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問題和小答案

心中有呼召的人，當作些什麼，預備自己，然後進
入神學院，出來全職事奉呢？

這問題很大，答案也可以很大：多讀經，多禱
告，多看書，多默想，多追求生命德行長進，多學
習為主工作，甚至要像戴德生牧師住在貧窮地區，
堅持地過簡樸生活等。這都是很好的答案，也許太
大，我們擔當不了，也實行不來！

我有兩個小答案，很容易，也頗有效，只要立志
進行，大概都可以得到很有意義的結果。

1.立志領多人歸主，並要看見成效。這對生命成
長，鍛煉愛心，都有幫助，也可以間接地否定
或肯定主的呼召。

2.爭取機會教主日學，這種教學相長的工作，是
最佳的訓練。學生越教越少，或學生越教越多，也
可以間接否定或肯定主的呼召。

有的人是因為失敗逃避，有的人是因為虛名虛
榮，有的人是因為感情衝動，有的人是因為幻想成
功，就覺得心中有主的呼召。

若是對上述二者毫無興趣，或毫無果效，大概
可以否定是主的呼召了，不必進神學院出來全職
事奉了。若是好好實行，就會對主的呼召越來越堅
定，長進成熟，進入神學院，出來全職事奉，被主
大大使用！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以為然否？

多少時候我們聽到愛主的弟兄姊妹說：我「退
休」後就全身事奉主！這說法可能有下列兩個涵
意：

1.待我夠年歲退休後，我就有時間全身投入事奉。

2.待我儲蓄足夠，不用擔憂生活，我就可以全身投
入事奉。

如果我們用「去世界旅遊」代入「全身投入事奉」
，我們就發覺這是一個迷思。年紀大了，體力所
限，去旅遊「嘆世界」有心無力了；以為足夠的金
錢也未必真的足夠。

「退休」後事奉，除了體力和經濟問題，還有其
它問題。你會發現有太多時間，於是要在事奉的
崗位上找出路，這樣一來恐怕會出現「搶山頭、出
位」的負面現象。又或者發現自己沒有恩賜，不知
可在甚麼事奉崗位上作甚麼。這樣、「退休」後的
事奉往往也成為一個迷思。

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多年前在澳洲領會，憶
述在一八八八年中國內地會（現今基督海外使團
OMF）北美第一批往中國的宣教士差遣道別會中，
戴德生看見台下一位老人家在悲泣，但他的臉上

發出榮光，戴德生情不自禁地邀請這位老人家上
台分享。他是其中一位預備出發的宣教士Sussie 
Parker的父親。他分享他和妻子送別他們至愛的女
兒Sussie的心境，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帶淚光。戴
德生憶述他在北美眾多聚會中，這是最令他得祝
福的分享，其中一句這位老父說：⋯我只覺得我再
沒有比這女兒更寶貝的禮物可以獻給主耶穌。1  

Sussie Parker 到中國後第二年因環境惡劣而病
逝中國。

我們還有什麼比獻上自己給神更寶貴呢？保羅
勸勉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我們應當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

沒有戴德生(J.HudsonTaylor)的擺上⋯也就沒有
SussieParker的犧牲⋯沒有成千上萬願意的宣教士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
能傳道呢？】；若今天你己清楚神的選召，尚有什
麼可以難阻你踏上這榮耀的征途呢？！你渴想聽
到主說：【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快樂】嗎？

「今日神學教育 明天教會茁壯」                       

加協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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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獻身難、起步更難

[1] David J. Michell, In God’s Way, OMF 1988,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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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者必須明白傳道人的生命素質及需要的恩賜⋯

