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內尊敬的教會牧長、平安：

歡迎大家蒞臨這期待已久的加拿大首屆《將心歸家丶
為家而戰：家庭事工策略與實踐研討會》！

相信不會有很多人反對教會興旺是與家庭復興息息相
關。此次大會目的是在傳達加國華人教會對家庭的重
視，喚起眾人的警覺心，強調教會應落實家庭事工，以此為根基，開展
各方面事工。大會講員之一的葉高芳博士指出，八、九成的生命問題是
從家庭衍生而來，作為基督徒，不僅要關心肢體，更可將事工作為傳福
音管道；期望靈魂得救，不能只關心其是否有出席聚會，而是先關心他
個人問題，以致能使對方感受到被關愛。教會要興旺，必須先贏得現今
世代的家庭屬靈爭戰。

《IDMC 銳意門徒訓練教會》之發起者曾金發牧師已明確指出：「當這
一代忽視，下一代便拒絕！」今天加國華人教會面對下一代事工發展的
嚴峻挑戰，家庭與教會必須聯手抗衡後現代社會文化，將心歸家，為家
而戰，傳承我家，才能有更美好的明天！現華人教會普遍為兩文三語忙
得不可開交，但又在事工上各自為政，忽略了家庭事工本可成為理想平
台，結合教會作整體策略性發展，又能培育靈命充沛的下一代。

請聆聽多倫多一位牧者的禱告：

「天父，孩子知道家庭是組成教會的要素，家庭健康了，教會就健康；
家庭健康了，社區丶社會也就健康，但是魔鬼撒旦就是要來破壞家庭，
所以看到了社會今天的光景，主阿，教會要起來，要為家庭而戰！要為
光明而戰！因此我們需要祢，需要祢成為我們的元帥，求祢帶領我們出
征，這次FMC大會，就是我們向撒旦宣戰的出征，天父，我們再次來到
祢的施恩寶座前，求祢祝福我們這次的出征，以至能夠經歷祢奇妙豐盛
的恩典。阿們！」

就讓我們在這大會中有所領受，能積極投身參與教會家庭事工，改變現
狀，為的是基督：榮耀、國度、使命！

與您同心同行的

加拿大華福總幹事

牧師譚⽂鈞

主席的話

華福是⼀一個從上帝⽽而來來的福⾳音運動，是⼀一個福⾳音事⼯工聯聯絡中⼼心，主要扮演「僕⼈人、先知、
橋樑」的⾓角⾊色，連結教會與福⾳音機構同⼼心合意履⾏行行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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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大會期間敬請佩戴您的名牌。除了周五 (3/29) 和週六 (3/30)
晚上是對外公眾開放的聚會外，其他所有場次請憑名牌入埸。

2. 您的註冊費包括了兩份午餐和兩份晚餐，合共四餐，請憑名牌
取餐用餐。如果不需要用餐者，請提早告知大會註冊處，以便
减少浪費。

3. 大會所有聚會及講座請不要錄影和錄音。本次大會聚會內容的
版權均歸於加拿大華福。大會結束後，將安排存放在華福網頁
上，供大家收聽。

4. 請保持大會場地的整潔，所以飲品和食品嚴禁帶入聖殿。用餐
後請協助清潔和整理好場地。

5. 大會安排有不同機構的介紹，請在休息時間內參觀和諮詢。聚
會開始後請立刻回到聚會場所。

6. 如有任何需要的，請向大會註冊處提出，大會將在能力範圍內
協助解決。

7. 懇請和我們一起用禱告托住這場盛會。祈願神的同在與賜福，
滿足每位參與者的屬靈渴慕，更讓大會成為華人家庭婚姻事工
的重要里程碑，也以此次大會成為華人教會家庭事工的祝福。

大會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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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化工畢業、台神道碩、Princeton神
碩、Claremont家庭協談學博士及協談心
理學博士、榮聘為跨文化協談心理學博
士後研究員Fellow, Harvard。另獲有許
多教育、學術及臨床方面的督導、訓練
研究員和院士等專業資格。1972年起投
身推廣專業家庭事工，2003年致力培訓
家庭事工專業人才，積極幫助教會和神
學院與國際真愛學院合辦創新的家庭事
工證書班、碩士及博士課程，並有十餘本有關婚姻家庭輔
導等著作，現為國際真愛家庭協會會長。

