭的

祝福！ 

奉献支持： 

e-Transfer 轉帳電郵：donation@cffc.ca 

网站 PayPal 奉献 ：https://cffc.ca/ 

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請寄到溫哥華辦公室（如下）  

加拿大家新辦公室團隊 

總幹事： 甄健威牧師，Rev. Jimmy Zhen 

加東國語事工主任：胡君才傳道  Pastor Joe Hu 

加西事工主任（部分時間）：錢瑩 Jenny 師母  

財務（部分時間）：王國珍 Jane Wang 

行政助理（部分時間）：熊春 Grace Xiong 

奉獻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