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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一位小學教員陳姊

妹，收入有限，卻堅持繼續幫助一

位神學生四年費用，直至畢業；數

十年來，幫助了十多位神學生畢

業，投入工作，勇傳福音，牧養教

會。

原來背後有一個十分淒美的故

事：

陳姊妹的未婚夫從鄉下到廣州

念神學，畢業那年的中秋節，特地

坐船回鄉給她一個驚喜，陳姊妹也

在當天，乘船到廣州，要給他一個

驚喜，兩船在河中擦身而過，倆不

知曉。當陳姊妹到了廣州，知道未

婚夫回鄉了，趕搭下班船回家，卻

驚聞未婚夫的船在途中遇盜，他被

殺身亡。陳姊妹在極度傷痛中立下

志願，一生不斷地栽培一位神學

生，直到離世與未婚夫見面。她完

成了偉大的憧憬，獲得了美麗的成

就。

美麗的憧憬！偉大的成就！

	 	 							麥希真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會榮譽主席

一．栽培一位神學生，勇傳福音，

牧養教會，已是美麗的憧憬和

偉大的成就！

二．現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有四十

餘位神學生，好好栽培，將來

勇傳福音，牧養教會，是更美

麗的憧憬，更大的成就。

三．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入新加坡神

學院，當時只有六十位神學生。

至一九九二年神學院四十週

年，我亦退休時，有三百位神

學生。明年二零一二年神學院

六十週年，有五百位神學生。加

神的將來有極美麗的憧憬和極

大的成就啊！

四．你可以選擇全部或部分支持

一位神學生，你也可以按自己

力量支持全體四十多位神學

生。請聯絡加神的同工，安排實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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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的

籌款晚會特別演出戴德生生平片

段，引發我重溫他對中國宣教的熱

忱。戴德生一生值得我們學習的功

課不知其數，限於篇幅，只能簡略

提出幾點：

一．清晰的異象，堅持的焦點。在他

腦海中，不斷出現的異象，就是

看到中國成千上萬的靈魂，每日

走向永恆的黑暗中。他心中焦

急，盼望有更多的宣教工人搶

救失喪的華人。

	 	當戴德生於1888年來到加拿

大尼亞加拉瀑布地區，擔任先

知道講道年會時，他看到澎湃

的瀑布洪流，就深沉嚴肅地宣

告：「在中國有一群群失喪的

靈魂，好像尼亞加拉瀑布的洪

流，不斷地湧流沉淪到永恆黑

暗中，每一天、每一週、每一

月，他們沉淪失喪，每月有一

百萬中國人沒有上帝而死亡。」

(Austin, Saving China 6)

	 	我們今天的基督徒有這樣的異

象嗎？有同樣的負擔嗎？當我

年青的時候，也曾為失喪的靈

魂而焦急、憂傷、哀哭；但是事

奉年日久了，反而平淡麻木了，

求主保守我對福音的負擔不會

減少。

二．當戴德生深切感到中國福音需

要的迫切時，他就聲嘶力竭，呼

籲更多青年參與中國傳福音的

行列，他懇切熱烈的呼籲，喚起

無數的青年基督徒回應。為了使

這些勇敢熱心的青年，可接受

聖經神學的裝備，因此引發許

多多倫多的教會領袖創立聖經

學院，今日的天道大學與神學

院，就是當日其中的一間。當年

是訓練西方宣教士去中國，可

是今天是中國基督徒來到多倫

多，接受聖經神學的裝備。感謝

主，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能與天道大學與神學院合作，

創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豈不是

天父美好的安排，相信戴德生

在天之靈必大得安慰，喜出望

外！

三．戴德生來到中國宣教，不但學

習中國語言，並且穿戴華人衣

著，採取「道成肉身」的宣教策

略。當其他宣教機構大都在中

國沿海城鎮宣教，戴德生創立

的內地會卻深入中國內地各省

傳福音，學習主耶穌福音遍傳

的精神。更值得我們學習的，是

戴德生偉大的信心，堅定的盼

望，與及專一的愛心。他享受與

主基督深入靈交的屬靈生命。

令我學習，使我羞愧，讓我懇切

的呼求：「主啊，求你在我們華

人教會中，興起一些像戴德生

一般的忠心僕人。」

這次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藉

話劇及短片帶出戴德生的宣教精

神，是表達我們對他的敬佩，盼望

同時也能激發我們忠心事主，熱心

宣教的精神。

學習戴德生

高雲漢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會主席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榮譽院長