蒙召獻身作傳道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歷世歷代神

都在尋找可以給祂使用的人。祂不斷的呼喚：「我可以差

遣誰？誰肯為我們去？」（賽6：8）

我們本是祂寶血重價所買贖的，我們理應是屬於祂

的，神本可以徵召我們任何一個人，但祂要我們明白祂

的愛（祂對我們的愛及對全人類的愛），被愛激勵而回

應祂的呼召。

神的呼召

作傳道人必須清楚蒙召，否則會後悔、會缺乏信心、

會失去動力。神的呼召不一定是超自然的神蹟。大多數

主委用的僕人使女都沒有這種超自然的現象。神的呼

召通常是很主觀的，但也是可以驗證的。透過我們日常

的禱告，讀經和聽道，神常會用祂微小的聲音對我們說

話。聖靈同時在我們心中作感動的工作，叫我們回應神

的呼召。神也會用一些我們日常接觸的人、事或物感動

我們，使我們意識到祂的呼召。每一個人蒙召的經歷都

可以不同，但一定會受感動，意識到神在呼召，問題是要

更清楚這呼召，進一步等候神的帶領而歡然踏上事奉的

路。

清楚呼召

神對人的呼召通常是很個人及主觀的。我們應問自己

這感動是否一時衝動？若是一時衝動，很快就會淡下

來。若出於神，這感動經過數月，不但沒有淡化，而且愈

來愈強烈，想揮去也不能。另一方面，必須察看動機是

否純正。不要因為婚姻失敗、學業失敗或事業失敗而選

擇作傳道。有些少逃避現實的心態也不可。此外必須有

教會的牧師及長者的認同，再加上朋輩的認同則更確定

了。

回應呼召

若確定神的呼召，一般來說要尋求神的帶領進入神

學院接受裝備以便一生好好的事奉神。當然也要考慮何

時、何學院也是重要的。若已婚者，必須得配偶的同意

及支持，換言之、配偶也無條件地與您同心。若配偶未

能同心，必須等候，絕不可以單獨行動。另一方面也應考

慮對家庭（包括父母）的未完的承諾，或沒有別人可以代

替的責任，若有需要，可能要稍作等候及交待清楚，才可

以入神學院。

此外、獻身者必須明白傳道人的生命素質及需要的恩

賜，檢視自己在這方面的需要，努力追求。清楚神的呼召

者，要看自己是準傳道人，在神的話語上努力下功夫，把

握在教會事奉的機會，在教會事奉是最好的操練。傳道

人有一些基本功必須在入神學院之前操練好，如品格、

讀經祈禱、福音熱等等。這些基本功是一生要持續的。

萬一有人懷疑自己未清楚神的呼召，但已經走上奉獻

的路，甚或已經在崗位上事奉神，怎麼辦？不要怕，試想

想若有人出於主愛的激勵，甘心樂意奉獻自己，把自己

放在祭壇上，我相信慈悲的神必會立即悅納這奉獻。其

實懷疑自己的呼召者，可能是不清楚而矣，就算以前神

真的沒有呼召，現在願意因愛神，甘心奉獻，神的呼召“

補票”必來了。

從呼召到行動
馬英傑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執行董事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總幹事（義務）



