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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音大會 2009 專題及特別節目介紹 
佈道會三場                          地點： Rosemont AB            
 
12 月 27 日上午 10:45-12:15   誰是最可愛的人 

講員： 遠志明牧師 
內容： 當年魏巍寫過一篇散文，他說抗美援朝的志願軍戰士是最可愛的人，令我幼小的心靈激動不已。今

天，我知道在上帝眼裡，你，如同我一樣，是最可愛的人。  
 

12 月 28 日上午 10:45-12:15：活出生命的色彩  
 講員：張路加牧師 

內容：打開報紙媒體，映入眼簾的盡是天災、人禍、兇殺、強暴；家庭婚姻分崩離析，道德倫理淪喪缺
位…作為有意志、有思想的人類，正空前面臨著自身生命的蒼白和無奈，以及對明天的困惑和絕
望！出路在哪裡？前途在何方？我們如何明了人生的來龍去脈？如何讓生命中的每一天活得美麗充
實？讓我們一起從神的話中，找到秘訣，得著啟迪，好讓我們的生命真正綻放出它的絢麗色彩！ 

獻詩： 劉欣如姊妹 
 

12 月 29 日上午 10:45-12:15：你為何要信 
 

講員： 洪予健牧師 
內容： 世上信有神的宗教五花八門，信無神的學說主義，此起彼落。在我還未對各宗教、主義，作詳細

比較研究時，就來相信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信仰，豈不可笑？到底基督福音有何特別，使我非相
信不可？請聽使徒保羅的宣告：“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獻詩： 芝加哥基督徒合唱團 
 

佈道專題(共六堂）      地點：Grand Ballroom 3 
 
起初，神創造天地  黃力夫博士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內容：這世界真是神所造的嗎？我們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嗎？有證據嗎？人真有靈魂嗎？ 
 
智慧人生   趙莉姊妹﹕27日下午3:45-5:00 
內容：透過經文的分享和個人生命、生活的見證，使人看到：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沒有上帝的人生

是“死”的人生，而有上帝的人生是活的人生，有永生的人生，新的人生。這樣的人生才是智慧人生。 
 
唯有耶穌   黃力夫博士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內容：條條道路通羅馬，為什麼只要信耶穌？真有天堂和地獄嗎？基督徒說的平安喜樂，是心理作用嗎？ 
 
你的信仰誤區在哪裡？  洪予健牧師  28日下午3:45-5:00 
內容：本講座將檢視討論當前各種阻擋中國學人接受基督信仰的誤區、盲點和難點的類別、特徵，以期能
掃清障礙，更有果效地領人歸主。 
 
勝過信仰追尋中的困惑  馮偉牧師  29 日下午 2:15-3:30 
內容：為何有的基督徒行為還不如不信的人？為何有的人信耶穌像拜菩薩？為何全能全善的神所造的人會
犯罪？為何基督教如此狹隘，只有耶穌才是真神？到底什麼是真正的信?......講員自己也曾經歷過這一信仰
追尋的過程，最終降服在主耶穌的十字架下。他盼望通過這一段時間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也對福
音朋友常有的問題作一些探討和解答。 
 
十字架的奧秘   張路加牧師  29日下午3:45-5:00 
內容：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事件莫過於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祂在十字架上受傷、被棄直至被害，究竟是為

了誰？和你我的關係又是什麼？我們相信這位死裡復活的基督之後究竟得到了什麼？本專題將通過講員自

身及現實生活的實例，結合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教授的切身遭遇，和您做深入的探討，深信對聽眾會帶來啟

發和幫助。 
 

（注意：所有適合慕道朋友的佈道專題，均在 Grand Ballroom 3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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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靈修       地點：Grand Ballroom 1 大會主會場 

12 月 27 日晨 6:30-7:30  由諶志豪牧師帶領 
12 月 28 日晨 6:30-7:30  由張約翰弟兄帶領  
12 月 29 日晨 6:30-7:30  由葉立凱弟兄帶領 
12 月 30 日晨 6:30-7:30  由趙約翰牧師帶領 
 
 

禱告會三場       地點：Grand Ballroom 1 大會主會場 

12 月 27 日下午 5:00-5:45  由劉傳章牧師帶領 
12 月 28 日下午 5:00-5:45  由鍾舜貴牧師帶領  
12 月 29 日下午 5:00-5:45  由康來昌牧師帶領 
 

 
座談會 3 堂 (Panel Discussions)  有講員分享，有會眾提問；生動活潑的研討，眾人的智慧將帶出問題的答案! 

