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vember 21, 2010

Dear Friends and Companions in Ministry:

It is with great joy that I greet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and  
celebrate 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Our celebration tonight reflects a deeper commitment than simply a 
commitment to theological and pastoral educatio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Our shared ministries together at Tyndale express our 
commitment to serving the whol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By doing so, leaders are being equipped for the multi dimensional  
nature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his is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 follower of Jesus. While focusing on 
character in the training of workers, we seek together to provide men 
and women to lead after God’s heart. It is also a time when well trained 
pastoral leaders - able to navigate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our times — 
is critical. Together we make that possible.

May God grant us the courage to be all that He wants us to be. May He 
build bridges and create new possibilities that the Good News might be 
extended to all peopl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is celebration. May your generosity extend  
our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May you know that together we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God’s blessings!

Thankfully,

Dr. Gary V. Nelson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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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雲漢博士

人生是每一分、每一秒積聚而成的生

命。《聖經》告訴我們「要愛惜光陰」，

就是要抓住每一個機會，享受人生每一

天。

當我年青的時候，因為對《聖經》的教

導、認識得不夠清晰，有不少的偏差，

以致不會享受人生，常是悲觀愁眉苦

臉，失去真正基督徒喜樂、豐盛的生

命。

我年青時受一些老一輩的傳道人影響，

認為做傳道人必須要犧牲受苦，忍窮挨

餓，因為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可8:34）若不貧窮受苦，就不屬靈，還

談甚麼享受人生呢？人生是要捨棄，背

十字架受苦的；甚至在禱告的時候，也

常是哭哭啼啼地不斷認罪悔改，好像信

主之後，仍然被囚困在罪孽深海之中，

難道這樣才真是基督徒的人生嗎？

後來，我讀了使徒保羅的書信，他很

興奮的宣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加2:20）

我本來是罪孽深重，該死該滅亡，應該

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穌愛我，甘

願擔當我一切的罪，為我捨己，被釘在

十字架上。我憑信心與主基督聯合，在

二千年前，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

候，「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

使徒保羅更鄭重地聲明：「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當我們信主的那一刻，就如保羅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雖然我們現在活在肉體之中，仍要等

待主基督再來時，我們的肉體才得救

贖。

現在我們的舊我、老自己仍然活在我裡

面，但是正常的基督徒，應該讓基督佔

有我的生命，我們天天憑信心與主聯

合，活出基督，正如主耶穌對門徒說：「

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

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

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約15:5,11）

就是這樣，作為基督徒的生命，是憑信

心住在基督裡面，基督也住在我們裡

面。正如使徒時代，從安提阿起首，「門

徒稱為基督徒」，基督的門徒有基督住

在裡面，就成為「基督人」。我們日常的

生活是要彰顯基督的生命，是喜樂、滿

足、豐盛的生命，是可以享受人生每一

天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何等喜樂滿足、何等豐盛

的生命呢！基督生命的彰顯，涵蓋整個

新約《聖經》，長闊高深，難以筆墨形

容，現在只從主耶穌受魔鬼試探說起，

看看我們的主基督如何勝過魔鬼，彰顯

出豐盛的生命：

第一，要認識自己的身份。

魔鬼要主耶穌懷疑自己的身份：「你若

是神的兒子」，魔鬼要祂覺得自己是一

個貧窮軟弱、飢寒交迫的弱者。主耶穌

卻緊緊記得「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主耶穌基

督認識自己的身份是天之驕子，是得勝

者，不是受害者，對自己有光明積極的

自我形像。

今天的基督徒有不少看自己是軟弱的

受害者，凡事消極、自卑、自憐自怨，缺

乏信心盼望，經常生活在愁雲苦雨之

中，更惶論享受人生每一天。就如舊約

的十個探子，其中有八位說：別人看己

己是蚱蜢，自己看自己也是蚱蜢，必然

失敗、必然受苦。但其中約書亞與迦勒

滿有信心與勇氣，不是自己有甚麼本

事，乃是信靠神的應許，必能得勝！基

督徒應像主耶穌一樣，滿有肯定積極的

自我形象來享受人生每一天。

第二，要認識自己的使命。

魔鬼要主耶穌運用自己天賦的力量，將

享受人生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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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變餅來為自己充飢，但主耶穌清

楚自己的使命，要運用天賦能力「以水

變酒」、「用五餅二魚來餵飽五千人」

來造福人群，彰顯父神愛心。

當門徒集體前往撒瑪利亞的城中享受

食物，主耶穌也知道「民以食為天」，

門徒要享受是可想而知的，當門徒帶

了食物來給主喫時，耶穌說：「我有食

物喫，是你們所不知道的。」又說：「我

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

成祂的工。」祂更指出佈道、撒種、收

割，都有永恆的快樂。我們可以享受物

質帶來的喜樂，我們也可以享受因事

奉而帶來的永恆喜樂。主耶穌更認識

到「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裡所出的一切話！」神的話語「比金子

可羡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

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

19:10）

主耶穌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

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約6:63）正如保羅也

說：「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喫喝，只在乎

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

14:17）

第三，要認識自己的蒙愛。

主耶穌不但確實認識自己的身份與使

命，更認識自己是蒙父神寵愛的，祂記

得「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父神既然愛我、喜悅

我，難道祂會讓我餓死嗎？何必要用「

變通」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飢餓呢？

在主耶穌一生的年日中，祂無時無刻

不想到祂與父神的相愛：「我愛你們，

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

裡。」（約15:9）主耶穌又說：「有了我

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祂，我也要愛他，並

且要向他顯現。」（約14:21）我們生活

在神的愛中，就是最幸福的人，可以享

受人生每一天。

第四，要認識自己的安全。

人需要愛，也需要有安全感。魔鬼卻要

試探主耶穌：「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

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

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

腳碰在石頭上。』」魔鬼不單要耶穌懷

疑神的應許，讓祂失去安全感，使祂

所過的日子全是戰戰兢兢、永無寧日。

主耶穌確實知道祂是活在創造宇宙萬

有的全能父神的膀臂中。主耶穌也親

自對門徒應許說：「兩個麻雀不是賣一

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

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

被數過了。」（太10:29-30）

主耶穌一次再次的肯定，給我們安全

感：「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

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賜給我，祂比萬有都大，誰

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約

10:28-29）使徒保羅安慰我們說：「我

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羅8:28）我們不必懷疑，也不要試探

神，確實知道活在主裡面是絕對安全

的，可以享受人生每一天。

第五，要認識自己的敬拜。

「魔鬼又帶祂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

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祂看，

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

切都賜給你。』」魔鬼要耶穌因萬國榮

華而敬拜祂，就是要耶穌敬拜萬國的

權力、地位、榮華、富貴。今天魔鬼豈

不是用同樣的技倆，要我們以權力、金

錢、名譽、地位為偶像嗎？使我們醉心

追求這一切的時候，失去真正的敬拜

對象，而沉迷在虛幻掙扎，醉生夢死的

光景之中。

感謝主，主耶穌嚴肅地斥責魔鬼說：「

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

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專心倚靠

耶和華的人真有福，創造宇宙萬物的

主宰是我們敬拜的對象，一切的豐盛

都在基督裡面，我們專心敬拜祂、親

近祂、享受祂，就能享受人生每一天。

由此看來，我們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總括來說，基督的生命是「施與」的生

命，主耶穌說：「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35）保羅更

提醒我們：「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徒20:35）我們

期盼享受人生每一天嗎？我們必須活

出基督，活出基督就是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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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神異象分享及籌款晚宴的籌委會吩