3加協通訊  四月 2011

每位願意獻身事奉上帝的信徒，都需要考慮一件事：

接受神學教育。為何要念神學？當想到「事奉神」，很明

顯「上帝」就是我們要事奉的對象。不過，由於我們是透

過服侍人來事奉神的，所以「人」亦都是在事奉神的過程

中不能忽略的對象。故此，「事奉神」的觀念牽涉到兩個

對象：上帝和人。神學教育正是按照這兩個服侍的對象

來裝備信徒，而這就是為何準備全時間事奉的人，須要

念神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事奉神，必須先行認識所服侍的上帝。倘若對上

帝都不甚了解，如何談得上事奉神呢？不過，或許有人

會這樣想：「我信了主已經很久，在教會裡每星期聽講

道、上主日學，認識了不少有關上帝的事情，所以應該不

用念神學也可以事奉神。」當然，崇拜中的證道與主日

學，是教會其中兩個重要栽培信徒的媒介，而信徒亦應

從當中對上帝和基督教信仰有所認識。但是在神學院念

神學，和在教會裡所得的栽培，是有一定分別的。以主日

證道為例，牧師需要考慮不同信徒的背景，包括年齡、

學歷、工作等，所以講道時不能談及比較深奧的課題，而

且由於講道的本質與課堂教學的不同，主要是講員講，

會眾只可以聽、不能發問和討論；再者，牧師也不會在

講道後給會眾「功課」，確定他們明白講道的內容。在主

日學方面，很多教會都缺乏人手，而且大部分的主日學

老師本身也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故此亦往往不能帶領

主日學學生對所學習的課題有深入的了解。

 在神學院念神學，情況就完全不同。神學院能夠提

供正式和有系統的課程，讓準備事奉神的人對上帝有

更深入、正確的認識。神學院的老師都接受過正規的神

學教育訓練，而且各有自己研究的專長，有足夠的經驗

和背景，帶領學員對所學的題目作不同層面的討論和反

省。在這環境下，學生能糾正從前對上帝的一些誤解，

與檢查自己那些從未反省過的假設。神學訓練更能幫助

信徒組織和擴大他們對神的認知，使他們的思維變得成

熟，不容易在信仰上出現思想偏激和走極端的情形。

 另外，因為我們是透過服侍人來事奉上帝的，所以不

可忽略人的元素。服侍人絕對是不容易的，因此神學院

亦提供不同的課程，幫助事奉神的人在這方面有適當的

裝備。首先，事奉上帝的人必須學習如何教導人認識上

帝。神學院有佈道學、講道學等學科，目的就是要幫助

信徒掌握向非基督徒傳福音的技巧，和認識對信徒講解

聖經真理的方法。在教會事奉的話，當然更加要明白作

領袖的原則、帶領教會的方法，以及對有需要的人作輔

導等，所以神學院也特別針對這些需要而開設領導學、

輔導學等課程。 

 總的來說，因為事奉神的人要服侍的是上帝和人，所

以一定要認識這兩個在事奉中會牽涉到的對象，而神學

教育正能在此幫助有心事奉上主的人，使他們得到合適

的裝備，能有效及正確的事奉神。

「為何要念神學？」
劉永明博士

漢語網絡神學院（多倫多校園）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與多倫多華人福音教牧同工團契於

2010年11月舉辦的「獻身座談會」之講員

神學院的老師都接受過正規的神學教育訓練，而且各有自己研究的專長，有足夠的經驗和背景，帶領學員對所學的

題目作不同層面的討論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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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要討論“神的呼召”是指上帝特別挑選一些重

生得救的基督徒，要他們出來專心的、全時間的服侍祂。

現在就讓我們從聖經中看看過去蒙召的一些工人，去明

白蒙神呼召者所具有的特性和蒙召的原因，從中了解神

的心意。

１.未出母胎被召的耶利米:	 	 	 	