   
12 月 27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1 
牧師與長執﹕教會人際關係   
黃力夫長老主持，劉傳章牧師、鍾舜貴牧師、洪予健牧師、丁同甘長老等出席。 
 
12 月 28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1 
如何對 80/90 後傳福音    
黃力夫長老主持，張路加牧師、馮欣長老、龔文輝牧師等出席。 
 
12 月 29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1 
如何在金融風暴中站立 
黃力夫長老主持，劉澤芝弟兄、廖青俞姊妹等出席。 

 
專題介紹 

 
特別專題：  “中國大陸事工”，小敏姊妹並其他大陸傳道人 (2 堂）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地點：Grand Ballroom 1 
            27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2 

     內容：適合關心中國大陸事工的弟兄姊妹出席。 
 
“為了信仰”(1,2)，將由大陸傳道人傳講 (2 堂）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3:45-5:00    地點： Grand Ballroom 2 
     內容：參與中國大陸事工的弟兄姊妹或許常為一個問題困惑：三自？還是家庭？他們的區

別在哪裡？講員將從聖經真理、歷史與現實等各個角度幫助你理清這個問題。 
 
“麥秋已過——大陸貧弱群體福音事工”(1,2)， 由數位傳道人分享  (2 堂）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3:45-5:00    地點： Grand Ballroom 2 
 內容：泥牆土屋，草床木凳；褐色的病容，枯瘦的軀體——哦，這正是我的骨肉至親啊，

我的在無望中掙扎的骨肉至親——我豈能因你的貧窮和疾病而掩面不看呢？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篇 137﹕5）願神今天藉著我們這不配的器皿，

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捨身救贖我們的福音，傳給我的父家！ 
 
“海歸事工”(1,2)，由兩位“海歸”弟兄漫波、聞則信分享 (2 堂） 

 時間：28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5 
            29 日下午 3:45-5:00  地點：Grand Ballroom 5 
 內容：關心“海歸”或想“海歸”的弟兄姊妹出席，一定會從講員的生命見證和實際事奉經驗得

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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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傳章牧師：三堂有關教會建造管理的專題       地點：Grand Ballroom 5 
1. 北美華人教會的成長之路 (教會建造)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2. 北美華人教會的治理架構 (教會管理)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3. 華人教會的矛盾與處理 (教會人際關係)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康來昌牧師：三堂有關生命成長的系列講座        地點：Grand Ballroom 4 

1. 十字架帶來的福氣 （1）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2. 十字架帶來的福氣 （2）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3. 十字架帶來的福氣 （3）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內容：信耶穌“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 5：12），在地上呢？一定要做拉撒路嗎？基督信仰可以

落實多少？成功神學有沒有道理？這三堂都以查登山寶訓為主，目標是活出末世見證。 
 
陸蘇河教授：三堂有關舊約與十字架的專題 地點：UnitedAB 

1. 摩西五經與十字架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2. 詩歌書與十字架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3. 先知書與十字架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內容：講解舊約摩西五經、詩歌書及先知書裡關乎基督釘十字架的一些重要教訓﹐凡對這方面有興

趣的都適合參加。 
 

潘秋松牧師：三堂希臘文解經的專題  地點：UnitedAB 

1. 希臘文與解經：段落與句法  時間：27 日下午 3:45-5:00      
2. 希臘文與解經：文法     時間：28 日下午 3:45-5:00      
3. 希臘文與解經：字詞研究  時間：29 日下午 3:45-5:00     

內容：將透過實際的例子，深入淺出地說明基本的希臘文知識對於解經和講道的影響，幫助基督徒

越過譯本的限制，發掘新約聖經中隱藏的珍寶，並且引發學習希臘文的興趣，激勵參與者按著正意

解釋真理的道。 
 

張世明牧師：兩堂關於敬拜的專題        地點：Grand Ballroom 1 
1. 音樂在教會敬拜中的功用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2. 教會聖樂：傳統聖詩？現代詩歌？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內容：音樂在教會是娛樂麼?崇拜中之音樂是制造氣氛麼?為什么 99%教會的聚會都有音樂(詩歌)?
音樂在敬拜、教導、團契、傳福音等有什麼功用?什麼是好的聖樂?傳統聖樂?現代聖樂?選擇好詩