咐我寫幾句話，我就把心底裡的話掏

出來！

一、必需將福音傳遍天下

	 教會的存在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

大原因是『佈道事工』(Evangelism)：領

人歸主，歸主的人都回到本教會（徒一

章至九章）；另外一個大原因：『宣教

事工』(Missions)：領人歸主，歸主的人

不回到本教會，卻成立新的教會在本

城、本國、鄰國、直到地極（徒十章至

二十八章）。這是『MHC宣教挑戰』的

聖經基礎。		

二、必需獻身作一個宣教士

	 在一九五三年，天父呼召我和麥師

母作海外宣教士，從香港來新加坡開

荒植堂，建立了三個教會。在一九六五

年，天父再呼召我們到馬來西亞的檳

城開荒植堂，建立了兩個教會，也從事

神學教育。在一九七五年，天父再呼召

我們來新加坡神學院專心從事神學教

育。若天父呼召你，獻身作一個宣教士

罷！

三、必需栽培訓練更多宣教士

	 最初時，我只作一個宣教士，以後

天父給我新異象：用我一生學問、經

驗、本事栽培訓練更多宣教士，我的宣

教士生命和果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

千倍！於是我再進修，然後投身在馬來

西亞浸會神學院和新加坡神學院，栽

培訓練更多宣教士。若天父給你這異

象，那你就應先獻身作個成功的宣教

士，然後進修、將來可以訓練更多宣教

士，叫你的宣教士生命和果效可以增

加十倍、百倍、千倍！

四、結論

	 前方的戰士必需擺上生命，勇敢地

向前，後方的支援也必需擺上生命，勇

敢地安排軍需。前方和後方配合，才能

打勝仗！

	 願我們在這次籌款晚宴上盡上最

大的力量！！

（作者：麥希真牧師，「加拿大華人神
學教育協會」榮譽董事會主席）

麥希真博士

心底裡的話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會榮譽主席



近年華人教牧素質有令人擔憂之處，

不少教牧新進，極其著重一己之權利，

斤斤計較職銜、職責及工作的時數，強

調保留私人空間及家人的優先。在事

奉上未能全面投入、竭盡全力牧養主

所託付的羊群，牧養仿如行政管理。

神學工作者常反省，為何神學教育的「

產品」如此？在甚麼地方出了問題？

	 讓我們看看主耶穌如何訓練衪的

門徒，反省今日的神學教育。

	 馬可福音3:13-15記載：「耶穌上了

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

他那裡，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

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並給

他們權柄趕鬼。」這簡單的記載，應該

是今天華人神學教育的重點及策略。

「神學」簡單言之就是「學神」，「學

神」的過程就是神學教育。我們要問

1.誰來「學神」？	 2.如何「學神」？	

3.「學神」的目的？試從這段經文中找

答案：

誰來「學神」？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

來，衪就設立十二個人」衪上山通常是

禱告，另一福音書告訴我們，衪整夜禱

告，然後在衪心目中有12個人，衪要呼

召他們作門徒。這裡給我們看見，神學

生「學神的人」必須有主的呼召，最理

想是由教會經一段長時間的禱告、觀

察，有聖靈的帶領，選拔人進入神學院

受造就，當然這人必須也清楚有神的

呼召。入神學院必須清楚呼召是華人

神學院優良的傳統，有清楚的呼召，是

日後事奉的基礎，像保羅所言，不會違

背從天上來的異象(呼召)。

如何「學神」？

	 「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主呼召

這十二位門徒要他們常與自己同在，意

思是要教導他們，培育他們，使他們能

成為真正的門徒，接受主的託付。常和

主同在，透過言教、身教及群體生活，

達到知識、靈性及性格上的培育。神學

教育不單著重課堂上知識的傳授，老

師與同學們的生命交流，用生命影響

生命也很重要。加上同學之間每日的

接觸、磨擦，學習正確處理人際關係。

透過同學群體的生活，學習柔和謙卑、

忍讓、接納、饒恕，學習互相尊重、彼

此配搭，產生鐵磨鐵，磨出刃的效果。

同學們能建立同窗、同袍、同工、朋友

及手足的情誼，成為一生的祝福。

「學神」的目的：

「耶穌差門徒去傳道，並給他們權柄

趕鬼」，主呼召及培育門徒的目的是要

他們去作傳道的工夫，並給他們屬靈

的權柄。今天我們都明白傳道的意義

不單是傳福音，更是教導及牧養神的

群羊，成全他們，使他們能使用恩賜建

立基督的教會，履行主的大使命。神學

教育的目的應是培育傳道人，然後差

派他們去傳道，傳道人必須具備下列

素質：

對「道」認識，才有「道」可傳。

	 必須帶著負擔去傳，不單傳道授

業，更要如父親一樣地愛顧自己的孩

子。正如經上言：「為師有千萬，為父

卻不多」。

	 傳道也包括傳福音，有「福音熱」，

懂得傳福音。

	 有受差派、有使命感、帶著負擔及

異象作傳道的工夫。

	 有屬靈生命的感染力，這就是我們

的權柄。這屬靈生命的感染力在乎我

們與神的關係，禱告、讀經、親近神，

自己先在神的話語上受教、向神支取

力量，才能有生命的感染力。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本著聖經的

教導、主耶穌的榜樣，推動及建立神學

教育事工，得多倫多Tyndale神學院協

助建立了第一間獨立自主的加拿大華

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已有兩屆的畢業

生，他們都有美好的事奉。第二間加拿

大華人神學院̇ 恩道學院，得加拿大宣

道會神學院(Ambrose)協助，將於明年

五月在卡加里(Calgary)開課。院長將由

楊慶球牧師擔任，我們會繼續努力，靠

主的帶領，在加拿大推動神學教育及

在有需要的地方建立華人神學院。為

教會及宣教工場預備合用的工人。

	 教會要求神學院供應高質素、良好

的傳道人，但神學院也必須有信徒及

教會支持，因為神學院是為教會訓練

合用的傳道人。讓我們與教會緊密合

作攜手培育合神使用的時代工人！

馬英傑博士

看今日的神學教育
從耶穌的門徒訓練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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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應毓博士

世界各地的神學院、聖經學院、牧職學

院、靈修院及培訓中心的建立如雨後春

筍般，開辦的課程及辦學的宗旨與模

式五花八門，大有目不暇給、眼花撩亂

之感。本文以神學教育的零與整、多與

一、傳統與創新等相關的觀念，來探討

神學院的多元性與合一性的題目。

神學院的多元性

	 神學院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中

產生出來的，每一所神學院皆有其歷史

形成的客觀因素及辦學的獨特宗旨。

十九世紀在中國成立的神學院校大部

分都是傳教士來華後所設立的，並且

多與基督教大學有緊密關係；譬如燕京

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華中大

學、嶺南大學、金陵大學等。這些在基

督教大學院校內辦學的神學院比較注

重學術，畢業生多擔任行政事務或教學

事工，牧養教會的比例較低。於二十世

紀初業，在宋尚節、王明道、計志文、賈

玉銘等佈道奮興家的倡導下，中國及海

外掀起華人聖經學院及神學院的成立。

這些學院強調屬靈氣氛，追求聖潔，重

視聖經，關注傳道與牧會，看重宣教，

不怕吃苦；譬如重慶的靈修學院、廣西

及後來遷移到香港的建道神學院，東南

亞的新加坡神學院、馬來西亞聖經神學

院，台灣的中華福音神學院、聖光神學

院，香港的伯特利神學院、中國神學研

究院等。

	 基於客觀的歷史因素、宗派的特色、

社會的趨勢、辦學的宗旨、神學的立

場、創辦人的性格與影響等情況，於是

華人神學院的多元性目前是既成的事

實。也許，日後的發展亦會朝著此多元

性及多樣化的情勢，在世界各地開展不

同的神學院及神學教育的模式。譬如:	

世界各地網路同步授課的網路神學課

程、多媒體的個人及小組培訓、機動及

流動校社的模式、師徒門訓式的培育

理念、雙重文化語言的課程、職場及在

職的神學訓練、實地宣教訓練基地等

新穎模式，都會因應各地實際的需要而

產生。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華人神學

教育百花齊放的豐碩興盛期，不必因著

此多元發展和零散局面而感到忐忑不

安。然而，華人神學教育需要在「承先」

與「啟後」、「繼往」與「開來」的平衡

啟迪下，開展出漢語華人神學教育的特

色。「承先」必須「啟後」，「繼往」亦要

「開來」。「承先」不「啟後」就是墨守

成規，「啟後」若不「承先」就如滾石般

成為無根的一代；「繼往」不「開來」就

是食古不化，但「開來」若沒有「繼往」

則是沒有源頭的江河。傳統是有其價值

的，因為這是前人的心血結晶，也是維

持現狀的基本因素。華人神學院一直以

來持守著基要的福音信仰，重視靈命的

培育，強調獻身吃苦的精神。這都是優

良的傳統，值得我們繼續持守和發揚光

大的。但是傳統必須具有生命力，此生

命力可以引進創新，而創新又是超越現

況的一股新鮮動力。這般生命力不單肯

定傳統的價值，且能體驗時代的需要，

更能開創啟發後學之門。

神學教育的合一性

	 神學教育的多元性雖是事實，然而

神學教育不應該是零亂、零碎、零散

的；神學教育需要有一定的整合性、整

體性、整全性。筆者嘗試以加拿大華人

神學協會作為個案範例，來探討華人神

學教育在異象推動上的整體性與辦學

宗旨上的整全性。

異象推動的整體性

	 2002年9月4日，在世界華福的影嚮

下，高雲漢牧師以世界華福總幹事的身

份，在多倫多華人福音教牧同工團契月

會中，呼籲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的需

要。2002年11月12-15日，在溫哥華舉行

的第一屆加拿大華人教會策進大會中，

教牧領袖同聲呼籲成立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的急迫性。2004年3月，經過二十多

神學教育的零與整、 
多與一

神學院的合一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院長



個月的討論和準備，「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協會」董事會正式向加拿大政府

登記註冊。2005年3月29日，「加拿大

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和「天道大學/神

學院」(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and 

Seminary)舉行歷史性的簽署儀式，合

作開辦「加拿大華人神學院」。2006

年9月	 5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正

式開始上課。2009年5月9日，「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 第一屆畢業生參加「天道大

學/神學院」的畢業典禮，並獲取「北

美神學協會」(ATS) 認可的道學碩士學

位。

	 成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異象是

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教牧同工們同心領

受，並一致推動，華人教會的同工們

排除地盤主義、山寨思想、一盤散沙

局面等固有的華人負面傳統。不同宗

派的華人教會齊心協力，大家群策群

力來建構此所設於多倫多的華人神學

院。當時，同工們所領受的異象不只

是在一個城市開辦一所神學院就停

頓下來。加拿大華人教牧同工所領受

的異象是在多倫多成立了「加拿大華

人神學院--天道學院」之後，繼續在

加拿大其他城市與當地的基督教大

學及神學院合作。於是在天父的帶領

下，2009年6月17日，「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協會」在卡卡理(Calgary)舉行另一

次歷史性的簽署儀式，與「恩道大學/

神學院」(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合辦，「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恩道學院」(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

	 在天父的主權帶領及全能旨意下，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會繼續

在不同的城市開展神學院，以整體的

合作方式來推動華人神學教育。此整

體性既涵蓋著加拿大華人教會，同時

亦意會著與西方基督教大學及神學院

的合作。

辦學宗旨的整全性

	 神學教育需要有三股合成的繩子靈

活地揉合而成，這三股合成的繩子就

是靈命、學識與事奉。靈命的素養包

含了順服基督、全然奉獻、與神同行、

靈修神學、生命操練、為主吃苦、聖靈

果子、內在品德等基本功夫。學養知

識含蘊了學問鑽研、博古通今、淵博中

西、格物致知、慎思明辨、明察秋毫等

基礎法則。事奉則是待人接物、處世之

道、屬靈恩賜、深知力行、言行一致、

成全聖徒、造就教會、提拔人材等基

要方法。

	 神學院是塑造教會工人的地方，而

教會就是工人工作的地方，兩者息息

相關、互為依賴。工人的靈命是本、工

作的果效是末，本末不能倒置；聖靈的

果子在先、聖靈的恩賜在後，先後要

有序；工人的“所是”(Being)為因、工人

的“所作”(Doing)為果，因果要分明；

生命為始、事奉為終，始終要如一；私

人內室的禱告為泉源、公開外在的事

奉為江河，泉源與江河要接連。次序因

果不能顛倒更換，否則就會出現標榜

個人英雄主義，以成功果效代替生命

素質。若只注重聖靈果子則會產生神

秘的個人敬虔主義，與社會及世人脫

節；若只側重恩賜則會產生標奇立異

的偶像崇拜主義。

神學教育與教會事奉應相輔相成、兼

容並蓄，中肯地建立教育的理論與實

踐，去蕪存菁地將東西古今的優點保

存下來；既肯定傳統的價值，又富於創

新的生命力，以充沛的信心迎向廿一

世紀的挑戰。

結語

	 神學院於結構組織上的合一是不

實際的，然而，神學教育工作者與教會

的牧者需要思考如何促進異象推動上

的整體性及辦學宗旨上的整全性。一

個城市或區域的教牧同工若是能共同

領受由上頭來的異象，然後同心合意

地策劃推動神學教育，華人神學教育

的前景是十分樂觀積極的。

(轉載自《今日華人教會》，2009年12
月刊，“神學教育趨勢”)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2010特刊 9