在耶利米書1:5-7上帝的呼召叫耶利米明白，自己一切

的才幹、性格、學問、健康、聰明、智慧…等等，全部都

是神所賜的，為要叫自己長大成為神的先知。「年幼」

不能成為推辭的理由，只能成為不敢自誇的基礎。最

重要的乃是有神同在，面對任何人、物、事都不必懼

怕。

２.絕對順服的童子撒母耳：	 	 	 	

從小在聖殿跟隨年紀老邁的祭司以利。午夜中，神三

次的呼喚他。他的回應：「請說，僕人敬聽！」（撒上

4:10）。撒母耳對神的順服能夠讓他活出了神的呼召，

成為我們所有服事神的人永遠的楷模。

３.被神點名的以利沙：	 	 	 	

	神在何烈山向以利亞顯現，吩咐以利亞要膏以利沙

為先知（王上19:16），而當時的以利沙是完全不知情

的。到了後來以利亞遇見以利沙在趕牛，以利亞上前

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並沒有說甚麼。但是

以利沙立刻就明白神要召他，就跟隨以利亞。（王上

19:19-21）以利沙能明白神通過一些屬靈的長者或者

是忠心的僕人的提醒、作出呼召的。

４.被主耶穌徹底破碎的保羅：	 	 	 	

受教於著名的猶太學者迦瑪列門下、熟讀摩西律法的

正宗法利賽人、一直迫害基督徒的保羅，在主耶穌基

督的光照呼召下回轉、立刻應召去事奉神。這豈不是

神的預備，早就揀選了他、使他一轉念就得被使用。

今天我們若是願意，有感動接受裝備，在工餘時先修

一些部分時間的課程，謙卑順服準備好隨時隨地都可

以服事主。

５.看見異象，自動請命的以賽亞：	 	 	

在異象中看見耶和華高高坐在寶座上，有天使們侍

立，而且不斷地喊叫說：聖哉、聖哉、聖哉！以賽亞聽

見神的呼召就立刻心甘情愿地回應：「我在這裡，請

差遣我。」（賽6:8）請命而去。以賽亞先知就是最好

的例子了。今天，你看世界是這麼大的禾場，到處都是

福音的需要，你會自動請命嗎？你有這種負擔嗎？

６.八十歲的老人家-摩西：	 	 	 	

當他在四十歲之前，接受了最好的宮廷教育，享受了

王子的待遇，也是他人生中最有活力，最具聰明智

慧，最有權力，最有社會地位的時候．他滿有抱負的

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們看見神沒有用他。反過

來到了摩西晚年，八十歲的時候，上帝在火中荊棘向

他顯現，呼召他。神用人的目的是要彰顯神的榮耀，

不是要彰顯人的本事。

神呼召人的方式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為祂的意

念高於人的意念!我們看主耶穌所揀選的十二個門徒，不

在乎他們智慧有多大！如果你承認自己的聰明才幹、健

康智慧、學問成就，等等都是神所賜的，為了要叫自己長

大去服事主。如果你也愛弟兄姐妹、關心人的靈魂、關心

神的家，你有聽見神的呼召放下一切全時間服事；或者

願意謙卑，先裝備好自己，等候主使用。

如何清楚神的呼召?   
林利雄先生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加拿大學區）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與加拿大華人福音教牧同工團契於

2010年11月年舉辦的「獻身座談會」之講員

神呼召人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為祂的意念高於人的意念!今天，你看世界是這麼大的禾場，到處都是福音的

需要，你會自動請命嗎？你有這種負擔嗎？



5加協通訊  四月 2011

常有對神學教育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問我：你覺得加神

有什麼特點？我想以幾點切身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第一，老師中多有忠心的牧者，我從他們身上學習怎

樣愛主，愛神的話語，以及牧會的寶貴經驗。神學院的

創始人中，麥希真和高雲漢牧師，都是神所重用的僕

人，曾在世界華福任總幹事，他們幫助學生培養普世宣

教的眼光，全球性福音的視野。許多老師們的言傳身

教，使我學習效法基督，追求屬靈品格更成長；記得高

牧師多次用保羅的勉勵來提醒同學，“我小子阿！我為

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裡。”他

們在牧會上豐富經驗的傳授，使我在教會成長，門徒栽

培，傳福音，關顧輔導，植堂，事工平衡，衝突處理等等

方面都得到實用有效的收獲。

第二，學院提供較好的學習環境，嚴謹正規的神學裝

備。在神學院中，許多神學深厚的老師的教導提醒，對

我今天的牧會和事奉幫助巨大。比如，李思敬教授影響

我廣泛比較，慎密思想，中英文并重；林榮洪教授使我

產生了對基教史的興趣，這對我豐富講道內容有直接的

幫助，其方法有助于我今天逐漸研究中國基督教史；區

應毓院長在教授中國與基督教文化一課時，對我講：世

界華人教會不但缺牧師，還缺神學老師，更缺寫作的人，

他鼓勵我寫作，受區院長的鼓勵，我現在為多倫多兩家

報紙寫基督教專欄，還與其他三位作者一起，撰寫出版

了《中國文學名家與基督教》一書。

加神是完全在天道神學院中上課，我在校時充份運用

學院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也和英文部的學生有接觸；同

時加神講座，天道的講座，都有選擇地參加，真可謂左

右逢源。畢業後，遇到講道或要寫文章需要資料時，在

回到母校，熟門熟路，既找資料，又看老師，方便得很。

第三，我感到學院培養學生的目標很清楚：培養神的

工人，立足加拿大華人教會，鼓勵宣教，特別是對中國的

宣教。加拿大華人教會缺乏國語傳道人，加拿大眾教會

的一些牧者，經過多年禱告，在眾教會的支持下，建立

了神學院。所以我在學院讀書，相信眾華人教會就是我

的支持和後盾。同時，我的事奉目標，宣教目標，寫作目

標，都集中在華人和中國這焦點上，學院的目標和特色

非常適合神給我的事奉方向。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我感到在加神所獲得的道學碩士學位，就是神所我的“

