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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 加拿大 )

事工
簡介
文

中心簡介

化更新研究中心（簡稱「文更」）由
梁燕城博士於1994年創立，榮譽
贊護人為前卑詩省省督林思齊博士(19232010)，總部設於溫哥華。「文更」是在加
拿大註冊的慈善機構，其宗旨是推動中西
學術與文化的對話交流，希望透過不同文
化之間的互相理解和包容來化解人類的衝
突，支持中國社會及文化的改革，並致力
為中國落後的農村地區推行教育及慈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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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院長的話

有一個夢，就是中國人有追求超越
真理的勇氣，有對歷史過錯的悔
悟，並發展一種寬恕互諒，互敬互愛的文
化，醫治民族百多年來因鬥爭而來的深沉
傷痕。西方人則能重建倫理家庭價值，使
下一代在掌握權利的同時，也有責任和義
務的承擔。我相信天地有情，人間有愛，
不同思想可以溝通，民族文化的過錯可以
有悔悟更新，我相信通過中西方文化的互
相欣賞和吸納，大家都能更新文化。

文

三大事工

更事工的三大模式，展示著三個層
次的處境化模式。基於此，愛的實
踐就是以一個僕人的心去服侍中國。作為
中國人，我們是中國的兒女；我們願意選
擇成為中國人民的僕人，以無條件的愛，
去服侍這大地，去醫治過去的歷史創痛，
去承擔民族文化的命運。

事 工 項 目 簡 介

透

領袖文化

過高層培訓與官員對話等交流，為
中國栽培新一代領袖。

‧ 向國內行政單位、大學研究院及企
業機構推動廉政、道德和誠信等領
導價值
• 與中央政府高層對話及提交意見
書，探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
諧社會方向
• 舉辦高端專題研究及講座

在

學術文化

學術文化層面透過對話交流、大學
教育及研究和學術出版等，在尊重
中國文化的同時，幫助知識份子理解基督
信仰的深度，重建中國人的價值、支援中
國文化的重構。

出版《文化中國》學術季刊

《文化中國》是一本以深度學術研究為
特點的學術季刊，集東西方文化對話、
中國當代文化、哲學、宗教研究為一
體，發行於北美、中、港、台以及東南
亞和澳洲等地。二十六年來向國內學術
和教育單位及學者贈送此學術刊物，已
送出超過二十萬冊，成為國內及海外華
人學術界和教育界的精神資源。

舉辦國際研討會

不定期舉辦中西方文化及宗教研究的國
際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專家學者，開
展深層次交流；資助和鼓勵中國國內學
者參加，研究中西方當代思潮、精神素
養及靈性境界，對中西方的精神文明有
深度的掌握，進而能夠探索中國和世界
文化和諧溝通之路，栽培一批優秀人格
與有學術良知的教授和學生。

出版其他文化產品

文更長期出版不同類型系列的文化叢書
及多媒體製作，內容涉及東西方哲學探
討、歷史及文化的研究、中國神學探
討、宗教信仰研討等。

深

關愛文化

入民眾了解和關懷各階層人民的需
要，以愛心服侍弱勢社群，幫助他
們重建對未來的盼望，教育新一代仁愛的
價值，化苦困為愛國愛家愛人的力量。

教育資助

• 農村教育計劃：自2002年始資助超
過20,000人次(包括美國與香港文更
項目)其中有大、中、小學生、老師
和研究生。地區包括廣西、四川、
上海、西藏和雲南等。
• 幫助重建殘缺破舊校舍及校內設施

賑災扶危

• 廣東省水災(2006 年)
• 中國多個省份遭受嚴重冰凍雪災
(2008年2 月)
• 汶川大地震籌得110 萬加元(2008) 和
在四川協助心靈重建的輔導工作（5
年）

英語事工

• 陽光計劃( Project Shine )每年暑假
帶領北美年青人到中國貧窮地區，
免費教英語課程，自2008年開始作
跨文化交流。
• 服務地區包括：廣西山區貧困縣及
雲南文山縣等。

本地青年事工

• 與本地機構 VUM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合作，為原住民學習困難
的學生提供免費補習和關懷他們的
需要。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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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的 話

疫困半載苦 同擔歲月情
文化更新之關愛行動

三地文更同心 支援中國抗疫
新冠狀病毒疫症在香港和中國大地肆虐，兩地
人民安危陷入困境，物資短缺。文化更新研究中
心(加拿大，美國及香港)三地的辦公室馬上投入
賑災工作，二月份美國文更開始運送醫療物資(包
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給瀘州基督教
會福音醫院，及國內其他有需要的醫院。香港文
更也籌到十五萬港元，善款捐給愛德基金會支援
中國基督教所建立的醫院，購買物資給瀘州基督
教會福音醫院，及其他教會需要。在此，文更感
謝支持者的捐款支援中國抗疫。

柳牧師街頭佈道團隊
柳鎮平牧師燃點隊在香港18區街頭佈道，關心草根大眾靈
魂，文化更新捐贈美國文更寄來的150個口罩給街頭福音工作
者Shirley Yu。在近期艱苦日子，這些街頭工作的信徒，仍在
街上關愛與傳福音，每星期都有數百人決志。

親自參與 香港街頭關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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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原本在國內的工作取消，這段時間香港文更不但捐出大
批口罩與洗手液，梁博士也參與吳桂行的街頭福音工作。在街
頭派口罩給基層老弱人士，包括一些邊青與心靈受傷者，我們
均表示關愛與祝福。行動者都是愛主與關愛他人的基層香港基
督徒。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梁燕城博士

院 長 的 話

關愛香港疫情 支援教會及機構

香港全備教會

在香港，文更也支援本地
教會和機構，幫助基層和有需
要的人士。香港文更二月份特
從美國文更寄來一批口罩，馬
上捐贈500個口罩給街頭佈道
者吳桂行弟兄和全備教會，由
多位街頭佈道義工分發給街上
基層貧苦大眾，同時也派飯、
小食及樽裝水。服侍的包括
邊青、基層、露宿者、南亞裔
人；也在美沙酮中心附近關心
吸毒者、釋囚等。在新冠病疫
期間，他們以謙卑而又無懼病
毒的心，關愛服侍無數弱勢社
群，以愛心與貧苦者同行，令
人感動。主必與他們同行，繼
續賜福他們的事工。
文更感謝多位支持者捐出
200盒口罩及消毒洗手液支援
吳桂行弟兄、全備教會及街頭
佈道團隊事工。