工人

本人於2004年底，承蒙高雲漢牧師的邀

請，會合來自世界華人教會的第二代，

十位（以英語服事）的教牧同工開始籌

備策劃2006年在澳門舉辦的第七屆世

界華福英文平行會議的事工。當年所有

的同工們領悟到華人教會英文牧者嚴

重缺乏之危機，因此一致接納該次會

議的願景如下：興起有基督形像的領袖	

（傳道者）來建立敬虔的教會，同心合

意將福音廣傳萬邦。

	 順理而論，華福英文平行會議的心

志和目標即定，繼而應該實踐如何呼

召、培育、帶領並裝備新一代的傳道

者。但是現實讓我們看到，不僅僅是工

人的數量不足，而最大的危機是，工人

的素質亦不足。

	 首先研討工人的數量，請略為宏觀

加國狀況。依據加拿大華福區會2005

年的預計顯示，目前加國將近四百間

的華人教會中，教牧年齡超過五十歲以

上者已佔72％，四十五歲以下者僅佔12

％；其中有許多年長的牧師近年間亦即

將退休。因此就現代的教會來說，對工

人的提供已是迫在眉睫；何況面對福音

廣傳的龐大需求，工人豈不更顯不足？		

	 論及傳道人的素質，一般人總以為

現在傳道人的知識水準都頂高，大多數

都擁有道學碩士、博士的學位。有了這

樣的學位，怎會說工人素質不足?無可

厚非的是，知識、學位的衡量僅是傳道

人素質標準的一部份而已；還有恩賜、

品德與靈命等等多方面的素質，是為關

鍵。工人素質的不足，其責任是否都能

歸咎於神學院的裝備？若是單憑短短

幾年的神學教育實施，豈能一下就改變

工人以往數十年所累積的自身問題？

諸如:品格、個性、情感、恩賜和服事態

度等？但是，無可否認，這些因素卻都

對工人以後的學習和事奉有極大的影

響。	

	 當今華人教會如何能提高培育工人

的屬靈素質呢?華福英文平行會議的策

略和方案，可以作為教會和神學院的參

考。	

 一、服事學徒制的培訓： 

	 教會對奉獻者瞭解最深，在推介他

們進神學院時，可以作嚴格把關的工

作。但推薦之前，預先給他們一至兩年

的實習培訓，或稱為“服事學徒制的培

訓”(Ministry Apprentice Program)。這

並不是新的理念。這樣的培訓方式早已

在澳洲、馬來西亞、新加波、台灣、美國

等地的一些教會落實。他們規定凡預備

進神學院的蒙召者，需要在教會先作一

王建熙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副院長



至兩年的實習同工。原由是給予切身

生命的塑造與實際服事的培訓。一方

面可以發揮其人的強點，一方面可以

顯示應改進的弱點；更可確認信徒的

呼召，好預備合格的人選去接受神學

裝備。這樣嚴格把關的訓練，是負責

任，也是盡責任的做法。一則可以更

清楚知道一位獻身者的心志、個性及

恩賜是否適合作傳道人。二則為他往

後的神學教育打下更好、更穩定的基

礎。

二、神學院的裝備：

	 神學院造就學生的方式和課程，

深深影響著學生將來的事奉素質。其

目標在於興起新一代接棒牧者應具備

的條件：忠於聖經，傳講福音，靈裡謙

和，宣教熱誠，勝任稱職，生命見證，

跨越文化。

忠於聖經： 確信聖經無誤，渴慕生命之

道，知識智慧俱備。

傳講福音： 神全備的救恩，全人福音預

工，個人福音裝備。

靈裡謙和： 以主的心為心，與神親密交

談，讓基督居首位。

宣教熱誠： 宣教心態牧養，看重城市宣

教，福音未得之民。

勝任稱職： 作無愧的工人，忠心善用恩

賜，追求卓越至善。

生命見證： 品德靈命兼優，信心為義而

活，生命傳承生命。

跨越文化: 立足中國文化，通曉時代見

識，以實用為導向。

	

	 作為一個神學生需要清楚領悟「主

要什麼樣的工人?」今天「教會和福音

工場需要什麼樣的工人?」這工人卻不

是職場上一般的工人。他雖是工人卻

帶有極神聖的呼召;即是僕人也是傳

道者。鐘馬田如此說:“對我而言，傳道

的工夫是任何一位蒙召的人所能獲得

的至高、偉大及最榮耀的呼召。”唯願

您、我更慎重工人的錄取與裝備，滿足

莊稼主的差派(太9:36-38)。

結語：

	 戴紹曾牧師曾在四十年前寫過一

篇文章「中國人，您在那裡！？」一方

面，他誠懇地勸勉中國教會不再“自我

中心”、“忽視神學”；另一方面，他疾

呼中國信徒起來獻身服事主。他更呼

籲中國教會重視工人的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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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F ra n c i s  Ta m

For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ACCTE)

Since 2002, many like-minded servants 
of God gathered together to pursue the 
vision of pioneering a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in Toronto. After over twenty 
months of discussion and prepar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ACCTE)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with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March 2004. There are nine 
founding ACCTE Charter Directors from 
Toronto and other pastors and leaders 
from different cities were invited to serve 
as Regular Directors. The involvement of 
an individual as ACCTE Director is not on 
a denominational or organizational basis 
but on a personal and voluntary basis. 
By the grace of God, the first ACCTE 
Board of Director meeting was held on 
November 16, 2004 using the office of 
CCCOWE-International in Toronto.

Current members of the ACCT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listed as follows:

Honorary Chairman: 
Dr. Hay-Chun Maak

Charter Directors: 
Dr. John Kao (Chairman),  
Dr. Peter Au,  
Mr. Ramsay Chan,  
Dr. Kwok Kwong Leung,  
Dr. Peter Mah,  
Rev. Chadwin Mak,  
Dr. Francis Tam,  
Dr. Paul Theophilus

Regular Directors:  
Rev. Sam M. S. Chan (Vancouver),  
Rev. Thomas Chan (Montreal),  
Rev. Moses Chan (Vancouver), 
Rev. Wilson Kaan (Saskatoon),  
Rev. Stephen Cheung (Vancouver),  
Rev. Stephen Chung (Toronto), 
Rev. Daniel Lee (Toronto),  
Dr. Ivan Leung (Vancouver),  
Dr. Harding Ng (Toronto), 
Rev. David Poon (Vancouver),  
Dr. Kok Swang Tan (Ottawa),  
Dr. Michael Tsang (Toronto), 
Rev. David Wang (Toronto),  
Dr. Paul Wang (Toronto),  
Rev. Dan Wat (Calgary),  
Dr. Andrew Wong (Toronto),  
Mr. Enoch Wong (Toronto),  
Rev. Joseph Wong (Toronto), 
Rev. Johnny Wong (Edmonton),  
Dr. George Yip (Toronto) 

Form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 (CCSTTS) 

 After months of feasibility study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on March 29, 2005, 
a historic agreement between ACCTE and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was reached to establish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 (CCSTT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will feature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CSTTS and Tyndale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corps. 

 Dr. Brian C. Stiller,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explained, “Rapid changes 

Introduction to ACCTE, 
CCSTTS and CCSTAS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within Canada require that we act in 
innovative ways to strengthen the 
church. The incredibl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China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our country. This provides us wit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ach into their 
world with the changeless message of our 
risen Lord. In developing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in Tyndale 
Seminary, we believe the Lord is leading 
us all to create a place of training to meet 
this challenging need.”

 Dr. John Kao, Chair of ACCTE, 
add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today 
impacts the churches of Jesus Christ for 
years to come. As the Chinese Church 
diligently develops its Gospel ministries, 
plants churches and participates in world 
missions, effecting much growth in the 
process, the demand for workers is 
great. By being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Church's cultural traditions, language, 
its collective vision and mandate, and 
by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Jesus Christ 
in training his disciples, the CCSTTS 
aims to raise up workers with spiritual 
fortitude, clear vision and a burden for 
sou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founding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was 
indeed the defining moment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Canada. To meet 
the demand of church growth and gospel 
outreach, many Mandarin-speaking 
students,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ministry training 
under this setting.

 In the fall of 2007, Dr. Peter Au,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SEND 
International, began to serve as the 
Principal of CCSTTS.

 Formation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CCSTAS)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 
(Ambrose) is currently the denominational 
school of the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in Canada and the 
Church of Nazarene in Canada. Educating 
young men and women for service in the 
church and in overseas mission field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emphasis for 
The C&MA in Canada and The Church 
of the Nazarene in Canada.

 Canadia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es 
Association (CCACA) came into being 
on September 9, 1967 in the city of 
Regina, Saskatchewan. After 40+ years 
of cooperative efforts of Caucasian 
and Chinese co-workers, and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CCACA has grown from 
4 to a total of 90 member churches and 
congregations.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pastors serving over 20,000 
inclusive church members. Furthermore, 
currently CCACA has sent out 40+ 
missionaries. 

 Upon its formation in 2004, the 
mission of ACCTE is to educate and 
equip Chinese believers who are called 
by God to ser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effectively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to fulfill His great commission. With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CCSTTS in Toronto 
in the fall of 2006, then in June 2009, 
a partnership agreement was signed 
between ACCTE, Ambrose and CCACA 
to establish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CCSTAS) in Calgary. 