王后的位分”，它正是為了我在普通話教會牧養，宣教，

寫作的機會。

「加神」有什麼特點？
權陳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第一屆畢業同學

北約華人浸信會國語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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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獻身座談會」 NOV.13, 2010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與「多倫多華人福音教牧同
工團契」合辦。請馬英傑牧師、黃建熙牧師、劉永明博士
和林利雄先生分享並鼓勵一班有心志全時間奉獻的信徒
如何「獻身啟程」。共有廾多位信徒出席！

APPRECIATION DAY   Feb. 28, 2011: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新春聯歡

藉農歷新年、教授、同學、校友共百多人聚首一堂。同學精
彩表演、「八福」默劇猜謎、獎勵同學、答謝老師，彼此分
享、回憶溫馨，一同將榮耀歸與至高的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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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Day  Mar. 5, 2011: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神學教育體驗日

讓一班已立志全時間奉獻作神工人的信徒，來實際了解
「加神」的學習環境、獎助學金、神學課程和申請入學手
續等。使他們有信心來裝備為主所用。有廾多位有志者參
加。區應毓院長親自授課示範！校友和在校同學與他們分
享經驗和見證！

年度的活動

7

Mar.7, 2011加神同學與校友共商「加協」的推廣事工



我是四川成都人，十一年前移民來加拿大，在Winnipeg
住了八年，在那裡信主、受洗加入教會。我是做中醫的，

天天給病人扎針、開藥。六年前，主呼召我要我讀神學，

當時我不相信，就向主要兩個印證：第一，要主在一周

內取消我所有的病人；第二，要主感動我教會的牧師或

長執，來親口對我說讀神學的事。結果在接下來的一周

里，這兩樣事情全部發生，讓我不得不相信這事是出於

神。三年前，神用奇妙的方法讓我知道了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於是，我們一家從 Winnipeg 搬到了多倫多。如今，

我在加神的學習已近尾聲，即將畢業，踏入神所預備的

工場。

神為我預備的加神，遠遠超過我所想所求。神很幽

默，在第一年入學前的退修會上，馬英傑牧師說：“你們

每個人要努力成為一頭帶乳的母牛，又能苦干又能產

奶。”然後王建熙副院長接著說：“你們要常常作一項

運動，就是‘打高爾夫球（禱告呼求）’。”- 這是加神給

我的第一印象。在麥希真牧師的教牧學課上，他說：“若

你們還沒有預備好為主受苦、受氣、受死的心志，現在

退學還來得及。”又說：“要成為神所喜悅的人，才能成

就神所喜悅的工。愛人愛神要單純，待人處世要老練。”

他將他60年牧會的經驗，傾囊倒出，提煉成精簡易懂的

話，手把手地教我們。高云漢牧師常說：“甚麼是成功？

成功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更大的成功就是讓更多的

人得到你的服侍。”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感謝主給我機

會，可以面對面地跟他學。可以說加神每一個老師都是

有牧者心腸的人，我看到他們為主拼搏的生命是如此的

美麗，激發我更加愛主。區應毓院長常常說：來到加神，

第一要學做人。是的，我在加神得到的訓練，首先是靈性

的提升，是人生態度的重塑：我是主的僕人，要成為教

會的工人。

近三年來，不僅在聖經知識和神學上有廣度和深度的

長進，而且在學習方法上得到良好的訓練。李思敬老師

操練我讀書的“馬步”功夫，對我以後的閱讀和寫作帶

來很大的幫助。還有寶貴的機會學原文，金京來老師有

獨特之法，帶我毫不畏懼地進入原文的學習；加上方豪

老師循序漸進的引導，使我初嘗原文讀經的滋味，更清

楚地明白神的話，給我在釋經上帶來非凡的影響。譚文

鈞牧師、高雲漢牧師分別教導我講道學，他們給我的是

比金子更寶貴的“點金術”- 如何釋經講道。在多倫多

兩個教會的實習和在日本的短宣對我的影響也是十分

深遠。⋯有太多的收穫，無法一一訴說。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若你們有心要讀神學，選擇神學