「在中國有一群群失喪的靈魂，好像尼亞加拉瀑布的洪流，不斷
地湧流沉淪到永恆黑暗中，每一天、每一週、每一月，他們沉淪
失喪，每月有一百萬中國人沒有上帝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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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的華人神學教育歷史很短，

一向都倚賴西國神學院為華人教會

培育人材，如宣道會的加拿大神學

院(現遷往卡加利改名為Ambrose
神學院)、天道神學院、加西之

Regent神學院、三一神學院及克里

威廉神學院等等，西國神學院為華

人教會的需要甚至設立「華人事工

課程」，其中多市天道神學院為表

表者，今日在大多市教牧人員中，

估計有50%以上是天道神學院的畢

業生。

約在九年前，大多市有一群資深

的教牧，眼看教會工人荒，特別是

國內來的新移民潮，粵語教會紛紛

設立國語事工，工人荒更是嚴峻。

經過一段時間禱告，異象分享，一

呼百應，乃設立「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協會」，推動華人神學教育，並

與天道神學院合作，設立加拿大第

一間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沿用

中國神學院的傳統模式，在學術上

也保持西方神學院的水平。能在學

術、靈命與實踐三方面同樣注重，

現已有三屆畢業生25位在各教會及

宣教機構事奉主。今年九月，在加

西卡加利與宣道會Ambrose神學院

合作，開始第二間華人神學院(恩道

學院)

不少人認為西方神學教育較注重

知識和學術，東方神學教育則注重

靈命操練和群體生活，這只是一個

籠統的說法。西方神學院比較走向

學院制度，但也有靈修學(靈命操

練)。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希望能同時

兼有東西方神學教育之長，特別重

視群體生活，在群體生活的空間裡

塑造一個傳道人。課程設計重視實

用性，讓神學生將來在教會、福音

工場能夠把所學的應用出來。

加國的華人神學教育在過去多年

來，蒙香港、台灣及美國一些神學

院在加國設立神學教育中心或分

校，開設神學延伸課程，及信徒造

就課程，慢慢演進有學位課程。現

在資訊科技發達，甚至有網絡神學

院，可以在網上上課。現在加國華

人神學教育可說是多元化及普及

化，信徒及獻身者有許多選擇。但

多年來出現一個危機，神學生的年

齡老化。換言之年輕人回應全職事

奉不多，教會必須要有奉獻團契，

有計劃地栽培有心志奉獻者。神學

院及教會為神學生設立助學金，並

從薪金、津貼、假期各方面去改善

年輕傳道人的待遇，拼除傳道人要

受苦的錯誤觀念。為年輕傳道人營

造一個比較好的事奉環境。

華人神學教育目前多元化是可喜

現象，各神學教育有其獨特性，容

易形成各自發展甚至彼此競爭的趨

勢。如何能有更多的溝通、交流、合

作是我們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們

看見在美國及亞洲的華人神學教育

都注重學術、靈命與實踐，特別重

視群體生活，加國華人神學教育或

許可以借鏡，在保持學術水準同時

也注重靈命操練及群體生活。三、

四年的同窗將是一生最知深的好朋

友，以後在工場上一生彼支持。要

達到上述目標，華人神學院若能有

自己的校園及宿舍是需要的。

我深信加國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

是一個進程，現仍是在起步階段，

前面有許多發展的空間及挑戰，特

別在如何培育下一代華裔教牧方

面，仍在探討中，靠主恩典，加國華

人神學教育，明天一定會更好。

馬英傑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總幹事

執行董事

加國華人神學教育反思
「我深信加國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是一個進程，現仍是在起步階
段，前面有許多發展的空間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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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救贖計畫裡，祂呼召一些