 Similar to CCSTTS’s education 
philosophy, CCSTAS is unique in a sense 
that it combines the best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approaches of seminary 
training. By being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Church’s cultural traditions, language, 
its collective vision and mandate, and by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Jesus Christ in 
training his disciples, CCSTAS in Calgary 
aims to train pastors and missionaries 
with spiritual fortitude, ministry skill 
sets, clear vision and a burden for soul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urthermore, 
CCATAS meets the academic standard 
set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USA and Canada.

 Thank God that Dr. Jason Yeung, 
currently the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the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in Hong Kong, has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CCSTAS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to-
be. Dr. Yeung will assume the role of 
CCSTAS Principal starting in the fall o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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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光博士

二十五年前在香港有機會參與神學教

育事奉，本以為移居到加拿大後，再不

需要參與這項事工的事奉了，因我以為

神學教育的培訓，是由北美的西國神學

院來承擔，他們一定會為華人教會培訓

優秀的傳道人，華人的參與不是主力，

仍是協助而已。

	 但在2004年，有一次與高雲漢牧師

分享華福的事工時，特別題到北美華人

教會趨勢與未來的僕人領袖陪訓時，

讓我感受到在全加拿大三百五十多間

華人教會，必要有自己的華人神學院，

好使讓英語不佳，但學識高，有經驗

的，又願意委身事奉的華人信徒，來接

受神學裝備；

	 好讓有更多以耶穌為榜樣的好牧

人，投入這個廣大的禾場。當時看到高

牧師的身體雖然軟弱，但異象清晰；所

以答應再次參與神學教育的事奉。

	 感謝神，在高雲漢牧師、歐應毓院

長與神學協會眾董事同工帶領下，經過

數年的努力，加拿大神學院所畢業的神

學生們，已得到各教會樂意接受，而他

們的事奉果效，更讓神的名得到很大

的榮耀。

	 過往許多參與事奉的人中，有著一

個思想，以為在北美找工作難或牧會

乏力，只求進修一個神學碩士、博士學

位，這樣就可以做一個「適切時代需

要」的牧者了。其實，他們明明知道，進

修碩士博士學位所得的「學術知識」，

多半都是不能拿來餵養羊群，叫他們生

命長大的。用自己的知識來影響會眾的

「頭腦」，叫他們的「頭腦發達」，這只

不過是「文士」的事奉而已。

	 但我們不要忘記要叫神的群羊長大

健壯，所需要的是「生命之道」。傳道

人自己要有豐盛的生命，才能用自己的

生命，去影響會眾的生命。正如主說：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10:11)又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主

的意思是，好牧者不是只供應知識，而

是以自己豐盛的生命來影響群羊的生

命，使他們的生命也豐盛起來。

	 另外，現今不少神學院亦嚴重地忽

略了聖經立場，很多神學院甚至企圖將

聖經標準降低來遷就這個世界的文化

及風氣，以至現今許多傳道人及信徒

對許多重要真理的立場採取「中立」態

度，就算有人肯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理，

但也不敢指出其他與自己所信有衝突

的道理為錯誤。我們要感謝神，因為加

拿大神學院所訓練出來的神學生是著

重屬靈生命的操練又更看重聖經真理

立場。

今日的華人

神學教育導向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初期教會因增長迅速，使徒在牧養信

徒的服事中，並照顧一些寡婦的需用

上，發現有忽略之處，因而產生了爭

議。若當時處理不當，後果會帶給教會

不良的影響。就教會本身的事工，是要

照顧信眾的需要。使徒們很清楚明白

他們蒙召是要作傳道的職份，是要專

心以祈禱傳道為首要職事。有關教會

在照顧信徒需要方面，需從使徒身上

轉移到那些作執事的同工身上。這次

事件，讓使徒們在事奉的領域上，作出

一個清楚的「定位」。

	 今日作傳道的，應從使徒這次事件

中得著教訓。就是當明白使徒蒙召，是

以「祈禱傳道」為最重要的事奉。但今

天在實踐過程中，可能似有不足。

	 「禱告」的重要性，不單作傳道的

認同，就是一般信徒都不會有異議。環

顧今日的教會，每週祈禱會的出席人

數聊聊可數。這是否作傳道的教導不

夠，作榜樣的影響力不足，以至教會的

禱告聚會有如此現象。昔日，使徒認定

了「祈禱」的重要性，他們就「專心來

實踐」。福音廣傳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要打勝仗除了禱告，別無他法。最典型

的實例—在出埃及記十七章內記載有

關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得勝的

原動力是在山上摩西的舉手禱告。「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

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可見勝過仇

敵的武器是「禱告」。

	 今天，傳道人的禱告生活，是一項

貼身的挑戰。很多時用「忙」作理由來

削減禱告的時間。馬丁路得曾說：「今

天如果我沒有用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禱告，這一天魔鬼已經得勝了」。多年

前有一本名為「祈禱出來的能力」幫助

了無數的信徒和傳道人，其中的名句：

「多禱告、多得能力。少禱告，少得能

力。沒禱告，沒有有能力」。除非有堅

強的禱告，才能帶出堅強生命和生活

的動力。

	 「傳道」者，一般理解就是被神選

召，藉著神學教育裝備後，作全職的傳

道人。他們要牧養信徒、帶動教會的福

音事工、燃點福音的火熱、使教會在不

同的地域傳福音，實踐主耶穌所交付

的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

萬民聽」。（可16:15）

	 進入後現代的今天，作福音的傳人

在傳道方面有否「專心」？在一篇由一

位華人神學院院長所寫的文章，題目為

「教會為何無道可傳」。其主要內容是

講及今天的教會均有這種現象。教會

的傳福音事工越來越多元化，大大小

小的福音聚會多不勝數。很多聚會都

是請信主的藝人或歌手來打頭陣，再

配合有號召力的明星級講員押陣。因

此教會的傳道工作、教牧的福音職份

就讓這樣的「外援」來推動和帶領。久

而久之，教牧或傳道人就慢慢失去面

對公眾宣講福音的信心和能力。這帶

來牧者、傳道在不知不覺中淡化了「以

傳道為事」的本份。因為將「傳道」的

職責「外判」給他人了。

	 惟願「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所訓練

的工人，是「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的

牧者。「不住的禱告」仍是向廿一世紀

的傳道人所發出的呼聲。在神面前最

美的供物是「祈禱的祭」。這也是屬靈

領袖的主要特徵。請謹記：有強壯的「

禱告」，才能有工作的能力，踏上勝利

之路。而且不單單作忠心的傳道者，是

要以聖經為中心，作「有道可傳」的傳

道人。

麥振榮牧師

祈禱傳道為事
專心以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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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神給每一個信徒的召命、時間