在香港疫症緊張的高危
期，已經很少關懷隊出動，街
頭佈道者吳桂行弟兄和全備教
會仍憑信心出隊，關愛及祝福
露宿者及美沙酮中心前面的吸
毒者。文更捐出150盒口罩，
交給全備教會和街頭佈道團
隊，派給弱勢者。全備教會事
工是幫助吸毒者、露宿者、釋
囚、邊青、單親家庭、殘障人
士、孤兒、獨居長者、精神病
患者等。
4月8日到全備教會捐出200
囗罩，之後馬上到深水涉街頭
向戒毒者及露宿者派發飯盒、
蘋果、口罩及傳福音。

梁博士與影音使團吳桂行弟兄

街頭佈道義工於3月16日
在灣仔區派發口罩及傳福音

囗罩交街頭福音工作者吳桂行弟兄及
羅霞傳道，並在全備教會与基層工作者分享

街頭佈道義工於3月9日在港九街頭
向1200人傳福音，有33人信主
梁博士與全備教會同工在大南公園派了200飯盒及口罩

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的黃美玲醫生

文更送上醫護眼罩給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的黃醫生

看到文更的奔波與付出，大大的受到鼓舞並得到安慰。在這次疫情，我們看到了各界人士
的各種各樣的努力與愛心，我們醫護人員得到許多的安慰，我們將繼續戰疫，求主賜給我們平
安，求主帶領我們取得勝利。
這段時間，我們感到憔悴、疲憊，武漢疫區那邊更
加不以言表的辛苦。但是看到文更的努力付出，我們
的心大得安慰與鼓勵。真的非常感謝文更。
武宣這裡，目前只有疑似病例，尚未有確診病例，
現在開始解除封城，各行各業陸續復工，對疫情的防
控又將是一個大大的挑戰。我是武宣縣的防疫專家小
組成員之一，我們常一起開會、討論疑似病例病情、
協商治療方案。我平時上發熱門診，專門看發熱的孩
子，對疑似病歷進行鑒別和會診。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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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的 話

四川瀘州基督會福音醫院

文更送出兩批醫療物資給四川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
院，錢院長和醫療人員接受醫療物資，寫了書法感
謝大家

文更資助四川瀘州基督教會
同心幼兒園疫後重啟
新冠狀病毒疫情開始時，文更已運送醫療物資
(包括：口罩、保護衣、眼罩、手套等)及捐款支
援瀘州基督教會福音醫院及國內其他有需要的醫
院，對抗疫情和幫助社區的需要。文更感謝支持
者的捐款，支援中國抗疫。
在新冠狀病毒的肆虐下，瀘州基督教會轄下一
項社會服務：同心幼兒園（福音幼兒園）同樣遭遇
到營運上的問題，教職員工失去生活的來源，家
長也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失去工作，有一半以
上孩子計劃不打算報名入園。
瀘州同心幼兒園（福音幼兒園）創辦於1984年，
屬於社會辦學，解決了附近困難群體（小攤販、
農民工、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留守兒童等）的幼兒
入托問題。瀘州基督教會於2000年在社會服務方
面的探索和實踐下，將福音幼兒園獨立出來，如
今共有教職員工21人，專任教師8人，保育8人，
保安1人，營養師2人，後勤2人，在園幼兒170多
人。福音幼兒園共開設有大中小七個班級，落實
國家幼兒園工作規程，認真的履行為困難群體解
決幼兒入托的使命，幼兒園收取平價的學費，甚
至為困難家庭的子女減免學費、減免生活費。
疫情襲來，由於幼兒園至今（4月底）無法開學，
教職員工每月只能領取500元的生活補貼艱難度
日，這對平時收入就微薄的他們無疑是雪上加
霜。幼兒園張老師來自古藺農村，父母因家庭貧
困先後離家杳無音訊，剩下兄弟姊妹4人相互扶
持，至今張老師每月還拿出一半的工資供弟弟讀
書；唐老師父母離異，家裡爺爺奶奶和三個弟妹
全靠父親的勞動和唐老師的工資養家糊口；李老
師丈夫原本做保安，家庭生活還算穩定，近兩年
丈夫生病，失去工作能力，他們的孩子才2歲，家
庭的重擔一下全壓在李老師身上，甚至連房租都
已經有幾個月沒法交了……我們不能讓這些辛勤
的園丁流汗又流淚，期望在病疫災劫後，勤勞善
良的園丁也無恙。
福音幼兒園建園到現在已經走過36個年頭，從
當初幾十平米簡陋的房屋到如今佔地面積1500平

項目預算

名稱

單價(RMB)

空調櫃機

7,000

生活補助
空調掛機
電腦

一鍵報警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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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500

3,900

4,500

數量

同心幼兒園外貌

幼兒園課室裝修中

幼兒園學生簡單午餐

方米，共七個班級。福音幼兒
園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成長，
幼兒園的設施本計劃在2020
年更新換代，卻因為疫情而擱
置了。福音幼兒園的安全是目
前更新的首要項目，根據市上
辦學最新的要求，需要安裝「
一鍵報警器」聯網，以備消防
通報。加上學前班、大班、學
生宿舍的空調已經變成黃色，
老得無法修理，教室裡的桌子
也是用一層又一層的紙粘貼補
修、幼兒園需要進行更新。
文更為了關愛下一代成長，
特別撥款資助25萬人民幣，使
其繼續服務草根社群。

21人x4月
8

3

7

費用合計(RMB)
126,000
56,000

11,700

31,500

30,000

255,200

備註
教室

學生宿舍
教室

院 長 的 話

加港同心 關愛送暖

【愛在遠方】Love from Afar
曲，詞，唱：Esther Leung and Deakin Ng

當疫情仍然未見穩定下來的時候，香港文更送贈口罩給加拿
大文更總部。加拿大文更和溫哥華原住民基督教機構合作，在
東溫哥華派發1000個口罩給原住民和低收入家庭。另外，加拿
大文更的拓展經理Esther Leung (梁博士女兒) 亦親自派發口罩
給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Inner Hope Youth Ministries 及
New Beginnings Baptist Church等機構，機構對象包括原住民
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問題的原住民、邊緣青年、原住民和
低收入家庭及社區。
天災誰都會怕，害怕沉重代價，慌惶的心感受到了，
我們雖在遠方，因有一樣文化，愛你的心從不虛假，
外面正慌亂四起，內心替你無比焦急，如火燙。
為你禱告，願你平安，你們不孤單，
我們心都相連，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一起抬頭看，星星也都一樣；
為你禱告，願你平安，你們不孤單，
我們心都相連，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你們不孤單，我們心都相連，
愛在遠方，共度難關，
一起抬頭看，星星也都一樣，總會明亮。