東海大學社會系畢業，1977年赴美，分
別獲得社工碩士、道學碩士和家庭研究
博士學位。1986年曾加入使者協會，擔
任家庭事工部主任與副總幹事。亦曾返
回台灣任東海大學副教授兼校牧和東海
大學基督教會主任牧師。自2001年起，
至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任教，亦曾任聖
雅台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目前是美國
正道福音神學院院長兼家庭事工教授。
其文章散見於華人基督徒雜誌。著有「家庭樹．生命樹：
原生家庭探討」及「21世紀基督徒裝備100課」中的「家庭
篇」。

主題講員

林國亮牧師

葉⾼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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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題講座 將心歸家，為家而戰

「家」是神所設立，也是家人享受愛情和親情的
愛之窩。無奈可悲的是，現今世代正面臨家庭瓦
解的危機，不只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更有難解
的苦。教會面對如此艱巨的挑戰，必須承擔呼喚
「將心歸家，為家而戰」的使命，除了開展全人、
全程又有策略性的家庭事工，更要使之成為牧養
的主軸和宣教的管道。

葉高芳牧師

3月29日 （週五）上午11:00 - 12:15 地點: 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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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題講座 家庭事工為基督

傳統家庭價值觀在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社會裡，正
遭到非常嚴峻的衝擊，幾乎已達「面目全非」的光
景。然而「天地要廢去，神的話卻不能廢去」(太
24:35、可13:30、路21:33)。許多嚴謹的實證研究，
仍然印證聖經中相關的教導「放諸四海而皆準」。
華人教會以神的道 (基督) 為根基的家庭事工，今
後必將是引人認識並歸向基督的重要途徑。

林國亮牧師

3月30日 （週六）上午9:30 - 10:30 地點: 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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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題講座 婚姻關係的危機與轉機

雅歌八 5-7

林國亮牧師

3月29日 （週五）晚上7:30 - 9:00 / 地點: 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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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題講座 後現代家庭何去何從?

葉高芳牧師

3月30日 （週六）晚上7:00 - 8:30 / 地點: 主堂

路加十五 11-32

P. 9



1策略分組專題 （週五）下午2:00 - 3:30

讓我們一起探討：
1) 現今華人教會與家庭輔導的關係
2) 教牧輔導和專業輔導在教會增長的功用
3) 教會如何裝備來應對單親、同性、雙重國籍、重組家庭的挑戰。

司徒黃妙嫻師母*家庭輔導事工 B10C組

家庭教育可說是個終身學習的過程，而教育與預防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遠勝於治療。本專題除了簡介一般家庭教育的主
題與內容外，講員特別由三十年從事家庭事工的經驗，分享
聖經家庭觀在華人教會的情境中所需要的再思、持守、落實
與外展。

林國亮牧師家庭教育事工 B08/09B組

一般人生活中面臨的需要和困擾，大部分都和家庭問題有
關，因此，家庭關懷是家庭事工最首要的基礎和最廣泛需要
的一環。如何呼召更多的教會信徒和機構義工，如何展開、
推展有效的家庭關懷事工，使教會和機構在短期內能有效、
策略性地關懷許多家庭，是本專題的主旨。

葉高芳牧師家庭關懷事工 B05A/BA組

* 2000年獲心理輔導學碩士，蒙神呼召隨丈婿司徒禮牧師合力宣教及牧會
28年，於加拿大Halifax與多倫多從事專業心理治療師 (Certified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ist) 至今。她堅信神極愛那些心靈傷痛者，提供以基督為
中心的個人及家庭輔導。目前致力於以聖經為諮詢事工，擴展同輩輔導及
關懷訓練事工，在世界各地已培訓25,000人以上。她與司徒牧師建立快樂
的家庭超過30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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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策略分組專題 （週五）下午4:00 - 5:30

此專題讓有心在親子事工服事的教牧同工和前線領袖：
1) 瞭解親子事工在教會的重要性
2) 推動親子事工的策略與技巧，包括親職教養的聖經基礎、實務與
應用。

朱素英傳道*親子事工 B10C組

瞭解及應用，符合聖經真理的婚姻教育；關懷輔導婚姻須
知；以身作則、操練示範；課程設計、帶領技巧。

葉高芳牧師婚姻事工 B05A/BB組

婚前事工所服事的群體主要是已有認真交往的對象且論及婚
嫁者，相較於其他家庭事工是較單純、容易有果效且最有滿
足感的。帶領者將從各自服事的經驗引導與會者分享婚前事
工的內容、工具與要訣。