都不一樣，但使命則不會因人、時代、

環境而改變：【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直到世界的末了】。

過去十年間，有機會參與宣教事奉，

神又讓我在神學院受造就，領略到世

界宣教歷史的發展，自十六世紀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終於在

十九世紀從歐洲轉向美洲再到亞洲，

特別是來到中國。很多基督徒，以各種

不同形式、渠道、和犧牲，到世界各地

作出宣教的貢獻。而基督教在中國的

發展，正是在人民生活於政治、經濟、

文化沖擊最脆弱的時候茁苗孕育出來

的。隨著人因長久的心靈空虛，神讓福

音植根在中國信徒心裡。

昔日，在華人的圈子中，傳福音的事。

主要是由牧師和宣教士擔當。二十世紀

六十年代後期，教會開始推動信徒積

極個人佈道，在街頭、醫院派單張，邀

請朋友參加佈道會。七十年代初期，世

界華福會推動鼓勵教會和信徒積極參

與宣教和支持宣教士。二十一世紀初，

很多教會都很看重宣教，大多數仍是

派隊到外國異地去「體宣」或作短期

宣教。有很多信徒藉著他們的專業，作

帶職的宣教士。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

要宣教是責無旁貸的。

由於資訊科技高速發展，在任何的職

場上定必要憑創意，才有好的效果。

因此，在參與神國事工，不論是個人佈

道、本地宣教或往外作長宣或短宣，

特別是在一些不准自由傳講福音的地

方，或一些對福音抗拒的人，『創意宣

教』顯得非常重要和需要。

『創意宣教』就是不要以一般傳統的

佈道或宣講來傳福音。今天帶領人

信主是以生命的見證，影響別人的生

命，讓信仰透過信徒信心的見證和愛

心的關懷與服侍，讓門外者得嚐主的

愛而讓神的話在無形中進入人的心靈

中而接受基督，而不是單單叫人聽道

而信主而矣。『創意宣教』必須針對社

會、時代、科技、文化和生活模式蛻變

(Paradigm Shift)的需要，而作出的適切

的宣教行動。

近年我們看到一些頗具創意的宣教行

動，其中的例子如：

˙	『金齡事工』適用在本地宣教，針

對戰後嬰兒潮的群體—他們是退休人

士，身體健康，有經濟條件，有社會經

驗，有工作能力，有太多的空閒時間，

需要尋找適合的社交活動。因此，教會

要把握機會，在教會內開設『金齡活動

中心』，透過各樣的興趣活動和講座，

吸引這些群體進入教會與信徒相交。

藉這宣教行動，教會達到三個事工果

效：（一）提供金齡信徒健康的康樂活

動（二）吸引非信徒進入教會，這是有

效的外展事工（三）提供教會信徒個人

傳福音的機會，這是個人佈道福音平

台。

˙	『英語夏令營』短宣行動—針對第

三世界國家，特別非英語國家的青年

宣教工作。由於學習英語為國際語言

的需要，透過向這些國家的中學生教

授英語，可直接接觸未信主的青年群

體，以生命影響生命。教會同樣達到三

個事工果效：（一）鼓勵及推動年青信

徒參與宣教行動（二）協助當地教會青

少年外展事工（三）提供參與者的領

袖訓練。

˙	『扶貧及教育』短宣行動—透過幫

助第三世界國家的清貧學生、孤兒院

等，作短期教學活動，接觸未信群體。

除此，資助清貧的教會青年領袖去完

成大學教育，讓有更多的教會領袖在

社會中作光作鹽。教會同樣達到（一）

鼓勵及推動信徒宣教心（二）協助當地

教會領袖訓練及外展事工（三）信徒

領袖訓練裝備。

˙	『醫療服務』短宣行動—透過定

期多次的醫療服務和保健的講座，以

愛心關懷和醫治行動帶出神的愛和真

理。

˙	『培訓事工』—藉著各樣專業學

問，針對不同地方的專業需要，透過服

務和愛心，接觸門外者，以生命影響生

命！

我們當自醒，無論那一種創意宣教的

參與，我們都必須首先在專業和聖經

知識上，預備好自己，隨時等候神的召

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朱紫明

『創意宣教』的時代

第一屆畢業生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同工 
恩霖中華國際協會中國培訓及宣教事工



聖經教導我們要作忠心又有見識的僕

人。在牧會的過程中，為神寫作，精益

求精，是我的追求。從去年七月從母校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畢業，在北約華人

浸信會國語堂事奉以來，我學習在牧

會中的寫作，也深深感到其中神的賜

福。

	 牧會中寫什麼呢？第一，寫靈修筆

記。記得高雲漢牧師給我們上課時，幾

次提到讀經時要作靈修筆記。我習慣

於早晨靈修，每次讀經時，我都會寫

下一點的心得體會，也希望有機會和

弟兄姊妹分享。第二，寫主日講章。我

吸收了上講道學課時的得著，每次講

道都要逐字逐句寫講章，按照擬定的

講道目的和失落焦點來對照修改；講

道後會根據臨時作的一些調整，再改

正講章。第三，寫主日學和小組查經教

材。我從牧會一開始，在為我的事奉

禱告時，就被聖靈感動，要為國語堂編

一個24課的福音班教材，因為我覺得

今日北美的大陸移民朋友的思想意識

復雜，這和初期的大陸移民以學者為

主的背景很不相同。我的文化背景和

他們相同，又相對“年輕”，可以貼近他

們的需要而寫作。於是我一邊編，一邊

在福音班試用。第四，寫規章制度。國

語堂一般是照搬一些粵語堂的事工制

度，但有些規章制度並不完全適合國

語堂，我會選擇性地編寫一些制度。我

覺得一些教會的成功因素之一就在於

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華基教會就

是很好的例子。第五，寫計劃和計劃執

行情況檢查。牧者當以禱告傳道為是，

要多靠聖靈的引導。神給教會的異像

和使命，我要因著對神的忠心，認真寫

出事工短期和中期計劃，計劃執行情

況檢查，在禱告中，在弟兄姊妹的討論

印證中，不斷來完善計劃。其實，尼希

米就是一個向神禱告，又善作調查研

究和計劃的人。第六，寫關於基督教和

中國文化/文學等方面的讀書感悟，發

表在《號角報》和其它基督教出版物

上。在神學院讀書時，區院長曾對我

講：今天的中國非常缺牧者，更缺基督

教教師，但最缺的還是為神寫作的人。

我深受觸動，願意把自己的“一個小

錢”獻給主耶穌，求他的悅納。

	 寫作中的幾點體會：一是要勤讀

書，牧會在忙，也要堅持每天讀聖經，

讀其它有關的書籍。二是寫自己最熟

的和有興趣的，我對文化和文學的東

西比較感興趣，而且從神學，歷史，文

學三者看，文學是較容易寫的，我就先

寫一些關於文化/文學的東西，積累一

些歷史方面的東西，充實神學方面，為

進深性的寫作作准備。三是寫作要系

統積累資料，要養成寫作的時間規律。

四是寫作要交流，互助，代禱。我在寫

福音班教材時，就一直和兩個弟兄交

流。其中一個弟兄在另一間教會組織

編寫小組查經教材，這些教材很有特

點。我們在分享禱告中，受到感動，決

定合作寫一個半年期的主日學和小組

查經材料，既為本教會所用，也可能幫

助其它的國語堂會。

權陳

牧會中的寫作『創意宣教』的時代

第一屆畢業生 
北約華人浸信會國語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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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浣菁

猶記得當年大學畢業時，院長的訓詞

提及大學生活的結束，也表示另一個新

階段的開始。那時我由無憂無慮的大

學生，轉瞬成為任重道遠的中學老師；

當時我確認自己是帶職事奉，既盡責教

學，也向學生傳講福音，領人歸主。是

神奇妙的祝福，在移民多倫多十年後，

呼召我進入「加神」接受裝備，引領我

踏上全職事奉之路，使我在人生的下半

場，開拓「事主蒙福」的新里程。

	 我在神學院三年繁重而緊迫的學習

生涯中，實在感到自己的屬靈生命擴闊

至更深更廣的胸襟和境界，靠著那加我

力量的，可以被祂使用，承擔更大更重

的托負。課程中約佔一半是對神話語的

學習和鑽研，幫助我仔細謹慎地瞭解

神的話，導師鍛鍊我們對神話語的掌

握和解讀，如練中國功夫的「紮馬」基

本功，穩穩陣陣，有氣有力，有規有矩

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使我在查

經和講道的操練上，打下堅實的根基，

一生受用，深深感謝師長的培育。

	 在神學院與師長同學在主內的相

交情誼，彷彿也是教會的縮影：讀經禱

告，團契敬拜，參與服事，相親相愛，生

命成長，共渡考試論文時艱，齊賀佳節

慶典歡欣，至今仍溫在心窩從神學院小

天地，投入教會大家庭，我被師長悉心

愛護栽培，變成僕人謙卑殷勤服事，經

歷接納與抗拒，熱情與冷漠，認同與否

定；從中自我反省檢討，包容忍耐，擇善

固執。歡笑有時，眼淚有時；成功有時，

失敗有時那時師長善牧身教言教，忠誠

事奉的榜樣，又展現於心中腦中，我再

抖擻精神，提起心肝，迎上前路。

	 我畢業至今，轉眼一年半，仍是有

新丁傳道的感覺，常常要翻閱師長的講

義筆記，重溫課本參考書，講章和論文

功課還有用武之地，感謝神帶領我在	

「加神」渡過美好時光，只有祝福，感

恩不盡。

踏上事主

蒙福的里程
第一屆畢業生 
烈治文山循理會傳道



2010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董事會

今日神學教育 明天教會茁壯

執行董事:

高雲漢博士	(主席)		

區應毓博士	

陳啟棠長老	

李經寰牧師	

梁國光博士	

馬英傑博士	

麥振榮牧師	

譚文均博士	

鄭貽富博士	

王建熙博士	

吳克定牧師

董事：	

陳明修牧師	

陳志誠牧師	

陳摩西牧師	

簡唯信牧師	

張榮勝牧師	

鍾伯文牧師	

梁海華牧師		

潘士宏牧師	

陳國瑄博士

曾永光牧師	

屈志宇牧師	

黃可順牧師	

王健安先生	

王志強牧師	

王乃基牧師	

葉大銘牧師	

王成偉牧師

榮譽主席:

麥希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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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黃文超牧師   回應嘉賓：麥振榮牧師、譚文鈞牧師  

生命成長的障礙與誇越—上：約：15:1-8 
張惠琴筆記

2010 Sept 10-11

加神師生退修營̇ 座談會

障礙的結構與大綱—

	 1、沒有認識自己	

	 2、沒有健康自我形象	

	 3、沒有表裡一至的誠信

誇越：經文(徒：20：13-38) 

	 1、要有使命感、出自內心的負擔	

	 2、要用神話語教導信徒	

	 3、要成為別人好的榜樣

事奉危機和障礙： 

	 1、存有攻利心	

	 2、存有驕傲心	

	 3、自我為中心	

	 4、非是我不成



	當時間不夠用的時候，	

你會犧牲哪些時間？	

	我和配偶一天所說的話：	

—	關於家庭和孩子的話	

—	關於教會事工的話	

—	關於工作的話	

—	關於讀書的話	

—	東家長西家短的話

我們說了多少句真是關於我和她（他）之間的私己話？	

·	為什麼夫妻關係如此重要？		

	 	 a.	在所有的關係當中（與神、與人的關係）夫妻關係的地位如何？

	 	 b.		如果一個傳道人夫妻關係不好，甚至婚姻失敗，對傳道人的生活

和事奉有何影響？

	 	 c.	有沒有這方面的真實個案可資借鑒？

	 	 d.	讀神學、教會事奉和夫妻關係，這三者的地位孰重孰輕？

·	如何才能促進夫妻關係？	

·	繁忙的生活當中如何建立夫妻關係？	請分享你的經驗！

·	夫妻關係的建立不是一個人的責任，配偶又應該如何來配合？	

·	如果傳道人婚姻陷入困境，應該如何是好？	

·		共尋求神旨意				共順服神心意	

彼此委身於約				彼此共享神恩	

共與神立約

彼此問安

共進午餐

黃文超博士與區院長

方豪教授分享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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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之學術講座

中國近代神學發展

胸懷普世 

利未記研讀 宣教模擬旅程



朱紫明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同工

李浣菁 烈治文山循理會 粵語堂傳道

劉言 華夏聖經教會—約克堂 國語堂傳道

梅世君 美城華人浸信會 國語堂傳道

張惠琴 候任女傳道

朱素英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女傳道

施陳秀蓮 中華基督教會 義務女傳道

王河清 巴拿馬聖經學院 老師

甄庭歡 北約華人浸信會 粵語堂傳道

何勇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堂傳道

霍壯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 國語堂傳道

謝樹林 候任宣教士

顏進德 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 國語堂傳道

權陳 北約華人浸信會 國語堂傳道

于斌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堂傳道

校友事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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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學士課程同學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 Dcp