院是非常重要的。當年門徒們是跟著主耶穌，受到了最

好的神學訓練。如今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集中了加拿

大基督教華人中，被神重用的、最優秀的牧者們和神學

修養深厚的老師們，主給我有機會，可以近距離地效法

他們，就像他們效法主一樣。我的加神，背後最大、最高

明的老師是耶穌基督！感謝讚美神！

可以說加神每一個老師都是有牧者心腸的人，我看到他們為主拼搏的生命是如此的美麗，激發我更加愛主。

8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我的「加神」
韓東同學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第三屆畢業同學



神親口的應許，也親手成就！

聖經在列王紀上記載，當所羅門王建完聖殿之後，他

向神禱告說：「 親口應許，親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樣。」

事實上，每當我回憶起自己的蒙召過程時，心情也是這

樣。因為我知道自己今天能夠安心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接受裝備，正是因為神親口應許，也親手成就了。

我第一次聽到神的呼召，是在2007年。那一年10月份，

王永信牧師到教會主領培靈會。我就聽到神的呼召而奉

獻了！

這時正是我和我妻子剛剛移民過來才一年，我的妻子

找到了一份差不多是最低工資的工作，也不知道能做多

久。而我正在一家IT咨詢公司co-op實習：我的Co-op老師

和我自己都覺得到11月份實習期結束之後，應該是有希

望留下來的。所以，我以為神會讓我工作幾年，等生活安

定了，再進神學院裝備作全職傳道人。但是，沒有想到神

從那次培靈會之後就封住了我所有找工作的道路，不但

Co-op沒有留下來，也攔阻了其它我自己想走的路，甚至

連回中國的路也封住了！

同時，在那段日子裡，我在教會中反而有了更多的事

奉機會，神還在繼續的預備我。但是、我還是一心想找

一份工作，過幾年之後再讀神學。

後來我有機會省察自己，發覺自己的動機，其實是放

不下自己的面子，覺得在加拿大還沒有工作經驗就去讀

神學，別人會怎樣看自己呢！是找不到工作才去讀神學

嗎？但如果我找到工作，再把它放棄，那就說明我是真

的愛神，真的願意為神擺上。你看，人裡的心，有時會壞

到連自己都很難察覺。可是，神最終並沒有把這種榮耀

我個人的機會留給我！  

2008年11月，在大多市培靈會上，邊雲波老師分享了

他同時代的一些為神工作的弟兄姊妹的見證。當時，聖

靈再一次感動了我。對比這些為神完全擺上的弟兄姊

妹，我在座位上禁不住的痛哭流涕，覺得非常羞愧。那

時，邊老師所念的經文是羅馬書12章第一節。他所念的

每一個字都像大鎚一樣敲進我的心裡。我知道神藉著這

經文，要再一次呼喚我放下一切去服事祂！

後來又有各種的印證，有來自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

的，有來自家人的，有來自牧師的。最後，我終於放下了

自己的面子和虛榮心，也放下了自己要先工作後讀神學

的念頭，順服神的旨意，向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交了入學

申請。

2009年5月交入學申請表，6月份的時候，我的妻子懷

了孕，意外的同時，我們更多的是擔心家裡的經濟情況。

有一次，我在車站等車，心裡煩躁，就問神：「我以前有

父母供應就能安心讀大學，現在沒有足夠的經濟來源

我怎能安心讀神學呢？」我馬上感到神在我心裡放了一

個念頭：以前是父母，現在則是你天父供應你一切的需

要。我當時一愣之後，就是一陣大喜樂。以後，我和妻子

就靠著神的應許走到現在。快兩年了，我們從來沒有在

生活上缺乏過。雖然從來沒有多過，卻也從來沒有少，

而且常常是剛剛夠用。我們的經歷証實了我們所信的：

神怎樣應許，就必定怎樣成就。

我深深的明白：「作為願意服事神的人，我們要放下自

己的意思走順服的道路，依靠神的應許走信心的道路。」

9加協通訊  四月 2011

蒙神呼召的見證
施勇同學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在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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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生長在中國北方城市的我，原本聽聞福音信息的