文更和本地原住民基督教機構合作，
在東溫哥華派發1000個口罩給原住民和低收入家庭。
感謝愛心華人的捐助和幫助。

Praying for you, peace be with you
You are not alone, our hearts long for you
Love from afar, together we stand
As we lift our heads, stars will shine above,
that’s how we love
為你禱告 Peace be with you
你們不孤單 Our hearts long for you
愛在遠方 together we stand
一起抬頭看 星星也都一樣 總會明亮

(As we lift our heads, stars will shine above, that’s how we love)

這是一首由文更兩位同工梁爾欣和吳迪軒創作的歌曲。我們
希望藉着這首歌，為身在疫情蔓延中，過著惶恐不安生活的每
一位打氣。
文更一直在中國資助和關愛貧困學生及其家庭，多年來建立
的不止是友情，更是寶貴的親情。在這嚴峻疫情的時刻，我們
身在遠方，能夠為他們做到的真的不多，但時刻記掛著他們的
心卻永遠不變。我們愛的禱告和關懷一直與他們同在。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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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更 教 育 項 目

廣西貧困地區 教育工程
廣西壯族自治區位於中國南部，少數民族人口衆多，貧困縣數量在全國亦是名列前茅。到2020，文更資助廣西貧
困學子已有18年，資助學生/教師共 14,510人次；文更還幫助學校重建校舍，興建電腦資源中心/圖書館，興建洗
澡房及提供熱水設備等。在2020年的疫情當中，文更同工及志願者更持續通過社交媒體關愛受助學生。從學生來
信各式各樣的筆跡中，聼他們述説自己的理想、心事、成長、考試、家中近況、開心與不開心; 憶起探訪時見到的
那一張張青澀而陽光、羞澀而懂事、帶著笑容或眼淚的面孔，在我們心中對他們的愛和牽掛更加一天天增長……

學生來信摘錄

龍州高中‧蘇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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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東職中‧黃衛師

田東中學‧莫瑩

生活的壓力讓我的夢想擦
肩而過，步入職中，看著同學
忙著自己的目標，我自己茫然
了，不知道自己應該幹嘛，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將近幾個
月，直到你們的到來，心中又
燃起了希望，我相信自己的決
定是正確的，我知道要幹嘛，
我知道這個決定意味著甚麼，
並且我也知道自己不服輸的
人！失敗了，重新站起來，我
相信自己，不比別人差！

記得與你們見面的那一
天，下著雨，與你們分別後，
每當下雨，就會想起你們。
古詩中常用雨寄託思念，不知
這雨，能不能將我的思念傳達
給遠方的你們。我想，一定
可以，因為我思念著你們的同
時，你們也一定牽掛著我啊。
一想到這個，我就充滿了動
力。你們不僅給了我物質上的
支持，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
勵。得到幫助是我的幸運，感
謝你們的資助、關愛。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我的家境不是很好，從小
父母離異，一直是爺爺奶奶拉
扯我長大。現在，父母各自有
家庭，更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管
我。爺爺奶奶年邁了，六十旬
的老人卻還在為了我而奔波，
我真的很愧疚。當初，我也想
過，要不輟學去打工吧！奶奶
那麼老了，還有長期慢性病，
我不能在讓她為我操勞了。正
當我猶豫不覺時，我遇到您
們，文更的叔叔阿姨們。您們
對我的幫助，我感激不盡。雖
然您們可能覺得這只是舉手之
勞，但是，對於我，真的是很
大的恩惠了。因為這筆資助，
我能繼續讀書，可以為爺爺奶
奶減輕負擔，我真的很高興。

田東中學‧蘇宸
還記得我們的見面，你們
不顧路途遙遠，從加拿大一直
到田東，只為了能夠來到學校
和我們聊聊天。
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我及
時收到了您寄給我的助學金，
感謝您一直以來給我的關心和
呵護，是您的幫助，讓我克服
了家境貧寒的困境，得以繼續
學習；是您的愛心，讓我重拾
了學習的信心和決心；是您的
溫暖，讓我更信心百倍地面對
學習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更是
您的善舉，我有機會體會這精
彩紛呈的高中生活；
記得有一首歌歌詞是這樣
的：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
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學 生 來 信 摘 錄

龍州高中‧李雨浩

田東高中‧何麗琴

田東中學‧黃菲

環江高中‧覃淼

感謝您對我的資助。沒有
您的幫助，我的生活將承受莫
大的經濟壓力。我以前的生活
條件非常差，我生活在廣西的
深山中，每到飯點就去山上獵
食，過著原始人般的生活。自
從有了您的幫助，我吃上了壓
縮乾糧，不用去山林打獵了，
我能把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
還因有豐富的打獵經驗，我成
為了龍州縣高級中學第一打
野，沒有您的幫助，我不可能
在龍州縣高級中學學習，我希
望越來越多的學生能進入理想
的學校。希望您身體健康，生
活幸福。
我再次真誠地感謝您的幫
助！

在得到您的資助之前，我
的父親和母親關係非常不好，
經常因為錢的事情而吵架，甚
至離婚，父母之間的裂痕，受
傷的往往是孩子，他們幾乎是
每天都在吵架，在一旁的我，
也只能聽著，心裏十分難受。
每周我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卻
要看到這樣的場面，有時候
我都不想回家，對這個家已經
沒有甚麼期待了，我漸漸變得
內向、叛逆，和父母頂嘴，不
和別人交流，只喜歡一個人待
著。因為父母之間的矛盾，朋
友的疏遠，我的生活過得很不
順心，讓我達到了人生低谷。
我曾經想過自殺，我很抑鬱，
認為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
但是，得到了您的資助後，父
母不再為我上學的事擔憂了，
他們的關係也緩和了一些，我
也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樂觀面
對生活，笑對人生。

我出身於農村家庭，父母
原本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
農民，但由於要滿足我們家
三姐弟的讀書需要，母親外出
打工，父親也陪著我們在縣城
裡讀書，照顧年幼的弟弟妹
妹們的生活。家裡的開支越來
越大，父母肩上的壓力也逐漸
加重。就在這時，你們的愛心
舉動像一場春雨，給這個久旱
的家庭帶來了希望。你們的幫
助讓家裡的經濟負擔減輕了許
多，更給予了我學習的動力。
雖然現在我的成績不是那麼
的盡人意，但一想到你們的支
持，我就充滿了動力。