我能進入天道神學院進修，只因為祂，期望透過導師們的培

育，使我靈裡軟弱貧乏的地方得著更新改變，在祂話語上得

著建立裝備。但願將來能助人心智上甦醒，更新，認識主耶穌

為生命至寶。這是生命上最有意義和大有喜樂的

事情。這一切只因祂的愛感動激勵著我，猶若一

朵白雲的我，隨著婦女悽愴的痛哭，繞道彎彎曲

曲的小路，通往躅髏地。天地相連，異常昏暗，

十架上一個人一顆熱血的心，默然淌下一滴滴的

血，染滿天際。深紅的血	裡，蘊藏著寬恕仁厚的	

愛啊！他的死，帶	來另一	個靈魂的甦醒，另一

個永生的盼望。

Andrew Kwan

這全是神的恩典,轉眼移民到加拿

大20年,在這塊美麗的土地生活,工

作,更加令我感恩是在這裡信主。

感謝神在信仰的路上,賜我機會在

神學院裡學習去更加認識神。

Simon 陳秋雄

「一年前的一場生死的磨難再一次令我經歷了「重生」，又一次感受

到來自衪的那一份再生的恩情。是時侯要去尋找生命中除了安份守

己，不做壞人，還有些怎麼樣的事情我可以做。我要入神學院，我要

去探索在衪的計劃裡，我是否有參予的份兒。我不安心老是白白地

承受著恩典及祝福。我懂得去分辨〝衝動〞和〝感動〞，這個時侯的

我兩樣都不是。讀神學這個念頭，從我將生命交衪手的那一天就有。

一直以來每思考到是否可行時，前面屢是亮起了紅燈。沒法子踏出

信心的第一步去衝破障礙，何來第二步。我就永遠法法子履行報恩

還債的責任，心向天家，走向永恆。」	

Bang Ho



道學碩士課程新同學
Master of Divinity

	

這是我的見證：

我是一位被神深深愛著的

人，愛我的主呼喚我，我就在敬

拜中回應祂的呼喚，羅12：1-2；提

後2：15，這三部步曲是獻給主的

五餅二魚，感謝主的悅納。

王玉梅	(Carol)

	

“雖然我的成績

一直不是屬於優異的那種，

但很喜歡讀書，柬埔寨11年宣教

後，需要休息，沉澱，更新，突破，

學而後知不足，攜手加油！”	

盧潔香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約

書亞v24：15）“我一生一世必有恩

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直到永遠”（詩23：6）。

萬永翔	(Timothy Wan)

	

我曾是個“隨

大流”的基督徒，後因帶

領慕道友接受上帝成為他們生

命的救主，而內心感受到上帝的呼

召，故來“加神”/Tyndale裝備，以

備被神使用。

郭明仁	(Pierre Ily)

	

完成了在加神的

第一學期的學習，我深信神

會藉著加神眾老師、同學幫助我，

模造我，使我成為合神心意，忠心

良善的僕人。

林韻玲	(Eunic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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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l time -敬拜

上課-區應毓牧師

唱詩讚美神 一同學習

學校生活剪影



譚牧師的教導

齊齊學習

一同研究

聚精會神的教學

上課一角

講道學實習

Chapel time —唱詩讚美神

上課-梁應安牧師

講道學實習—何勇同學

2010 新學年蕭長定博士在教授「系統神學」

努力溫習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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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洪教授參加畢業同學聚餐

新年聚餐-戒毒弟兄來參加新年聚餐並分享

謝謝黃載寶教授

馮津牧師在週會崇拜分享

新年聚餐-同感恩、同讚美、同禱告

新年聚餐-美食享用

麥振榮牧師—與同學打成一片

新年聚餐—謝謝Winnie老師

新年聚餐—大團年



朱紫明 福清、山東 英語夏令營

張惠琴 福清、東山 英語夏令營

謝樹林 青海

任小浩 福建、四川 青年培訓、夏令營

戴源豊 福建

韓東 日本 行醫宣教

黃敏華 巴拿馬 牧養體驗

張國強 山東、河南

2010同學、校友暑期短宣之行

一班年輕的傳道獻身於大西北宣教工場

青海省短宣活動，與地震災區藏民同胞傳講耶

穌基督的愛及救恩。

一群年輕的醫生傳道、積極預備自己—中國短宣謝樹林同學

聖經培訓—中國短宣朱紫明校友

青海省短宣活動—崇拜講道的服事。崇拜之後

與弟兄姐妹—一同去分享。

英語夏令營—接觸到450位中學生-中國短宣張

惠琴同學

英語夏令營—很多青年生命改變—中國短宣

朱紫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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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

每一個被神呼招、接受神學裝備的人，

都會期盼著有一天，能走進神的工場來

服侍祂，服侍眾弟兄姊妹們。經過三年

的學習，今年五月，加拿大開始進入它

最美的季節，我也從加神畢業，走上期

盼已久的工場。六月初，帶著興奮，也

帶著戰兢，開始了我在城北華人基督教

會國語堂的侍奉實習，做一年期實習傳

道。轉眼已到金秋的季節，回過頭來，

回想在加神的三年神學裝備，神實實在

在在這段時間，為我今天的侍奉打下了

堅實的基礎。

	 我所侍奉的教會已經具備了一定的

規模。它有著25年的歷史，每個主日都

有三千多人來到敬拜，其中我所服侍的

國語堂，弟兄姊妹也有3，4百人。另外這

個教會教牧同工，他們都有著成熟的生

命，和豐富的牧養經驗。來到這樣的教

會學習侍奉，是神的恩典，但對於自己

卻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首先，教會的

弟兄姊妹們對你有很高的期待值，這

種期待是全方面的，他們即期待你有成

熟的生命，也期待你對聖經的熟悉。這

些對我這個信主時間不長，就蒙主呼召

出來侍奉的人來說，確實要承受很大的

壓力，你只有專心仰望神，用信心來侍

奉，確實知道神的恩典夠用，才能不至

於被壓倒。還有，教會的各項事工，已

經形成一個完善的體系，我自己就像一

個小小的配件突然加入一部巨大、運行

良好的機器中，這樣，你就必須要學會

改變自己來適應它，同步運作。因此，謙

卑、順服和團隊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剛剛來到教會實習的時候，陳琛儀牧

師和傅再恩牧師分別送給了我一句勉

勵的話，一是“要有耐心，侍奉的門是

慢慢打開的”，二是“使別人成功才是自

己的成功”，這不僅是我們剛剛走進侍

奉工場的新僕們要牢記的，也應是我們

終身侍奉的准則。

由此看來，我們的侍奉首先是自我生命

的建造，正如我們的教授麥希真牧師教

導我們的“要成就神所喜悅的工，先要

成為神所喜悅的人”。在加神的學習裝

備的三年，學校恰恰重視的就是塑造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教授大多都是資深

的牧者，他們言傳身教，他們用他們的

生命來影響我們的生命，同時也將他們

豐富的牧養經驗,言無不盡的傳授給我

們。此外，加神也同樣重視我們同學之

間的團契生活，在我們的彼此相交中，

操練了我們彼此包容、彼此接納，彼此

相愛的團隊精神。不僅如此，在這三年

中也操練我們的“打魚”的本領，奠定

了釋經的基礎。“授之於魚不如授之於

漁”，三年的時間很短暫，不可能對聖

經全面地熟悉。雖未得到豐富的“魚”，

但是我們卻得到了“漁”。學校對我們

所學課程的安排，教師的選擇，循序漸

進地建立起我們正確的釋經方法，為

我們一生的聖經研讀打下了基礎。另

外，學校有些安排我當時不能理解，但

現在回頭看來，對我們的侍奉確是有益

的。例如：在三年中，我們一直要一邊

學習，一邊實習，感到十分疲憊。但這

卻使我們可以從學習、裝備平滑過渡到

侍奉中，也使我們操練專心信靠、仰望

神，不再依靠自己的勢力和才能。

從我的裝備、侍奉之路，神讓我們明

白、認識到，神為我們預備的總是最

好的。加神的三年，對我今天的侍奉來

說，是最好的裝備。願我們每個人能順

服神每一步的帶領，得到祂最好的祝

福，將榮耀歸給祂！

侍奉隨筆之

挑戰與裝備
第二屆畢業生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國語傳道



甄庭歡

畢業後，九月，十月我在巴拿馬作短宣

牧會。知道加拿大華人神學協會今年將

于十一月舉行異象分享晚會，回看神學

第一年起初的靈程筆錄。發覺竟是這

樣的:

2007.09.01  

我有點焦慮，三年神學將是一場我自己

艱苦的戰鬥。三年將是很長的時間。

2007.09.03  

明天將是上學第一天。覺得我很不配。

想起提後2:15，“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

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醒自己:不配無防，無

愧為要!

2007.09.27  

半夜醒來，閱讀麥希真牧師的工人的成

長，談到神學院的生活。真的要在屬靈

筆記上忠心的記錄下來，因為這將是

面對大山與小山的三年，要細數神的恩

典.

2007.10.02  

已經是整個月的神學院生活了，課程要

看很多書，也要很快的適應。願將早晨

的一小時，分別為聖。所學的，務求實

在的學而致用，而不是空談學問。靈修

懇切禱告:做主的精兵。裝備不可糊塗，

要思想所學的可用嗎?

2007.10.03  

需要靈，魂，體的操練:

	 靈	-		早上定時禱告(起床半小時)	。

背經。		

	 魂	-		不要魂不守舍，不要魂驚膽

喪，要集中精神做當時的事。

集中精神做主耶穌的事。靠主

剛強壯膽。

	 體	-	每日做增氧健身操。

2007.10.06 

回到家裡，開始三天閱讀的時間。太多

的書要讀，太多的報告要寫了。

有一點不知從何入手。明白神學為學也

要深(高)，也要濶(博)。主啊!	幫助我這

不深，也不濶的人!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2007.10.10 

昨晚無名的傳道者邊雲波作講員，分享

傳道人的苦況:夫婦典當了結婚介指去

佈道和買米。感謝有這美好個人生命的

分享，也得著鼓勵和立志。流下淚來。

2007.10.14 

在主面前安靜下來。太忙太亂了，仍是

難作精兵。整理一番。

開始了紙箱行動	-	收集講道資料

定意主動跟人談話關懷。

立志聖經速讀，研讀，時常操練。

2007.10.20

提醒自己不要無頭公雞的做。在主的平

靜安穩中，讓我得力!