機會是非常少的。感謝神，在讀大學的第一年，福音就臨

到了我的家。媽媽信了主，雖然我也很想瞭解基督教的

信仰，但在那樣一個被金錢充斥、物欲橫流，人人追求

成功的環境裡，根本停不下來去把時間給神。2000年的

6月我移民多倫多，2005年底我信了主。感謝神，在信主

後的日子裡，我的心被神的愛吸引，很渴慕神的話語。每

當回想信主前所走過的彎路，就有一種浪子回家之感，

懊悔裡甚麼沒有早一些認識這樣一位至善的全能神。但

是，那時心中卻從未想過要全時間服事神，只是想單純

地做一個好的基督徒。在我未信主前曾經聽過張伯笠牧

師的生命見證分享，其中他說到在他還不明白“活祭”這

個詞的意義的時候就在禱告中將自己奉獻了，於是，“活

祭”這個詞在當時對我而言就是全時間的奉獻服事神。

因此，信主後我不斷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在禱告中用這

個詞。神知道我一切的意念和籌算，沒過多久就有幾次

在我禱告的時候，“活祭”這兩個字似乎像是脫韁的馬

一樣就要脫口而出，我當時絞盡腦汁的想盡一切辦法換

用別的話來代替，事後我都是一身冷汗，認為自己一定

是瘋了。雖然我如此的悖逆，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祂

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大概在信主一年後的一次團契聚會時，劉德貴牧師在

我們當中分享他在波斯灣的服事。在他要帶領大家做結

束禱告的時候，我似乎感覺有事情要發生。結果他在禱

告中有三句話抓住了我的心：

1、 不要管自己的年齡是否太大    

   （因為我一直心存遺憾信主太遲）；

2、 將你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3、 如果你有專業，可以去做長宣。 

第一句話使我的心結被打開，可是第二句和第三句是

我當時不願意接受的。所以當牧師呼召的時候，我堅決

不舉手。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身體被一股巨大的外

來力量緊緊地攥住，而且隨著牧師一次又一次的呼召、

我又一次次地拒絕舉手，這股力量就一次次的加強。這

使我很難承受，沒辦法只好舉起了手。在接下來的一年

裡，神清楚地告訴我要做一名宣教士。祂用祂的愛不斷

地感動我，使我最終甘心樂意地把自己擺上當做一個活

祭獻給祂。經過兩年的預備和等待，我順服神的呼召，

準備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

在選擇學校的時候，原本是有幾個選擇，其中也包括

英文學校。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我清楚地知道神

為我預備的是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於是在2009年的秋

季正式入讀加神。至今為止我在加神已經學習了一年半

的時間，也漸漸明白神的帶領是最好的，因為在這段時

間里我實在是獲益匪淺。加神雖然是剛剛創辦幾年，但

是，我們的老師們都不僅僅是從事神學教育的，他們且

都是有過多年牧會經驗的牧者。他們不單單是用口在向

我們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在傳遞他們的生命，不是特

意的，而是自然地流露。他們的愛心和謙卑，就好像是

神放在我面前的一面面鏡子，讓我不斷地看到自己生命

中有太多太多要被神對付的地方。也反復地在心裡提醒

自己，無論是甚麼時候，都要謙卑服事人。神的預備和安

排是最好的，愿祂的旨意成就在每一個信徒身上。

感謝神，沒有任憑我最初的抗拒。讀神學是一個美好

的起步點，今後我所要走的路還很長，也是一條不斷被

神修剪、破碎的過程，同時也是最蒙福的恩典之路。“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愿主興起更多的

工人，為主的國度爭戰，將福音傳到地極。

讀神學是一個美好的起步點
劉桂英同學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在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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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簡介-敬請代禱！

特別預告

1. April 2及May 14, 2011「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

協會」舉辦小形「異象分享午餐聚會」。特別

邀請多倫多各教會的牧者及對華人神學教育

有負擔的教會領袖出席，與「加協」的董事們

一起探討教會與神學教育的配撘，共同努力為

神國預備工人！

2. April 18, 2011, 10:30a.m.-12:30p.m. 加拿大華

人神學教育協會、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

院及恩霖中華國際協會聯合舉辦一個研討會，

共同探討「屬靈導引」(Spiritual Direction)。此

乃牧養及門訓的重要課題。請 蔡偉雄牧師/博

士分享「探討牧靈的藝術 - 屬靈導引」。地點

在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3. April 25, 2011, 6:00pm「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 •  恩道學院」在Airhart Lecture Theatre,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舉辦「後現代對