許久不見，非常想念你們
和藹的笑容，想念你們親切體
貼的眼神。猶記得與你們第一
次見面的那個晚上，也記得再
次與你們相見的那個傍晚，與
你們的相處交談很是開心。
我一直以來我都非常感謝
你們，與感謝你們的付出和幫
助，感謝你們的善良和熱心，
讓我明白原來我是被人關心
的。除了爸爸媽媽以及家人之
外，遠有你們在很遠很遠的地
方。學習偶爾失去信心，不想
再繼續下去，心裡煩煩的，卻
又無處發洩，這種時候我總想
起你們，想起那晚座談會，心
就會逐漸平靜下來。我知道，
我只是你們幫助的眾多的學生
中的一個，你們可能覺得沒甚
麼，但我相信，每一個受到你
們幫助的學生都會因為這美妙
的相遇，在心裏放一場盛大的
煙花。煙花易冷，繁花易逝，
心卻永遠會記得那時的溫暖的
感覺，並在關鍵時候撫慰我略
顯疲倦的心。
希望你們會欣慰於看到我
的不同，我一直相信我的改變
中也有你們的一份影響。

龍州高中‧黃麗雪
我已經不再迷茫自己讀書
到底有甚麼用，至少我明白讀
書不會使我那麼快變成人妻，
沒有知識充實的大腦，對未
來，對生活的想法都是妄想，
沒有長遠的眼光，如何看未
來？我以前一起玩耍的朋友有
幾個已成了人妻，甚至未婚先
孕，看著她們走入歧途，我的
心如被刀割般痛。讓她們走入
歧途的原因就是早早輟學，不
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目
光短淺，沒有正確的知識來武
裝自己。看著她們因「家庭」
瑣事而日漸消瘦泛黃的臉，我
更堅強了自己前進的步伐。我
不要走她們的後路，我要活出
自己該有的青春的色彩！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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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江高中‧黃小穎
我是黃小穎，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高級
中學，1708班的一名學生。感謝你們的
傾情幫助，你們的恩情現無以為報，唯
有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心中的謝意。
我曾在練習高考聽力時，看到過這樣
一句話：「Don’t let yesterday take up
too much of today.」現在，我只覺得這
話意蘊更豐富，所含哲理更為深刻。此
時此刻，我正踏入高三的戰場，距2020
年步入戰役前線僅有236天。我開始明
白，這場暗潮湧動的比拚不僅僅在於
知識與技能，更關乎心理與意志。挫敗
和焦慮打不倒我，榮耀和讚譽迷惑不了
我，做不完的題，睡不夠的覺更是嚇不
退我，猶其是每每稍有遲疑，我總是能
想起我最親愛的、支持我的可愛人們，
協力文更的叔叔阿姨、熱心人士、親
人、老師。我總能從你們這些良師亦益
友身上學會堅強與知識，以及升華為自
己更為持久的動力。不求今後騰達如何
吧，但願在這小有挑戰的美好時光無悔
無怨。
為數不多的幾次接觸基本上是在飯桌
上，時間不久，但印象深刻。你們為我
們這些稚嫩尚未走出山門，但對外飽含
熱情與好奇的孩子帶來的新鮮的世界。
原來不只可敬可畏，更是如此有趣。
把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不簡單；
愛國無須多言，堅守本職，就是最佳表
白。即使走出山門後，我終於還是小有
遺憾回到了家鄉，那麼就回鄉，在更適
合自己的場地，不失為廣闊的天地，傾
心盡力於本職，亦不失為報鄉報答恩
情的好方式。最後，再次感謝你們的資
助，我將把這份真情化為我搏擊長空的
強勁翅膀，追夢天空。

田東職中‧農朝富
當老師把愛心資助款交在我的手上
時，我心潮澎湃，在那一瞬間，我流
淚了，因為我想我作為一位學生何德何
能，在這寒冷的冬天還能享受雪中送炭
的溫暖。我認為這是我的榮幸。在那一
刻我苦幹的心靈受到了您們給與我愛的
滋潤，在這裡我想對您說：謝謝！謝謝
加拿大的愛心人士您們為我所做的這一
切。我會努力學習。當我遇到困難和挫
折時，只要一想起您們在遠方對我的鼓
勵。我便會克服困難奮勇直前的。
受您們資助我三年，我家裡的情況
已經好很多了。現在我已經考完了中級
電工証和中級電焊証。馬上就要出去頂
崗實習了。我不會辜負您們對我的期望
的，希望將來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

田東職中‧譚志峰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的中專生活
已經過完。中專時，我們懵懵懂懂地打
量著這個世界，有一些膽怯，甚至會因
為家境貧困而感到自卑，學習曾很不適
應，壓力也特別大。在助學政策的激勵
和資助下，我們的生活、學習得到了保
障，可以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們
擺脫了內心的陰影，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為了理想，我們始終自強不息！
而今天，我們是自信的！我知道我們
有能力實現一個美好的未來！請您們相
信，受過您們幫助的學生，一定不會辜
負您們的期望，一定會把這份愛變成將
來對祖國，對社會最好的回報！

捐 款 資 助 貧 困 學生
請使用二維碼或查詢
Tel: 1-604-435-5486
9am - 5pm (Monday to Friday)

Email: info@crrs.org
Web: www.crrs.org
https://crrs.org/donation/education/education-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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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媒 體 介 紹

《文化中國》的歷史起源
《文化中國》起始於一群海外華人的夢想，在中國經過

百年艱苦後，見改革開放展現民族的新希望，一群加拿大華
人特別關心中華精神文化價值，在古今之變，中外之交的契
機，能否更新重建。一面以中國價值貢獻世界，另一面吸納
世界優秀文化，豐富自身的精神。

由此一群有理想的華人在加拿大社區中籌款，得當時卑詩

省督林思齊大力支持，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由八位發起人在加拿大登記成為文化與慈善機構，大家決
定出版《文化中國》學刊。

《文化中國》是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導創辦，代表了這

群發起人的共同理想。

《文化中國》一開始主張文明對話，成為一橋樑，去溝通

東西文化。至今已26年，出版到102期，仍將繼續下去。

今文化中國的理念已頗為普遍，一些文化學術刊物，用類

似的理念為名，對這些不同於原本刊物的其他各方努力，我
們都祝福其發展，盼能共同促進中華文化價值，及不同文化
間的對話。

訂 閱
網頁版：

印刷版：

梁 燕 城 博士

福音小書籍免費送

掃描二維碼即可取得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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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rty Support to Surrey Hospital and
My Hearty Support to
Outpatient Centre Foundation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Patsy Hui
“Do not withhold good from those to whom it is due,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when it is in your power to do it “
箴言 3:27

Proverb 3:27

T: 604-275-9787 F: 604-274-9788 E: patsy@patsyhui.com Web: patsyhui.com

“AN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PAYS THE BEST INTEREST.”
– BENJAMIN FRANKLIN

諾一金融

Jaclyn Wu CFP, CLU, MDRT

想了解更多投資或有效的財富規劃宂季
季
收聽我們的投資廣播節目
AM1470 星期一 9:25am & 星期三 4:35pm
AM1320 星期二 8:15am & 星期四 7:50am
Stanley Ho
Investment Specialist

歡迎參加我們的免費講座季
登記或查詢孽604-762-6899
WWW.MONICFINANCIAL.COM

MONIC FINANCIAL LTD.