我很用功，但需要對準目標。

2007.10.23 

很喜歡唱倪柝聲填寫的你若不壓橄欖

成渣	:

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你許可的創傷？

邊唱邊流淚。看見同學也同感一靈，也

邊唱邊流淚。

2010.10.05

在巴拿馬作短宣牧會，三年所學很多都

派上用場。主，我謝謝你三年的壓煉。

願我的事奉，流出你的芬芳。阿門！

靈程點滴

神學第一年 
   起初的日子

第二屆畢業生 
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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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樹林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

華人是世界上人口數目最大的民族，估

計全球華人總數應會是超過14億之多。

在太陽能照得到的地方必有華人的腳

蹤，在有海水浸泡之處必有華人生活之

地。真有當年英國「日不落國」之雄偉！

而有華人之處也必有華人教會的建立，

這是	 父神要重用華人教會的預備，在

這末後的世代，神要興起一班人，包括

華人的教會，負起劃時代的使命。我們

華人教會必須看見這個異象，接受這個

使命，迎接這個挑戰，來接宣教的最後

一棒，而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使耶穌

基督再來之時能早日實現！

在傳福音及差遣宣教士的事上，西方人

是走在前頭，先是猶太人傳福音及差遣

宣教士;繼是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歐洲

人傳福音及差遣宣教士；再繼是十九世

紀至二十世紀美洲人傳福音及差遣宣

教士；最後主也給東方人機會，要我們

東方人在末後的世代，為祂作見證，從

家鄉直到地極。東方人中，華人佔人數

最多，分佈最廣，華人教曾對普世傳福

音及差遣宣教士是責無旁貸。基督既然

將最後一棒傳福音及差遣宣教士的責

任賜給東方人，相信聖靈必在東方人心

中動工，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東方尤

其是中國的宣教士走遍全世界。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說：「十九世紀是

英國人的世紀，廿世紀是美國人的世

紀，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從今日

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狀況，可看出廿一

世紀真有可能是中國人的世紀。然而十

九世紀英國人以傳福音、差遣很多的宣

教士去供應世人，二十世紀美國人也以

福音、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去幫助世人，

廿一世紀中國人用甚麼去供應世人，是

否也用基督的福音，差遣更多的宣教

士出去造福這個世界?使世人得到耶穌

基督的救恩真光呢?這是華人教會宣教

的使命，也是神與世人給我們的挑戰！

其中包括未得之民、職埸宣教、城市宣

教、僑民宣教、全人福音、長期宣教及

跨文化宣教。			

世界的創新變化，為基督教宣教帶來了

許多新的機會。在世界福音化中，我們

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門前，可能是在基督

教空前的、全球性覺醒的邊緣。神禁止

我們離棄異象，要我們好好把握時機，

在這興起的基督教潮流中為祂作見證。

我們絕不可忽略這充滿宣教機會的時

代。我們可以祈禱，使不斷湧起的、關

心宣教的波浪成為宣教行動的海嘯。

筆者這幾年到過四川、青海各省份去參

與短宣工作，真實地見到一大批的年

輕准宣教士醫生傳道人，正火熱地從中

國大陸各地區，來到大西北部等待著沿

著路上絲路出去宣教。他(她)們的年紀

甚輕，其中有一位女傳道人今年才十七

歲，她已經讀完兩年神學院訓練，如今

已經開始負責聚會點的關顧事工及講

台講道服事，類似這種例子甚多，我們

要為中國能有他(她)們這麼多人，年紀

這麼輕就有這樣強烈的宣教心志而大

大感謝神！

我們都知道教會的總目標是要去完成

大使命！在過去這一甲子來的華人教

會數量(國內及國外)在大量的產生及

增加中，很明顯是神要在這個世代裡，

給華人教會一個參與「普世宣教」的重

要角色及機會。由上例而知福音出「中

國」是一個必然的走向，要如何達到這

個目的呢？那必然是要在海內外的華人

教會中加強宣教的教導，特別是在海外

的華人神學院，更是要負起陪訓未來宣

教士，去到中國大陸地區陪訓更多的未

來宣教人士，共同參與福音經由海、陸

兩條絲路而傳回耶路撒冷的大使命宣

教聖工。阿們！	

(普世宣教)的異像

宣教士出中國
第二屆畢業生 
候任宣教士



韓東

兩年過去，我已學了20門課。在加神的

學習，就像鄉下人進入了城市，流浪的

人住進了美屋，口渴的人坐在井邊，饑

餓的人走在果園……滿園果實飄香、種類

繁多，不但營養豐富、吃得飽足，而且功

效各異、調補全身。

健脾胃。

脾乃後天之本，若脾胃功能不強，吃得

再好，卻不能消化吸收，身體得不到滋

養。進校第一學期，李思敬老師的《舊

約神學與歷史》，讓我學會了讀書的方

法，就像吃下了一粒有健脾功效的仙人

果，面對浩瀚書海，有了正確的方法，

就不至於消化不良了。

強腎元。

腎為先天之本，父母給的元氣，很難改

變，若有機會增強，那實在是上帝的恩

賜。原文的學習就像補腎，可補中、英

文聖經之“先天不足”。其過程，像嚼橄

欖，先苦後甜。在我大口喝下金京來老

師的“學原文壯膽燙”之後，果然面對

原文“勇者不懼”了，以至於在以後方

豪老師的循循善誘之下，漸漸品嘗出了

一點原文讀經的滋味，它的營養和功效

是其它不能替代的。先天一補，元氣大

得振奮，整個體質改變了！

舒肝氣。

為何基督教宗派林立？神學觀點為何

不是左就是右？為何教會是如此的光

景？有許多的“為何”讓我鬱悶。林榮

洪老師的《基督教歷史》，使我看到兩

千年來，神如何保守這信仰代代傳承到

今天。原來這種“鐘擺效應”貫穿了整

個基督教的發展史，更加證明了神在

掌權！我舒了一口氣，以史為鑒以銅為

鏡，“日光之下無新事”。原先讀歷史像

讀電話號碼本，現在像唱讚美詩。

壯筋骨。

以前的神學觀念如散沙一片、似是而

非模模糊糊，處處是軟肋。區院長等老

師們教授的《系統神學》讓我有機會為

自己的神學系統化打下牢固基礎，將聖

經各個不同部份串連起來，將神的真

理與今日的問題串連起來。這個打通的

過程，就是強壯的過程。另外，光吃不

動是不行的，馬英傑老師的《佈道與植

堂》、譚文鈞老師的《講道學》，以及教

會實習、短宣實習，均要將信仰化為行

動，在工場上運用出來，摔打磨練強壯

筋骨。

養心神。

心腦相連主神志，心是人身體、思想、

意志的指揮中心。“要保守你們的心勝

過保守一切”，王建熙副院長的《屬靈

質素》，幫助我藉著禱告、靈修日記來

自我反省、操練敬虔；屬靈導師Joey領

我在安靜中聆聽神的話，助靈命進深；

還有一群一起相處的師長與同學，總

會遇到“金和銀我都沒有”的“貴人”

，借著他/她們，處處得著神的幫助和

恩典……這些都是功效顯著的補心安神

果。

神說：“那裡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

建造的；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

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鑿成

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

的，你吃了而且飽足。”（申6:10-12）是

的，我所享用的都是恩典！所以，我要謹

慎，既得飽足，就不可心高氣傲，更應做

好準備，為主奔跑。

補養調理漸長成
三年班同學 
中醫針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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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強