華人基督徒的挑戰」講座。由「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 •  恩道學院」院長楊慶球博士主講。
4. May 8, 2011, 3:30pm「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

學院」畢業差遣禮，在Tyndale Bayview Campus, 
Chapel (Sister of St. Joseph) 舉行。畢業同學: 

黃淑珍、黃愛淳、林香德，羅李艷霞、陳偉、韓

東、郝文、杜炳深、甄健威、張國強。

1.「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一年一度的「異
象分享暨籌款晚宴」將於NOV.20, 2011 ( Sun)
晚，在 “Le Parc Dining & Banquet Hall” 舉行。
今年除分享「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拿
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和恩道學院」的未來
發展外，並有短片和話劇帶出「戴德生」的宣
教奉獻精神。請預留時間，務必出席！

2.預備今夏參與「暑期宣教實
習」的同學，如有需要「加拿大
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資助，請
盡速與學院領取申請表格。

請奉獻支持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的事工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和恩道學院的發展)

4. Sept 2011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
協會 (A C C T E ) 與恩道大學學院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及加拿
大華人宣道會聯會共同合作，在亞省
卡加利(Calgary)創辦了「加拿大華人
神學院 • 恩道學院」(CCSTAS)。以清
晰的異象及救贖靈魂的負擔培育教
牧同工及宣教士。神學院所提供的教
學語言為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亦
將會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學院課
程作出妥善的安排。此外，加拿大華
人神學院 • 恩道學院(CCSTAS)完全
符合美加神學院協會(ATS)所釐定的
學術水平及學位認證。

3.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
將於2011年9月增開「道學碩士宣教
課程」，為蒙召、有志全職在教會、
宣教工場或機構事奉的信徒，提供
一個以國語教授，為美加神學協會
(ATS)所認證的課程。



組員： 韓東，劉彥玲，陳琦，盧潔香，劉桂英，蕭松， 

邵力群，施勇，甄健威

顧問： 王甄麗玲師母

文宣組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恩道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ACCTE)與恩道大學學院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 及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CCACA)共同合作，在亞省卡加利 (Calgary) 創辦了加拿大

恩道華人神學院 (CCSTAS)。

學院所採用的教學語言為廣東話、普通話或英語，亦將會

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學院課程作出妥善的安排。

學  院  簡  介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道學碩士教牧主修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Pastoral Ministry Major

本課程以聖經及神學為基礎，並配合實際的牧會經驗、

華人文化、靈命塑造操練、教會歷史反省、近代領袖培

育、教會工場實習、暑期短宣參與等，來裝備這時代教會

合用的工人。學生於每一個學期都需要參與教會的實習，

暑期亦鼓勵到宣教工場事奉。

道學碩士宣教主修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Mission  Major

本課程結合聖經神學與實際宣教經驗、華人文化與跨越

文化、宣教士靈命塑造與操練、宣教歷史與反省、實地宣

教工場實習、暑期短宣參與、本地跨文化宣教事奉等方

面，來裝備這時代合用的宣教工人。學生於每一個學期都

需要參與宣教的實習。

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B.R.E.) 
Degree Completion Program

本課程提供進修宗教教育學士學位機會，特別為希望完

成學士學位之成年人而設。課程的設計獨特，使忙碌的成

年人有機會完成全時間的大學本科教育。

25 Ballyconnor Court, Toronto , ON  M2M 4B3
416-226-6620  ext.2219  ccstts@tyndale.ca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403-410-2000 ext. 8914    ptam@ambrose.edu

『天道學院』和『恩道學院』課程完全符
合美加神學院協會(ATS)所釐定的學術
水平及認證。

各院校現正招收2011-2012年度的新同
學。詳情請與學院查詢。

 2011年9月將開辦下列課程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領導與事工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 Ministry
「領導與事工文憑」 Diploma in Leadership & Ministry
「華人事工證書」 Certificate in Chinese Ministry

Office address: 39 Bentley Street, Markham On L3R 3L1
P. 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 880-3983       www.accte.ca       accte.c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