604-762-6899

UNIT 204- 7080 RIVER ROAD, RICHMOND BC, V6X 1X5

文 化 更 新 出 版

CRRS Media是文化更新旗下的多媒體頻道。
我們希望透過不同聲音及影像製作，
讓大家更了解文更的工作，
了解不同文化的更新重要性。
除了Youtube，
現在已經可以在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及Spotify收聽我們最新製作。
不同人有不同國家，
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亦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差異帶來的可以是衝突，
但只要用心了解，
以開放態度去明白當中的不同，
文化差異，一樣可以成為多元文化。
星期日「深道文化」這個電台節目
梁燕城博士與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文化，道出真理。
還有「文化問」這個環節，
與大家一起尋問不同文化。
「深道文化」AM1320
逢星期日 4:00pm- 4:30pm

多
媒
體
頻
道
CRR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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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助 項 目

神學生 資助項目
由2017年開始文更和克里威廉神學院合作，設立「華人神學教育助學金」項目，三年來

共資助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學生達40人次。受助學生大部分為進深研讀碩士課程，
也有部分為研究文憑攻讀者。

由2017年開始文更和克里威廉神學院合作，設
立「華人神學教育助學金」，三年來共資助來自大
陸、香港和台灣的學生達40人次。受助學生大部
分為進深研讀碩士課程，也有部分為研究文憑攻讀
者。
文更的資助大大減輕了神學生的經濟負擔，使他
們能更無憂地回應神的帶領。其中有一位學生是單
親媽媽，收到文更資助後大哭一場，因為經濟上的
壓力得到減輕，顯明神在回應她的需求和選擇；另
一位學生說文更的資助對他很重要；也有學生說如
果沒有文更的資助，不知是否能繼續讀下去；一位

來自南京的學生說文更的資助提醒她不要放棄，神
的手通過文更在背後默默地支持她。
學生們同時積極投身到本地和國際事工當中學
習，如服事國際留學生、客家教會、兒童青少年和
老人、殘障人士、特殊人群、教牧同工、以色列的
中國民工等等。各人都願意接受裝備，謙卑地為神
所用。
學生們在畢業時深表感謝文更的經濟資助和精神
鼓勵，使他們感受到上天恩情，華人基督徒團體無
私的資助，為即將進入天國工場事奉，加添無比的
信心。

梁博士在神學院和學生們合影

與學生在文更辦公室會面

學生分享

和學生們進行Zoom視像會面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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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 青 年 事 工 項 目

Project Shine 2019
Summer Trip Report

Esther Leung-Kong 江梁爾欣
Project Shine Manager & Outreach Ministries Manager

P

roject Shine Summer Trip is a two week English summer camp
program where our North American team members facilitate English

cross-cultural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of Guangxi, China.
In the 2019 trip, our team went to teach 160 students at the Huan Jiang
Senior High School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高級中學 located at Huan Jiang country,

Hechi City in Guangxi. We are blessed with an intergenerational team of
24 people from Vancouver, Toronto, New York, California, and Hong Kong.
Here are some sharing from our team members:

18

Jerard
Wong

Melanie
Choi

Timothy
Peng

(University
Student in
California) – I
am more grateful for what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now; while I had a deep
appreciation before, my
feelings are stronger now.
Seeing all these kids being
happy even if they do not have
everything and are dealing
with unimaginably difficult
life circumstances was eyeopening for me.

(Recent
graduate in
Vancouver) – 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I think I’ve become a more
confident person even though
before I thought I knew
myself. The students’ kind
words and encouragements
helped me.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and meaningful
experiences for me are
spending time with the kids,
and making memories in the
classroom. I also believe that
I learned a lot in our cultural
exchanges.

(Working in
Vancouver)
It was really
memorable as I teach the
lesson and seeing their curious
faces. Also, saying goodbye to
the students was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for me. I didn’t
realize the extent of how
much we have touched their
hearts until we saw their tears.

Pearl Lin

Alice M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New
York) – The
students have taught me how
to always maintain a good
attitude. I’ve learned that I can
be patient and outgoing when
given a bit of a push to it.

(Mother in
Toronto) – I’ve
learned that
small changes can have a
big impact and I have a deep
appreciation of all I have in
life. I have more than I need,
so I should try to help the poor
more.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Alan
Cheung

Matthew
Cheung

(High School
Student in
Toronto) – I can continue to
serve others by practicing the
lesson I have learned and try
to continue to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I can continue
to serve others by loving
others more and stop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High School
Student in
Toronto) - This trip helped
me spiritually as I have the
change to be part of this 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I can
continue to serve others by
being positive at all time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I will try to
help out more people.

Local Youth Outreach Ministries

CRRS Partnership with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C

RRS began its annual sponsorship with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VUM) in September 2016, sponsoring 4 First Nation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the “Rising Above One-on-one Tutoring Program”.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receive the proven “Orton-Gillingham” method
to help improve their academic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and math. The
community VUM serves is about 60% Indigenous and 40% from immigrant
background. Their program is running out of an Aboriginal focus school
and a school in the heart of China town in Vancouver. Here are two events
that CRRS had

Serving Inner-city families in East Vancouver
In October 2019, some of our Project

Esther Leung our Outreach Ministry

Shine alumni volunteered to help serve innercity families in East Vancouver with CRRS’
local outreach ministry partner organization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VUM). CRRS
sponsored the meal and activities for their
October family gatherings. The volunteers
helped serve the meal, sang songs, conducted
music activities, played musical instrument
while interacted with the children in a
meaningful way.

Manager gave a special talk presentation
on “Music makes the heart glad”. In the
presentation various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such as Indigenous,
Chinese and western were displayed. Esther
also provided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her own collection such as clay or wooden
flutes, percussion instruments and bells for
the students to explore and play. It was a
blessing to spend time with the students.