人回應歷史的呼聲，順服神的引導

以完成祂的旨意。譬如摩西在荊棘

火焰中回應神的呼召，帶領以色列

民出埃及（出三1-12）。基甸在酒

醡打麥中領受神的託付，從米甸人

手裡拯救以色列人（士六11-18）。

撒母耳在此聖所沉睡中聽聞神的

呼喚，去傳揚耶和華的話（撒上三

1-14）。以賽亞在聖殿煙雲中接受

神的差遣，去傳講神的信息（賽六

1-13）。耶利米在年幼時感應神的

呼召，去作列國的先知（耶一4-10

）。哈巴谷在守望樓上察看神的默

示，去傳義人因信得生的道理（哈

二1-4）。約拿在深淵魚腹中回應神

的差遣，去尼尼微傳悔改之道（約

拿二1-9）。保羅在大馬色路上大光

中回應主的呼召，在外邦人和君王

面前為作見證（徒九1-16）。戴德生

亦是為此蒙召，奉獻一生給恩主及

中國；他的見證亦感動了無數人奉

獻自己的一生給主耶穌基督和宣教

事工。

工人與工作

舊約有一位人物	--	尼希米，雖

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更不是君

王，他是被擄者的後裔，生長在外

地，離鄉背井的遊子。但是，神卻

祝福他，使他成為波斯王所信任的

心腹酒政，伺候於王的面前。他回

應神的感動，挺身而去，完成那時

代神所託付給他的使命。此使命包

涵兩方面：(一)重建聖城的城牆，(

二)重建聖民的信心。聖城的建造

是有形的工作（尼一~六），要完成

此龐大的工程，尼希米兼容禱告與

韜略（第二章），動力與動員（第三

章），危機化轉機（第四至六章）。

最後他在五十二天內完成，並且威

名遠播，仇敵喪膽，「因為見這工

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尼六

15-16）。

然而，除了聖城外在有形的重

建，尼希米還要面對聖民內在無形

的重建（尼七~十三），要完成此無

形的建造，需要一生之久。中國格

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聖民

的建造比聖城的重建更艱巨，尼希

米以神的話語來訓誨聖民（尼八）

，與他們簽名立約誓遵神的律法（

尼九），並且按定期在聖殿奉獻祭

祀（尼十），為百姓分居耶路撒冷及

諸城邑（尼十一），潔淨祭司利未人

的事奉（尼十二），最後嚴禁聖民與	

外族通婚犯罪（尼十三）。他用了十

二年之久進行聖民的建造，有形的

工程與無形的建造，並駕齊驅。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就是參與百

年樹人，培育教會工人去完成神所

託付的工作。工人與工作兩者息息

相關，沒有工作的工人是閒懶不結

果子的人；然而，沒有工人的工作

是刻板機械式的運作而已。屬靈的

工作需要有屬靈的工人來帶動，屬

靈的工作就是有生命的事奉，此事

奉必須由有生命的工人來執行。不

然，屬靈工作就會僵硬化、形式化、

職業化、企業化、政治化。「加協」與

「加神」就是投入與培育神國的工

人以完成神的工作。

壓力與能力

當一個人立志為主發熱心，走

在主的旨意時，此道路並非花開常

漫、通暢無阻的。實際上，他需要披

荊斬棘、排除萬難；以破斧沉舟、背

水而戰的心志，以完成主的託付。

那時，尼希米振臂一呼：「我們作祂

僕人的，要起來建造」（尼二20）。

眾民響應其呼籲，群策群力總動員

起來去重建聖城的牆垣。當他們施

工建造時，困難打擊就立時臨到。

先是外患（四1-23），然後是內憂（

五1-19）。他們四面受敵，打擊如排

山倒海般直逼尼希米，危機四伏、

困難重重。

首當其衝的攻擊，正是兵家戰略

的厲害武器，攻心為上的心理戰。

兩陣交鋒，士氣高昂與否，可以判

定勝敗的結果。敵人恥笑說：「他們

所修造的石牆，就是孤狸上去也必

跐倒」（尼四2-3）。這些敵人志在

永不放棄
「戴德生亦是為此蒙召，奉獻一生給恩主及中國；他的見證亦感動
了無數人奉獻自己的一生給主耶穌基督和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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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應毓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院長