進入神學院學習已經兩年多了，自認為

在神學知識上有了一些了解和心得，便

開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這時候有一

次海外宣教的實習機會，區院長問我

是否願意回中國短宣，且要到不同省份

的教會宣教。聽了以後我的心歡喜得要

跳出來，恨不得馬上打起行囊，立刻出

發。心裡想到的就是一句話“舉目向田

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兩

個月裡我訪問了九間國內的教會，並且

參與事奉，每一天我都看到神奇妙的

帶領，看到神是多麼愛中國。因篇幅所

限，在這裡只與大家分享四個小故事。	

一. 山東教會 — 聖堂與聖民 

	 在山東濰坊地區，我們一家曾參與

鄉村教會的服侍。500多弟兄姐妹聚集

在一個鄉間教堂，一半在堂裡，另一半

坐在院子裡的小板凳上聽小喇叭，環境

和飯菜都很簡陋，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

是，這個教堂是從幾百元人民幣開始籌

備的。建教堂就是傳福音的過程，神不

僅僅預備了足夠用的建築材料，也預備

了人心，隨著教堂的建好，村裡本來不

信的村民們，因著參與建教堂，80%的人

都信了耶穌。	

二.  天津國際教會 —  

生命的連接 

	 天津國際教會注重在神的話語上扎

根，更有生命上的連接，他們有溫馨屬

靈的姐妹團契和弟兄團契。這裡的教會

生活和我們在加拿大的教會非常的相

似。在天津教會的實習讓我體會到，教

會領袖的屬靈根基關系到教會的健康

和未來發展，這是這個有十五年歷史教

會的理念。			

三.  河南教會 —  

走十字架道路的傳道人 

	 河南實習的教會，是由內地會戴德

生牧師一百多年前建立的，當地傳道人

堅持走十字架道路，破碎自己。我走訪

了幾個貧窮的村莊，村民生活很清貧，

我在難過之余卻驚喜地發現，這些這些

村莊裡面都有教堂而沒有廟宇。在和這

些鄉村傳道人和神學生接觸時，我看

到他們金子一樣的心。我曾將主內肢體

的奉獻轉送他們一些，但是屢屢碰壁。

一位17歲的神學生，不但不接受我的饋

贈，反倒交給我500元人民幣支持我在

中國的宣教，要知道這500元人民幣可

能是他全部的積蓄，因為他只有兩套

換洗衣服，然而他從不覺得自己是缺乏

的，反而自覺是富足的，我的確看到他

們靈裡的豐盛，和像耶穌基督一樣的品

格。	

四.  上海教會 —  

風雨中的敬拜 

	 我來到上海一個地處高尚社區的教

會，有很多充滿活力的青年人，他們是

社會的精英，又很好的教育和收入，當

然他們也都很愛主。我認為這應該是

上海教會的縮影了，然而我錯了。在一

個主日的晚上，我參加了一次特殊的主

日敬拜。這是一個在大橋下面的教會，

有兩三百人之多，周圍是建築垃圾的堆

積地，還有一些流浪狗跑來跑去，因為

沒有電，又是晚上，弟兄姐妹們就騎來

一些電單車，用車上的電瓶接上電來照

明。他們在這裡固定聚會已有一年了，

要知道上海的冬天是非常陰冷的。大橋

上過車噪音很大，橋下不時也會有車輛

從聚會的中間穿過，這恐怕是全世界最

奇特的一個教會了，然而我相信在每個

主日裡，從全世界基督教會裡，第一句

到達天父寶座的贊美一定是從這裡發

出的。還記得那天晚上，傳道人的第一

句信息是詩篇16篇，。“神哪，求你保佑

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眼淚止不住

地流出來。	

結語 

	 與我當初躊躇滿志的上路不同的

是，歸來的途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

匱乏和貧窮，我曾以為我能用神學院所

學的教導別人什麼，反而是國內弟兄姐

妹，傳道人以他們的生命影響我，激勵

我，讓我難以忘懷。“我的靈阿，應當努

力前行”	（士師記:	第	5	章21）。

暑期短宣的感受

蒙神祝福的中國教會

三年班同學 
電腦程式工程師



盧潔香

從小我是喜歡讀書的人，小時候因為讀

書太用功忽略了做家務而被媽媽敲頭

皮，這成為我家一直的笑談。

	 95年維真神學院基督教研究文憑課

程畢業後就再也沒有機會深造，在柬埔

寨宣教中，常感到自己的缺乏和不足，

神的使用及在我生命中的作為實在是

恩典，也總盼望將來自己繼續有進修的

機會。

	 神實在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和渴求，

柬埔寨11年的宣教服事滿了挑戰，從開

荒、門訓、到植堂、建堂、一路走下來是	

神無盡的恩典，及眾同工弟兄姊妹無盡

的體諒。一方面開始覺得力不從心了，

另一方面看到工場迫切的需要，更感覺

到培訓工人的重要，開始在	 神面前祈

求到神學院裝備的機會。今年五月份，

我收到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錄取通知

書，為了走更遠的路，知道自己是需要

休息和添油的時候了！加拿大是我信

主、蒙召、被差遣的地方，從信主到今

天21年轉眼過去，現在又回來全時間在

神學院裝備，實在滿了喜樂、感恩、期

待，我深深期待著在學習中生命得著更

新突破和成長。

	 開學一個月了，在加神的學習生活

如同一個滿了溫馨的大家庭，師長、牧

者同學給我許多的愛心和幫助，在多倫

多曾經到柬埔寨短宣的教牧同工和弟

兄姊妹更是經常噓寒問暖，一切的好

處都不在主以外！

	 學無止境，第一學期，我修讀五門功

課，很自然將在宣教上所遇到的問題與

今天神學院的學習結合起來，沉澱、反

省、假設、成因及解決的方法，發現視

野開闊了，思路也有新的啟發，原來過

去在宣教工場中有不少事情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從實踐回到理論，

回爐再加工，有如茅塞頓開，學而後知

不足。

	 片片漸紅的楓葉帶來秋天滿樹色

彩，而我的學習才剛剛開始，新的挑戰

擺在前面，學習、事奉、異象的傳遞、

生命的成長、還有柬埔寨工場事工的

推動，學學以致用，這些一個都不能

少。		

	 宣教事工不可缺少神學教育，這是

我在宣教工場多年來的體會，但願在

未來的日子，我在“加神”更大更深經

歷耶穌基督在頒佈大使命中所賜下的

恩典！榮耀歸給	神！

學而後知不足
一年班同學 
柬埔寨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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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Requirements:
Religious Studies 
 (24 credit hours)

RLGS 1013 舊約聖經

RLGS 1023 新約聖經

RLGS 2013 釋經學

RLGS 3603 神學導論

RLGS Elective 宗教選修科	(3000-4000 level)

RLGS Elective 宗教選修科	(3000-4000 level)

RLGS Elective 宗教選修科	(any level)

RLGS Elective 宗教選修科	(any leve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credit hours)

HIST 1513 基督教歷史

PHIL 1713  哲學導論

Ministry Studies  
(27 credit hours)

CHRI 1013 基督徒生命與門徒訓練

CHRI 2113 領導學導論

CHRI 3213 教學理念與實踐

CHRI 3613 普世宣教學

CHRI 3956  研究計劃	(6 credit hours)

CHRI Elective 基督教選修科	(any level)

CHRI Elective 基督教選修科	(any level)

CHRI Elective 基督教選修科	(any level)

Electives (3 credit hours)

Transferable Credits (30-42 credit hours)

Total Credits Required (90 credit hours)

The Degree Completion program (DCP) is a nontraditional 
program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adults who want to complete 
a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degree but who are unable 
to attend traditional semester education programs. The DCP 
provides for the completion of a BRE degree with a focus in 
General Ministry. It serves adul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 study 
of the Bible, doctrine and ministry skill courses with the intent of 
becoming more effective Christians, in ministry and in the work 
place. The current curriculum is develop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 
and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s 
Mandarin.

With its unique design, DCP allows students to transfer a maximum 
of 30-42 credit hours into the program and there are 16 courses 
(48 credit hours) offered in a modular format over a 24-month 
period. Each module consists of one six-hour class weekly for five 
weeks supplemented by 14-18 hours of independent guided study 
per week.  This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involvement time as the 
traditional schedule.

In a cohort learning community of 10-15 students, program 
participants will benefit from experiences & support of fellow 
learners as the cohort moves through the program together with 

students. 

學士學位課程提供進修宗教教育學士學位機會。凡有興趣研

習聖經、教義和事奉，獻身在教會或職場事奉，並願意繼續

進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進修道學碩士的基督

徒，皆歡迎申請報名。

本課程是一門非傳統課程，特別為了希望完成學士學位，之

成年人而設。此課程的設計獨特，使忙碌的成年人有機會完

成全時間的大學本科教育。若學生具有30-42認可學分，便

只需要在24個月內完成單元形式的16門課。每單元含每週一

天六小時的課，共五週，加每週14-18小時督導自學。這樣的

安排和傳統課程時間完全一樣。

學生參與一個學習的群體，一起學習及完成課程，大家將受

益於同學之間的經驗，彼此鼓勵和支持。本課程的學生可以

參與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道學碩士生的小組和崇拜聚會，增進

靈命和品德訓練。	本課程每年九月招生。

Please visit Tyndale Academic Calendar for admission requirement, tuition fee & course description
All courses are subjected to the approval of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Total BRE-DCP Credit Hours: 90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 Dcp (chinese)

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All faculty and courses are subject to the final approval by Tyndale Seminary, which is an accredited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 Electives courses, 選修科：亦為一，二年級提供 

道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Year 1 Courses 第一年 Year 2 Courses 第二年 Year 3 Courses 第三年

Fall 秋季 Fall 秋季 Fall 秋季

Evangelism & Church Planting    
華人社區佈道與植堂   (P.Mah)

Greek Exegesis I 
希臘文詮釋 I    (R.Fong)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 I
基督教歷史 I I     (W.Lam)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d History
舊約神學及歷史   (S.Lee)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reaching
華人講道學入門   (P.Wang)

Systematic Theology I I  
系統神學 I I   (M.Wa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Biblical Text  
聖經詮釋與應用   (P.Theophilus)

Systematic Theology I   
系統神學 I    (P.Au)

Chinese Pastoral Counselling
華人教牧輔導   (T.Y.Wong)

New Testament Book Study – Romans
新約書卷研讀	–	羅馬書   (P.Wang)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1)
華人教會實習 1   (F.Tam)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3)
華人教會實習 3   (P.Mah)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5)
華人教會實習  5   (F.Tam)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New Testament Theology & History
新約神學及歷史   (C.Lau)

Greek Exegesis I I
希臘文詮釋 I I   (R.Fong)

Issues, Strategies and Direc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hurches
北美華人教會議題、策略與方向   (F.Tam)

Christianity & Chinese Culture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P.Au)

Chinese Church Leadership
華人教會領導學   (F.Tam)

Advanced Chinese Preaching
華人講道學進深班   (J.Kao)

Spiritual Formation of a Chinese Pastor 
華人教牧的屬靈質素   (P.Wang)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 – Deuteronomy 
舊約書卷研讀	–	申命記   (S.Lee)

**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 (A.Chow)

Pastoring in the Chinese Church
華人教會教牧學   (P.Wang)

**  Building a Healthy Chinese Christian Family 
建立華人信徒健康家庭 (T.Y.Wong)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2)
華人教會實習	2   (F.Tam)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4)
華人教會實習	4   (F.Tam)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6)
華人教會實習	6   (P.Mah)

Spring/Summer 春夏季 Spring/Summer 春夏季 Spring/Summer 春夏季

Elementary Greek I, II   
希臘文初階 I, II   (K.Kim)

Elementary Hebrew I , II   
希伯來文初階 I, II (K.Kim)

Global Missions 普世宣教面面觀  (G.Yip)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提供一個美加神

學院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認證的三年制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課程，以國語授課。入

學申請者需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獲得所屬教會牧者及其他人推薦；以全

時間修讀為入學優先取錄。

	 本課程為有心志在教會，宣教工場

或基督教機構全職事奉的學生而設，以

聖經、神學、歷史為核心課程，配合華

人社群文化的認識，學生靈命塑造，牧

會實習的操練，裝備時代合用的工人。

強調老師與學生生命的指導與交流；配

合華人教會需要，開設屬靈塑造學、教

會領袖學、和中國教會史等科目。

M.Div Course Schedule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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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allyconnor Court,  
Toronto, ON, Canada  M2M 4B3
Tel: (416) 226-6620 ext.2219 
Fax: (416) 226-9464
www.ccst.ca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ccstas@ambrose.edu 
www.ambrose.edu

P. 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 226-6620 ext.2219 
www.acct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