In December 2019,
our local partner organization
“Vancouver Urban Ministries
(VUM)” held 2 Christmas
Community Dinners for our
community of students and
family members! A message
of “peace” and beautiful
Christmas music was shared
that night. For several years
now, VUM has been collecting
gifts and packing hampers
for families in East Vancouver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on top
of sponsoring students in the
VUM tutoring program CRRS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hristmas hamper campaign.
The dinners were held

attended the two dinners

at Vancouver Chinese

combined.

Pentecostal Church and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inners were held

were passed out in total, 87

Society.In total, 60 hampers

at Vancouver Chinese

gifts were given to the children

were passed out in total, 87

Pentecostal Church and

who attended, 180 people

gifts were given to the childre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who attended, 180 people

Society.In total, 60 ham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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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涼

水
CRRS US

自從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
爆發，我們滿心感謝有心人士
熱烈響應支援，以禱告托住，
以金錢奉獻，以行動支持，董
事及義工積極採購醫護物資如
口罩、護目鏡、防護手套、防
護服、消毒及防疫物品等分批
送贈四川瀘州福音醫院及四川
西南民族大學，廣西武宣縣婦
幼保健院。
教會兩位牧師及醫生，將
剩下有多的口罩，即時到街上
送給街上服務工作者。又將物
資供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關懷
文更資助的少數民族學生，他
們都表示很感動。又收到廣西
武宣醫院，文更多年前資助的
貧困學生黃醫生(她今已是兒
科主任)消息，知當地缺乏口
罩和護目鏡，董事會主席余健
強牙科醫生立刻把自己的物資
寄付，以濟燃眉之急。黃醫生
十多年前因見文更團隊的愛心
見証，一生獻身愛人，對病童
特別關愛，後來有國內信徒帶
她到教會追求，成為愛主的基
督徒。今成為該縣新冠肺炎救
急專家組成員。
與此同時，梁燕城院長把
美國文更籌得的一千口罩帶到
香港，余醫生亦安排把醫護物
資送運香港。梁院長在香港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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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街頭福音事工，並關愛吸毒
者與邊青，與吳桂行弟兄、柳
振平牧師及羅霞傳道等，幾次
向數百街頭露宿者派發美國文
更捐贈的口罩，另派飯盒和水
果，當場有多位露宿者信主。
之後各福音團隊在17區的受
難節街頭佈道，接觸一萬人，
有164人決志，一星期後各隊
在12區佈道，有251人決志信
主，其中贈送的一部份口罩是
美國文更及香港文更提供。
這期間香港是疫症高危期，很
多機構街頭關顧工作停止，但
幾個基督徒街頭事工仍繼續不
停，街上貧苦者很感受到這種
愛。此外當地的謝潔貞牧師也
代表美國文更向香港的基層人
士派送口罩，向他們致以深切
慰問及傳講福音。
因疫情影響，國內很多教
會及慈善機構相繼陷入經濟困
境，我們有見及此，捐資到河
北聾兒培訓中心；按捐贈者意
願，捐資到湖北教會；也從國
內購買口罩送深圳教會。
現時中國疫情穩定，市民
復工復產，生活漸趨正常。反
觀美國，疫情持續吃緊，患病
及死亡人數飆升，高踞不下，
醫療物資極度短缺，美國文更
遂轉而向加州本地提供援助。

再次感謝大家的努力，在一天
之內購得一萬個口罩，捐贈南
加州角聲醫療中心及角聲社
區服務中心，讓他們幫忙派送
護老院及民眾、警局、消防局
等。剛巧當天（四月10日）乃
基督受難日及洛杉磯口罩令執
行日，此舉可謂意義重大。除
了角聲協助發送口罩到社區，
美國文更前董事會主席Esther
Woo也把籌集所得的口罩捐
贈南加州數間醫院、護老院及
穆斯利難民。另一邊廂，北加
州把籌集所得的口罩捐送護老
院、教會及社區中心。
到目前美國文更已籌到美
元三萬多，用於上述各項目。
現在疫情稍見緩解，我們接下
來的工作是如何幫助在疫情影
響下有需要的人渡過難關。
聖經馬太福音25章40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馬太福音10章42節：無論
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

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
得賞賜。
美國文更感謝各支持者的
恆切禱告，積極參與，金錢
及相關物資捐助，以致我們
的事工項目得以順利展開；
感謝各機構人士的配搭：三
藩市灣區AM1450今日華人電
台，匯點教會，Silicon Valley
Lighthouse Church, Serving
Others Worldwide，天鄰基
金會、愛鄰社、基督之家第六
家、角聲醫療中心、角聲社區
服務中心、中國愛德基金會、
四川瀘州福音基督教會、四川
瀘州福音醫院、四川西南民族
大學、廣西武宣醫院、香港謝
潔貞牧師、吳桂行弟兄、柳振
平牧師及羅霞傳道、加拿大及
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我
們感恩支持者眾多，不能一一
盡述，如有遺漏，謹此致歉）
，以致我們的工作得以落實。

禱告瘟疫得止息，
病患得醫治，
人們得平安！

義 工 分 享 篇

   瀘州之 旅
麥弟兄
四川省瀘州是一個二三線
城市，特產「瀘州老窖」是享
負國際盛名的烈酒之一。
2019年11月，神保守，給
我機會跟隨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去瀘州短宣探訪。本人對於瀘
州認識有限，也不知道會遇上
什麼？只是憑著信心，知道神
的旨意及安排一定有其原因！
這次瀘州之行我們探訪了
兩間教會，一間綜合式醫院。
兩間教會都是「三自教會」！
首先我沒有太大期望，因
為已經聽聞過中國教會可能受
限制！
其中一間合江教會是在郊
區，我們有機會參加他們的崇
拜。崇拜的程序：唱詩、講
道，都與一般香港及海外基督
教會大同小異！我感受「不」
到逼迫的壓力！反而見證到當
地基督徒的單純，他們一顆對
基督真誠崇拜的心！見到他們
從崇拜中得到的喜樂與和平，
令我自愧不如！雖然他們都是
上了年紀的信徒，但他們對基
督「火熱」的一顆心，真是在