打擊尼希米等的士氣，分化民心，

使他們聞聲喪膽，退縮消沉。要提

防此攻心計，我們需要懂得善用禱

告的良方妙計。尼希米深知敵人詭

計的厲害，故此他回到神的面前，

以神的公義與慈愛作為祈禱的依

據，使以色列民能夠重新振作（尼

四6）。雖然，百姓曾灰心意冷；甚

至，猶太人有十次之多表示喪志、

筋疲力盡地說：「灰土尚多，扛抬的

人力氣已經衰敗，所以我們不能建

造城牆」（四10）。於是，尼希米派

人看守，晝夜防備（四9）；並且將貴

冑、官長、百姓的家人搬至城內，「

背水結陣」，為耶和華與家人的緣

故，奮勇作工（四14）。

我們需要在危機中不膽怯，更能

堅固別人的心。正如邱吉爾上任英

國首相時，納粹狂魔經已泛濫歐洲

大陸。故此，他在就職禮上直言：「

我所貢獻給人民的不是和平，乃是

流血、犧牲、與奮鬥。」果然，仗賴

著他剛毅的心志，英國成為了歐洲

唯一沒有向希特拉俯首稱臣的國

家。再者，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有

一回他向皇家軍校的畢業生演講

時，以堅定不屈不朽的精神忠告各

人:「永不放棄、永不放棄、永不放

棄。」

壓力能轉化為能力，其中的秘訣

乃是禱告。禱告能使人的心安穩在

神的手中，並且以神的眼光去觀看

環境，判別是非黑白，敵我形勢，不

致被處境所蒙蔽，而過度的悲觀失

意。我們試圖發揮神所賦予的恩賜

時，最大的障礙莫過害怕失敗。邱

吉爾曾直言：「最令我害怕的乃是

害怕本身。」

然而，超卓的成就卻往往是建立

在失敗的基礎上的。林肯的一生

充滿失意，他生於荒僻農莊，只接

受過一年正規的學校教育。平生

失敗纍纍，1831年失業、33年生意

失敗、35年愛侶逝世、36年精神崩

潰、38年競選眾議院院長失敗、43

年國會提名被否決、46年成功進入

國會、48年連任提名失敗、49年不

獲任命聯邦土地官員、54年參議員

競選失敗、五六年副總統提名被否

決、五七年參議院競選失敗、最後

於一八六零年競選美國總統才成

功。

孫中山也曾創立興中會和同盟

會、十次革命起義也失敗：1895年

廣州之役、1900年惠州之役、1907

年潮州之役、1908年七女湖之役、

同年欽廉防城之役、同年鎮南關之

役、1909年欽廉上思之役、同年雲

南河口之役、1910年廣州新軍之役、

及1911年廣州黃花崗之役。孫文稱

此役：「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

二烈士轟轟烈烈之事蹟，已震動全

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而

造成矣。」

我們不單是建造有形的工程，且

有一更艱巨的無形工程等待去建

造，此乃是信徒屬靈的生命。尼希

米只用了五十二天的日子就可以完

成聖城的建造，但卻需要十二年之

久去作無形的聖民的建造。可見，

後者比前者更不容易；然而，神的

呼召臨到尼希米，他義不容辭地擔

負起重任。

讓我們一起來參與建造神國工人

的大業，一群神國大能的勇士，永

不放棄的基督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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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3名韓國公民，其中包括