林國亮牧師婚前事工 B08/09A組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正道神學院D.Min課程進修，現為多倫
多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家庭事工傳道，多倫多親子教育資源中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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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事工鐵三角 座談會

3月30日 （週六）上午10:45 - 12:15 / 地點: 主堂

座談

教會代表：譚文鈞（加拿大華福總幹事）

神學教育代表：林國亮（美國正道神學院院長）

機構代表：葉高芳（國際真愛家庭協會會長）

回應

教會代表：余東海（烈治文山國語宣道會主任牧師）

神學教育代表：林蘊和（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機構代表：廖肇蓉（加拿大真愛家庭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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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Denver Seminary 教牧學博士，曾擔任台灣宣道
神學院教務長及院長，菲律濱聖經神學院中文部教務主任，在神學院全職任教
16年，目前任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家」是每一個人一生的起點，不管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有所改變，他通常仍會
保留原生家庭所帶給他的資產。真正的改變是從認識自己的原生家庭而開始的，
神能藉由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帶來醫治和永久的改變。

林蘊和

中國國家科學院軟件所計算機博士畢業，從事軟件工程師多年，2014年蒙召讀
神學，現為半職神學生，因鑒於網路成癮日趨嚴重，於2015年起開展校園事工
CreativeTeen，協助青少年正確使用網路、輔導青少年正面使用新媒體及技術指導

瞭解與探索網癮對青少年及家長和教會牧養之影響；認識和分析網癮的成因；探
討和認知網癮的預防；如何協助家長和教會幫助網癮者戒癮。

王文軍

台灣東吳大學社工碩士畢業，擁有台灣社工師證照、加拿大安省註冊社工師、從
事社工及擔任講師多年，現任加拿大多倫多親子資源中心特約講師、加拿大遠東
電台特約心理輔導老師、多倫多西區醫院亞裔人士精神健康計劃臨床心理治療師

介紹家庭性教育培訓方案的內容；分享家庭性教育培訓方案的經驗；討論可以的
方案來落實健康家庭性育的推廣。

洪麗芬

美國正道神學院聖經碩士畢業，深受父母信仰傳承的影響，有豐富的家庭祭壇實
作經驗，投身家庭事工多年，育有兩女兩男兩個世代的孩子，現為加拿大真愛家
庭協會執行長、美國國際真愛家庭協會特約講師、真愛雜誌家庭良辰專欄作者。

瞭解移民家庭所面對的衝擊；孩子面對環境的挑戰；如何利用家庭良辰陪伴孩子
一起成長；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秘訣；建立家庭總動員的團隊服事。

廖肇蓉

（週六）1&2實踐分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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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牧師為美國和加拿大安省註冊婚姻及家庭治療師，安省和香港註冊護士。
2004年加拿大天道神學院教牧輔導碩士，2012年教牧博士。現任加拿大多
倫多城北華基教會關懷部主任，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特約教授，教導「華人教
牧輔導學」及「建立華人信徒健康家庭」學科。
建立教會與單親家庭間的橋樑：單親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如何滿足單親家庭的需
要、如何籌劃及展開單親事工、服侍單親家庭該作及不該作的事。

陸馬潔慈

宗教教育碩士、個人婚姻家庭輔導學碩士。安省註冊心理治療師，美國及加拿大
婚姻家庭治療協會的註冊治療師及督導。有二十多年的個人、婚姻/家庭、跨文
化子女管教和心靈家康等專業輔導及教育經驗。為「泉源」信箱主筆。

對全人健康包括身心靈及人際的相互影響；對心理病患的預防及治療有正確的認
識；有效地了解患者及家屬所承受的困苦，給予真摯、同感及尊重，並能善用社
區資源給予個人和家庭適切的關懷和支持。

古潔明

馬牧師曾在證道浸信會事奉超過30年，期間與師母投身在教會內的長者事工，
退休後仍積極参與，樂此不疲，對家庭及長者福音事工很有心得。

如何在教會建立以大使命及全人牧養關顧為基礎的長者事工，包括長者團契的運
作，發揮長者永不言老的積極心態傳福音，彼此牧養關顧，不停止成長，成為有
用的生命及教會的重要支柱。