小孩身上才可以看到！現在我
才明白梁博士常常提醒我們怎
樣「回到初信像小孩一般的心
智，才可以經歷上帝」的真
諦。
另外一間教會值得我們去
深入了解！
瀘州教會在教堂旁邊是一
間5層高的福音醫院。醫院是
教會辦的私營醫院，但是他們
的收費比其他醫院還要便宜，
如果病人付不起費用的話，教
會及醫院會資助有需要的病
人。這是一間以骨科為主的醫
院，亦有其他專科，還包括牙
科診所。
醫院也培訓醫師及醫護人
員！這次「瀘州之旅」我的同
行另有兩位醫師及醫護人員。
醫院院長特意安排我們與當
地醫師及學生進行講座及研討
會，藉此給我們美中醫學有更
深入的交流。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醫
院的頂層天台用來開辦福音幼
兒學校。在另外一個地點，教
會也開辦一所福音護老院。

3歲到90歲，都能照
顧到！
教會及醫院位於瀘
州市中心平民區，對
於市民十分方便。美
國文更在經濟上支持
瀘州教會及醫院。這
次「瀘州之行」令我
見證到怎樣用「愛及
關懷」去把文化差異
拉近！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出「
愛」的重要性：「如今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
中最大的是愛」。
最令我感受到神的大能
是，這綜合醫院的名字：「福
音醫院」！醫院大門牆壁上，
「耀眼奪目」寫著「福音醫
院」四個字！旁邊就是教會，
十分巨大的「十字架」在教堂
上！這「訪宣旅程」給我很不
同的經歷！
瀘州教會正在籌款興建一
所更大型的綜合醫院，社區中
心及教堂。希望神會大大使用
瀘州教會的事工。聽到廖牧師

的異象分享，令我感受及見證
到神的大能！
過去數年，我在不同國家
參與了很多次不同性質的短
宣。今次「瀘州之旅」給我很
不同的感受！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
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馬太福音)。見證到神
的大能！宣教的工作要符合神
的心意。神的方法比我們的方
法要高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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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 還愛
Peon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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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今年已是我
參與文更事工踏入的第
七年，回想第一次跟著
Esther
Woo姊妹的帶
領，到雲南山區教中學
生暑期英語班，到現在
探訪及支持瀘州醫院的
事工，和資助及關顧四
川西南民族大學的學生
等等……感恩有這福
份可以參與神的工作，
其實在這過程中也感受
到神的愛，和更加明白
「施比受更有福」的意
義。
文更資助的學生，好
多都是來自少數民族，而且大部分都是
住在山區及農村地區，他們都是非常貧
窮，很多父母為了賺多點錢，都到了大
城市工作，所以我們這班學生也有不少
是留守兒童。而當中也有不少是來自單
親家庭的，由於貧窮，父母病倒時，也
沒有錢去醫治……其實這班學生除了面
對貧窮問題，加上在成長過程中，沒有
父母在身邊教導指引，面對問題和挑戰
時，對他們來說也真不容易。
而他們知道要脫離貧窮，便要勤力
讀書，每次與他們分享時，他們也不停
的感謝文更給他們經濟的資助，所以他
們才有能力上大學，最感恩是聽到他們
說到將來當他們有能力時，也要學我們
這班做義工的亞姨叔叔去幫助有需要
的人，真是好感動，覺得神的愛可以由
我，這個小僕人身上，透過幫助這些學
生而能繼續下去……
神好祝福，在一九年十一月份，當我
們再次探訪這班學生時，我可以親眼看
見到神的「以愛還愛」的見證。
勒伍亞芰及車家會是兩位少數民族
的學生，亞芰的爸爸早已過身，媽媽也
改嫁，她是住在四川涼山的一條愛滋村
中，由於村中十分貧乏，品流複雜，而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且毒品泛濫，四處都有
廢棄而曾經用來吸毒的針
筒。在她初中時，親眼
看到當時只有六歲的表
弟拿著地上的針筒，學別
人吸毒，把針筒注射到手
上，不幸的是表弟因此而
感染了愛滋病，不久也去
世了。亞芰好明白自己的
家鄉有很多問題，所以在
一九年暑假，亞芰便組織
了一個補習團隊，帶著愛
心，回到家鄉去，幫助當
地的小學生補習功課。她
表示得到文更的資助，自
己能上大學讀書，是幸運
的一個，所以她想付出一點能力幫助有
需要的小朋友。
車家會，是另外一位受資助的少數民
族同學。和亞芰一樣，爸爸在她讀初中
時去世，媽媽酗酒，沒有人照顧家會；
但她十分堅強和獨立，她也在一九年參
加另一個團隊，去關顧一些因愛滋病失
去父母的孤兒。當她去服侍這些孩子，
教他們讀書時，她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幫
助他們，是一個福份，雖然自己貧困，
但看到這班孤兒，她覺得自己能上大
學，已是十分幸運，所以好想學我們去
幫助和慰問那些孩子。
我被亞芰和家會的行動所感動，也見
證到主的愛流轉下去。腓立比書二章4-5
節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
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

希望你也能與我們一起
參與文更的事工，
見證主的大愛，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願神祝福你們每一位。

2019年11月份，美國文更由梁燕城教
授帶領；聯同Esther Woo, Vincent Law
及義工們往瀘州福音醫院及成都民族大
學作關懷事工，而我則往深圳及河北省
為文更開拓新工場。
11月18日凌晨六時三十分到達香港機
場，Uncle Rolland 及蕭文華姊妹已不辭
勞苦大清早從深圳駕車來接我往深圳，
以愛相待，為減低我舟車勞頓；而Uncle
Rolland更老當益壯，作多方面支持，僅
此致謝。到達深圳安頓後，馬上參加深
圳市基督教會深圳堂崇拜。深圳堂原位
於羅湖區，創建於1898年，其宗派背景
為禮賢會；1949年，重建新堂，于1984
年5月27日始得復堂並重新恢復聚會，
成為深圳第一間恢復崇拜重新開放的教
堂。
1998年，政府在福田區梅林花果山邊
規劃了4400平方米（包括綠化帶）作這新
堂建設用地。
其外觀宛若聖經中所記挪亞時代的
方舟，禮拜天有四場崇拜，參加人數約
6000多人次。
當天崇拜後有浸禮，眾多信徒受洗加
入教會。禮成後與蔡博生牧師討論文更
在當地的未來可行的事工。蔡牧師除主
持深圳堂事工外，也是廣東省十三屆人
大代表，廣東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副主
席，廣東省協和神學院副院長。會議達