歌的條件。 
 
遠志明牧師：兩堂關於生命成長的專題  地點：Grand Ballroom 4 

1. 唯獨耶穌，別無根基   時間：27 日下午 3:45-5:00      
2. 唯獨耶穌，別無出路     時間：28 日下午 3:45-5:00      

內容﹕基督徒為什麼會生命疲軟？為什麼入了信仰之門以後彷彿無路可走了？培訓、奮興管用嗎？

我們信仰的根基是什麼？其實出路只有一個：到耶穌這裡來！ 
 
趙莉姊妹：以正確方式，傳純正福音(1,2)（兩堂）地點：RosemontCD    時間：28 日/29 日下午 3:45-5:00      

內容﹕適合對傳福音、個人佈道，以及對家人傳福音有負擔的弟兄姊妹。通過主耶穌布道的實例，

幫助弟兄姊妹學習純正福音的真意和傳講的正確方式，避免錯誤的福音和錯誤的方式給教會和弟兄

姊妹帶來混亂和攪擾。 
 

洪予健牧師 ：扎根真道、同被建造     地點：Grand Ballroom 2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內容﹕我們在生命成長的道路上，為何走得如此艱難？這是許多基督徒常常面臨的困擾與掙扎。本
講座希望從檢視人罪的兩個方面，即逃避神與逃避人，來領受神帶領我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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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路加牧師 ：變化的時代，不變的真理      地點：Grand Ballroom 5       時間：27 日下午 3:45-5:00      
內容﹕如何服事後現代環境中的年輕一代？如何來幫助他們走出人生困境，如何真正瞭解他們的心
靈需要、引導他們認識真理？本專題探討如何引領他們在基督信仰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 

 
馮偉牧師 ：勝過當今世代中的迷惑      地點：Grand Ballroom 4          時間：29 日下午 3:45-5:00      

內容﹕當今的世代是後現代的社會，人們可以得到的信息量和可以面對的選擇遠超過以往的任何一
個時代。社會道德淪喪的程度和速度令人觸目驚心。在這紛繁複雜當中，有很多的迷惑、很多似是
而非的教導，已經給基督徒的靈命成長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如何面對今天的相對主義、多元主義、
偽裝了的宗教如新紀元運動、自然崇拜、物質主義以及性解放、色情泛濫等方面的迷惑？面對層出
不窮的攻擊、誘惑，神的兒女惟有回到十架前，回到聖經中，靠從主而來的智慧和大能來分辨並勝
過。 

 
趙約翰牧師、趙恩慈師母 四堂聖經輔導的專題       地點：RosemontAB 

內容﹕你是否渴望：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真理”，不再是口號？在個人、家庭、教會中“經歷豐盛的生

命”，不再是夢想？歡迎您來聽以聖經輔導為根基的四堂講座： 

我的情緒我的心——情緒與心的回應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我的傷口我的淚——傷害與靈命成長 時間：28 日下午 3:45-5:00      
我的關係我的話——相處與言語溝通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我的婚姻我的性——親密與合一的真諦       時間：29 日下午 3:45-5:00      

 
李道宏牧師  四堂教育子女的專題          地點：RosemontAB，RosemontCD 

內容﹕信徒父母豈不是天天都為孩子禱告嗎？神會應允我為孩子的禱告嗎？如果夫妻屬靈的步伐不一

致，“屬靈的單親”又如何承擔這樣的責任呢？養育一個愛主的孩子，我們需要附上多大的代價呢？

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期，許多父母都感到如同進入風暴一般，不是茫無所從就是充滿挫折感。“沒（親

子）關係，就大有關係！”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也有不容易請人代禱的難處。“愛主第二代”系列

叢書的作者， 與你分享如何做個敬虔的父母，如何為主贏回第二代…… 

1. 每天都是愛﹕為兒女擺上有果效的禱告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RosemontAB 
2. 信仰的傳與承﹕為主贏回第二代            時間：27 日下午 3:45-5:00  RosemontAB    
3. 建立兩代關係﹕信仰傳承的基石             時間：28 日下午 2:15-3:30  RosemontCD 
4. “永不嫌遲”﹕教養愛主的第二代               時間：29 日下午 2:15-3:30  RosemontCD 

 
Larry Fowler     Two Workshops in English      地點 ：RosemontCD 

How to Keep Your Kids from Failing Spiritually, Part 1     時間：27 日下午 2:15-3:30 
How to Keep Your Kids from Failing Spiritually, Part 2     時間：27 日下午 3:45-5:00      
Research tells us Christian young people in America are not turning out as good as we have 
hoped.  Come be empowered to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the perspective from God's Word.  Learn a 
plan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do better--whether you are a parent or a children's worker in your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