馬英傑

情緒取向治療追求卓越國際中心(ICEEFT)合格認證及培訓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醫學博士、美國及加拿大安省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臨床會員及檢定監督、加拿大
天道神學院婚姻家庭治療課程輔導學碩士及畢業生訓練監督、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醫學院家庭醫科、輔導訓練監督、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牧輔導及家庭事工客座講師

了解情緒及依附對家人關係的重要；經歷情緒及依附改變關係的能力；認識家庭
事工最有效的資源。

黃達瑩

&下午1:30 - 2:50 下午3:00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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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踐分組研討 （週六）下午1:30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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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踐分組研討 （週六）下午3:00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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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介紹

加拿大真愛家庭協會（Family Keepers Canada）
加拿大真愛家庭協會是美國國際真愛家庭協會的延伸，目的是以這平台，協助
教會和連結各家庭事工機構，以聖經真理為原則，幫助信徒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生活。

我們願意協助教會透過專題講座、主日學課程、研習會、生活營會等等，來推
動家庭事工。我們也成立真愛家庭學堂，透過教育來為教會培訓協助事工的人
才，學員並不是要指導人如何做家庭事工，而是起而行，看看我的家如何去經
營家庭，使家成為傳遞聖經真理、活出生命價值的地方，以家庭去影響家庭。

如有需要，請聯繫我們，我們樂於透過加美的資源來協助您和貴教會。讓我們
在主耶穌的帶領下，成為祂軍隊的一員，一同將心歸家，為家而戰。連絡電話
是 647-403-0923，電郵是 canada@familykeepers.org，網址
familykeepersca.org

親子教育資源中心（Parent Child Resource Centre）
這是一個更新親子教育、家庭教育概念和行動的機構，協助今日華人的家長，
有效地教養子女，並提供教育資源、課程及諮詢服務。透過中心的服務，使家
長在教養子女上獲得較全面的輔助，另外為照顧會員子女成長各方面的需要，
而提供多元化的課程，使親子的關係在互動中成長，藉此增進家庭的和諧。

本中心經常與大多 不同華人教會合作，舉辦親子教育講座、EQ課程、家長
課程、兒童夏令營和興趣班等。經常協助教會的夏令會、培靈會統籌兒童節
目。本中心有不同專長的特約講員，可以到不同機構或教會團契、小組、主日
學及主日講台中分享家庭教育事工，減輕教會在家庭事工上的負擔。各地教會
如需本中心各項服務，歡迎來電查詢 416-493-3373

加拿大家庭更新協會（CFFC Canada）

「家庭更新協會」是一個國際性、非牟利、不分宗派的信心機構。由邱清泰博
士和夫人余竹君女士于1990年在美國加州創立，現在總部設在香港。目標是
對外：廣傳福音，為主得萬家；對內：扶助信徒，家家為主活。

加拿大分會有80對活躍的國粵語帶領夫婦，他們經過嚴格訓練，願意分享生
命，成為別人祝福，當中不少是牧者、長老、執事等教會領袖。

家新可提供《恩愛夫婦營》--- 婚姻根基-聖經，生命影響生命。《夫婦進深營》
---生命再攀高峰，夫婦與神同行。以及講道、講座、主日學、差派聯合短宣隊
等。家新作為教會的同工和神國夥伴，願意與教會配合，一起建立家庭，以基
督為中心，請聯繫加拿大家新總幹事甄健威牧師，電話 647-824-3423，郵箱
Jimmyzhen@cffc.ca，網址 www.cf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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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介紹

心靈盼望（Hope Station Christian Centre）

希望小站的宗旨是以基督為中心的，著重於同輩輔導培訓的事工。目標是培訓
有志者來關懷身心靈受傷害的人群，以達到更新思想，醫治心靈以及給傷痛者
帶來希望。

我們主要的事工是
1) 有主題式培訓、證書初級班、進深班、培訓師班
2) 出版自助助人的工具書
3) 推動互助小組
4) 提供面對面的輔導與關懷
5) 在線事工：
a) 在線學習（E-Learning），網址 https://www.amazinghope4u.com 通過這個

網站，幫助有需要幫助，而我們又沒有辦法面對面接觸的人。是個自助助人的
學習網站。
b) 在線證書課程（E-Training），網址 https://e-training.amazinghope4u.com