義 工 分 享 篇

深圳及河北探索之旅
余健強‧牙科醫生‧美國文更主席
成由蔡牧師安排梁燕城教授來年五月在兩會
期間主持講座及研討日後文更事工方向。當
晚有機會參加深圳堂英語崇拜，由國外牧師
及會友主持崇拜，不少本地弟兄姊妹參加崇
拜，會後有很寶貴交流時刻，也令我對當地
教會發展有更深刻暸解。
次日早上六時多乘早機往邯鄲。邯鄲是
河北省地級市，國務院批履確定的中國河北
省南部地區中心城市。邯鄲是國家歷史文化
名城，有3100年的建城史，8000年前孕育
了新石器早期的磁山文化；戰國邯鄲為趙國
都城，魏縣為魏國都城；漢代與洛陽，臨
淄、南陽、成都共享「五大都會」盛名。到
達邯鄲機場，11月份的河北省已相當冷，
要臨時找禦寒衣服，當地河北省基督教協會
會長，邯鄲市基督教北堂劉玉文牧師已在等
待接機。邯鄲市不單是古都，更是中國成語
出產地，有1/3成語源于此地。在北堂與劉
牧師交流中，瞭解中國教會的關懷事工已伸
延至養老院事工，我們馬不停蹄去了解附屬
香柏樹養老院，由負責人王長老安排。香柏
樹養老院佔地及院舍面積相當大，現時主要
是照顧會友的父母，院舍除一般老人所需措
施外，還有崇拜廳及祈禱室，因為附屬于教
會，可以向老人家分享福音，與老人家交談
中，體會到「喜樂乃是治病的良藥」。一老
人家來養老院時身體經常失控抽搐，不單行
走有困難，連坐都有問題，家人沒法照顧，
把她送來香柏樹養老院後，院方工作人員六
個月來多方面關心照顧，我與她交談時，她
不單能說，也能走及坐。感謝主！另外一對
室友，我與她們交談下，才知道一位是90多
歲，另外一位是八十多歲，精神奕奕，腰骨
挺直，看來只有七十多歲，中國養老行業有
很大市場需求，但因為資金緣故，香柏樹養
老院還未能充份發展，也需外國養老院技術
和知識交流。希望文更很快能安排相關人材
作培訓，及資金協助。除香柏樹養老院外，
我也有機會參觀當地市交郊聖聰特教中心。
此中心是一間照顧一些腦癱、弱智，沒有人
願意照顧的兒童；此中心雖不屬教會，卻是
由教友楊小梅醫師所創辦。楊醫師本身是一
殘障人士，她是小兒麻痺患者，所以對殘障
兒童特別有感動；由數個腦癱兒童開始到今

天一個有數十殘障兒童的特教中心，都是由
楊醫師靠自己作鄉間醫生，行醫所賺的錢，
及全家人投入，艱難地成長。文更已開始安
排資金幫助，希望疫情過後，很快能安排短
宣隊往河北省。
離開邯鄲市，乘車往保定。保定，古稱上
谷、保州、保府，因城池似靴，又名靴城，
位于河北省中心地帶、是京津冀地區中心城
市。保定與北京相伴而生，保定之名取自「
保衛大都，安定天下」，歷代為京畿重地和
「首都南大門」；有「北控三關，南達九
省，畿輔重地，都南屏翰」之稱。清代，保
定為直棣省省會，是直棣總督駐地，自1669
年至1968年三百年間，為河北政治、經濟、
文化、軍事中心。也是歷代不少大武術家誕
生地，有武術之鄉美譽。到達保定後，郎福
珍牧師特設午宴接待，宴後參觀及探討有關
當地事工需要，中國教會趨向發展關懷事
工，當地教會除牧養會友外，也建立一所全
新路嘉醫院，院方會同時開設中、西醫、牙
科等部門，十分願意與文更共同合作，幫助
當地居民醫療及關懷上的需求。
會談後，馬上乘車往石家莊。石家莊地
處中國華北地區、是河北省的政治、經濟、
科技、金融、文化和信息中心，石家莊市基
督教愛國會主席及石家莊市基督教福音堂主
任牧師周愛琴牧師親自接待，討論有關石家
莊教會關懷事工的發展，使我對地方的需要
有更深的瞭解，夜宿福音堂教牧宿舍。翌
日與中國基督教三自委員會副主席及河北省
基督教三自委員會主席靳雲鵬牧師一起共進
早餐，詳細討論河北省關懷事工的需求及方
向，為文更提供一個更完善的河北省關懷事
工藍圖；也為此次文更深圳及河北省探索之
旅，劃上一個很值得感恩的句號。另外，也
一提緬甸事工路向，緬甸有接近二百萬華人
居住，全國基督徒人數少于2%，當地政府
容許福音工作，故此，我與當地督教組織安
排文更事工，原本今年二月與梁燕城教授共
同去緬甸探訪當地教會，但因疫情而取消，
但明年已安排梁教授往當地主領培靈會及在
神學院授課。願神保守當地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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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領威風
更新顯威水
加拿大威威純水
Order Line:

604.618.3232

鳴謝贊助
Platinum 白金贊助

Park Georgia Insurance  百樂喬治保險公司

Elite Wealth Management Inc. - Angela Fok/Joann Yu 精英理財 霍盈/俞惠芬

Diamond 鑽石贊助

Monic Financial Ltd. 諾一金融

Gold 金贊助

RE/MAX WESTCOAST - Patsy Hui 許孫少儀

Silver 銀贊助

Greater Vancouver Chinese Parkinson’s Society  大溫華人柏金遜會

Bronze 銅贊助

RE/MAX City Realty - John Lam 林文光

Printing 印刷贊助

Horseshoe Press Inc. 至美彩色印刷

Volunteers 義

工

感謝每一位在過去二十六年，

不辭勞苦地為文更付出時間和汗水的義工。

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的工作不會進行得如此順利。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謝謝你們！

Supporters 支持者

無論你們以什麼方式支持文更，

當中所包含的愛，我們完全感受得到！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繼續把愛的文化傳承下去的重要動力，
文更無言感激！

服務商界 心繫社群
Of The Community, By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設備先進 · 精益求精 · 快捷妥當 · 華人經營 · 誠懇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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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Tel: 1-604-435-5486
Fax: 1-604-435-9344
Email: info@crrs.org
Website: www.crrs.org

CRRS Toronto Chapter
P.O.Box 7247
7060 Warden Avenue
Markham ON L3R 5Y0
Canada
Tel: 1-416-786-9255
Fax: 1-416-229-9771
Email: info@crrstoronto.org
Website: www.crrstoronto.org

CRRS USA
P.O.Box 7717
Alhambra, CA 91802-7717
USA
Tel: 1-415-696-6728(SF)
Email: info@crrsusa.org
Website: www.crrsusa.org

CRRS Hong Kong
#809, 8/F Fortress Tower,
25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 852-2393-9440
Fax: 852-2393-9441
Email: info@crrshk.org
Website: www.crrs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