15名婦女和5名男子，參加了教會舉

辦的外展活動，在極度危險的阿富

汗，與坎大哈希拉醫院和恩惠泉幼

稚園開展合作志願服務活動。他們

從喀布爾乘坐包租的客車前往坎大

哈，武裝分子在途中攔下他們乘坐

的客車，將他們帶走。被綁架的韓

國人共有23人，包括京畿道城南市

盆唐區泉水教會30歲左右的20名信

徒，其中男性7人，女性13人，以及帶

隊的基督教非政府組織(NGO)—亞

洲合作組織 (IACD)的3名相關負責

人。泉水教會的裴亨奎牧師，於7月

13日帶隊進入阿富汗。計劃23日回

國，但從19日下午開始與教會方面

失去了聯繫。

7月25日塔利班武裝分子殺死了

該義工團的領導、泉水教會的牧師

裴亨奎。他在殉道前向團友說的最

後一句話是：「你們要靠信心得勝！

」7月30日，再殺死一名人質，29歲

的沈聖 。消息傳來，沈聖 家人

悲慟欲絕。他的遺體於8月2日運返

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家人舉行悼念

儀式後，把沈聖 的遺體捐獻給醫

學機構。

9月2日其餘人質最終被釋放，平

安返抵家鄉。

這事件引起極大的外交及基督教

界的批評。這班基督教徒被指責製

造麻煩，不理政府勸喻，向回教徒

非法傳教。甚至指責他們所做的，

是咎由自取。這些顛倒是非的批

評，似乎只有一點理由，就是不希

望再有人質不幸事件。

我們同意這隊員沒有考慮周詳，

但他們的心志是值得欣賞的。服事

危難中的人，是基督教的精神，在

服事中彰顯基督的榮耀，是最順理

成章的。據他們事後回憶，帶隊的

裴亨奎牧師，就是因拒絕改信伊斯

蘭教而慘遭殺害。其他人質說，因

為拒絕參與塔利班內的伊斯蘭教禱

告，同時拒絕改變基督信仰而被毆

打。他們面臨死亡的威脅，仍站穩

信仰立場，不是值得我們學效嗎?

當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二十八

18-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有自由派分子認為，經文

的重點是教導，而非傳福音，我們

只須教導已有的基督徒便足夠了。

西方現代很多差傳理論，都把人

文主義式的服事放在首位，福音添

陪末座。差傳的目的是了解當地文

化，尊重當地人的宗教、傳統、生

活，切勿干擾他們。加拿大聯合教

會甚至為了曾把福音傳給土著而向

他們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干擾他們

的傳統宗教生活。究竟基督交托了

我們甚麼使命?

路二十四46-48「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

日從死裡復活，並且人要奉他的名

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

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

證。」

林後五18-19「一切都是出於神；

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

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

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

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

們。」

這個不變的使命，是見證基督，

無論在甚麼環境下，就是傳揚上帝

叫人與祂自己和好的消息。面對著

世上多元主義的挑戰，世人要我們

靜默，不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不要

干擾他人的文化及喜好。

韓國肢體宣教的激情，並不犯

罪，他們回應了上帝的託付，雖然

我們仍然相信今日的宣教需要智

慧，但我們太多顧忌，以致上帝的

使命被模糊化。一個懷有上帝使命

的人，必須有好的裝備。一位韓國

弟兄金順日，為了在中東服事，他讀

書直至34歲。他一共讀了4所大學，

所攻讀的專業分別是阿拉伯語、英

語、神學。他的夢想是成為「在阿

拉伯服事的傳教士」。他為了長期

讀書而兼職，追求高成績為了獎學

金，減輕父母擔子，他的生活十分

辛勞，不是為自己利益，而是為使

命。

我們可能領受了主的一個使命，

要這使命活化，必須好好裝備自

己，神學教育是最基本的要求。一

個使命有三個步驟︰

• 領受使命的激情

• 深化使命的造就

• 實踐使命的行動

我們這個世代需要使命，一個永

不放棄的使命，叫世人與上帝和

好。

永不放棄的使命

楊慶球博士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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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成長路上，