透過網站栽培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弟兄姐妹，有負擔成為“以基督為中心的同輩
輔導員”。聯絡電話：416-6441420，電郵 amazinghop4u@gmail.com，網站
www.amazinghope4U.com

加拿大校園團契 （CCEF Creative Teen）

Creative Teen 在 2016 年成立於 CCEF（加拿大校園團契），做為一個針對青
少年宣教的事工，本著和各教會或機構合作，嘗試用獨特的電腦實踐學習項
目，例如3D建模與動畫設計、編程和遊戲設計、3D列印、虛擬現實、人工智
慧等等，同時也協助教會、機構和私立高中展開的各種營會，以便達到幫助教
會的福音外展和內部家庭的堅固，透過電腦的課程吸引更多的家庭一起來參
與，提升孩子的學習主動性，同時也幫助一些孩子消除對網路和遊戲的沉迷。
電話是 647-572-8423，電郵是 angela.yu@ccef-oc.org

泉源輔導中心（ Living Water Counselling Centre）

以基督的博愛精神為根基，以專業知識為用的非牟利慈善及多元化、多語言（
粵語、國語和英語）的專業服務機構。我們的異象：一個充滿關愛和康健的社
群，人們可以邁向整全的身心靈和人際健康。我們的使命：致力以專業婚姻家庭
輔導/心理治療、靈命塑造、心理教育及培訓，協助處於人生不同境遇中的個
人、夫婦及家庭，邁向整全融和的生命。

同時，藉著與社區服務網絡、基督團體及多元化專業人仕等，結成夥伴，合力
建構有關愛及健康的社區。辦公地址：165 East Beaver Creek Road, Unit 9 &
13, Richmond Hill ON l4B 2N2，網址 www.livingwater-counselling.org，電話
905-76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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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⑥⑤④③
① ② 葉高芳

①朱素英 Anne Chu

⑤ 何偉生 Kason Ho

② 洪麗芬 Li-Fen Hung

④ 胡君才 Joe Hu

⑥ 譚文鈞 Francis Tam

王文軍 Wenjun Wang

③ 余琴 Angela Yu

甄健威 Jimmy Zhen

⑧ 廖肇蓉 Joyce Liao

劉仲雄 David Lau

彭錦威 Billy Pang

鄺麗卿 Ruby Szeto

鳴謝

主辦機構

華福加拿大聯區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美國正道神學院

協辦機構

加拿大真愛家庭協會
親子教育資源中心
加拿大家庭更新協會
加拿大校園團契 Creative Teen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播中心
泉源輔導中心
心靈盼望
證道浸信會美麗徑堂

籌備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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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 會歌

將心歸家，為家而戰
詞：蘇文安

將心歸家為家而戰，乃全球FMC總主題，各地各屆可另有當屆主題。

去尋覓，珍惜每一份獨特的恩賜，

愛家庭愛基督；

去挑旺，培育每一顆事奉的心志，

愛家庭愛基督；

去整合，連絡每一位委身的勇士，

為家庭為國度；

去開啟，活用每一座屬天的寶庫，

為家庭為國度。

我們化夢想為行動，將心歸家；

我們化異象為使命，為家而戰。

齊心向下扎根，讓事工策略精湛；

同心向上開展，讓事工實踐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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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

時間 29日（五） 時間 30日（六）

9:00 登記註冊

9:30 相見歡及開會禮拜 9:30 主題講座（二）

10:30 休息 (30分鐘) 10:30 休息 (15分鐘)

11:00 主題講座（一） 10:45 家庭事工鐵三角座談會

12:30 午餐 12:30 午餐

1:30 機構介紹 1:30 實踐分組研討（一）

2:00 策略分組專題（一） 2:50 休息 (10分鐘)

3:30 休息 (30分鐘) 3:00 實踐分組研討（二）

4:00 策略分組專題（二） 4:20 機構介紹

5:30 晚餐 4:50 總結與閉會禮拜

6:30 參觀參展機構及自由活動 5:30 晚餐

7:00 休息 (30分鐘) 6:30 休息 (30分鐘)

7:30
9:00 專題講座（一） 7:00

8:30 專題講座（二）

FMC2019 加拿大家庭事工策略與實踐研討會︓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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