近四十多年來，親眼目睹其發展的

迅速。堂會數目的增加、已是最顯

著的。就多倫多一個城市來看，從

七十年代初期的30多間，經過約40

年多的擴展，目前較保守的估計已

超越170間了。記得多倫多同工團

契，在1976年所主辦的培靈會，講

員滕近輝牧師就前瞻性的向當時的

同工發出挑戰：要努力傳福音，大多

倫多市要增長到200間教會都不算

多。今日回想這位長者的遠見，果

然有達到這目標的可能。

影響教會能有美好的質與量的增

長，其中一個最關鍵性的因素，就

是有質素的教牧領導。加國華人教

會過去的增長，帶來蓬勃的擴張。

特別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教牧同工，

他們的事奉生命的根基、靈命操練

的成熟、對使命的委身、不懼艱辛

的苦幹，這樣的一群牧者，就帶來

了他們勞苦耕耘的果效。

近廿年來的華人教會仍在不斷的

發展中，又急劇的湧入大量國內的

移民，增加了牧養的複雜性。教會

信眾的結構都有所改變，亦同時帶

來牧養模式的再思。同時面臨一個

更大的危機，其實早已存在多時了。

試看好些教會（基督教）的月報、刊

物、雜誌等「聘牧廣告」之多，令人

難以置信。但事實卻是如此，帶來	

【工人荒】緊急信號。過去由60年

代到80年代，加國華人教會的牧者，

絕大部份都是從東南亞地區邀請過

來、其中從香港來的更佔大多數。

但近廿年來、日漸不太多教牧同工

願意來加拿大參與牧養事奉的行

列。同時，近年來更有好些牧者回

流原居地。這兩方面的客觀因素就

帶來了【牧者難尋】困境。

自90年代中期，華人教牧同工早

已留意這問題—【如何為華人教會

儲備教牧同工】。經過好幾年的期

待，終於在2004年，時機成熟，開始

進行全國各地聯絡、徵詢、謅商、交

流，最後得著全國各地眾資深教牧

一致的認同，【加拿大華人神學教

育協會】因此正式產生，成為加國

華人教會發展史上的新里程。

【加協】的首要工作，就是籌辦

神學教育的可能性。起步的初期，

都有不少短缺：院舍、經費、師資隊

工等。雖然是「萬事起頭難」，但在	

神奇妙的引領下，竟然有機會得著

與華人教會有相當友好關係的天道

神學院認同，經過雙方董事會層面

的協商，最後簽署合約。在2006年

以伙伴關係開始了—間以中文為主

的神學院，並定名為『加拿大華人

神學院—天道學院』。同樣是在加

國華人教會歷史上開展新的一頁。

已有了三屆畢業生，他們大部份

都在各華人教會承擔牧職。而今年

（2011年9月）更在卡加里開辦了第

二所華人神學院，定名『加拿大恩

道華人神學院』

遙望前路，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

事工，現今只是一個起步。祈求那

位創始又成終的全能上主，繼續的

帥領，讓【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成全

神的意旨，為眾華人教會培訓一群

有靈命、掌握神活潑生命之道的、

能建立信徒活出耶穌基督樣式的神

僕。願所有參與這事工的，奮力前

行，堅守神的託付，使神的榮耀得

著彰顯。												

麥振榮牧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一個仍需努力的【堅持】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成為加國華人教會發展史上的新里
程。遙望前路，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事工，現今只是一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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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上帝真如走一條探險的路.	

每天有新的恩典，新的領受都是十

分美好的事。但是同時也有許多新

的挑戰！不單是好些待完成的事工，

而且你還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

事，	有何突發的狀況；再加上一樣

米養百樣人，同一句話，有人覺得很

中聽，很感謝你，另一人可能有不同

想法或誤會，當場暴跳如雷或生氣

退出服事，而且不接受你任何的解

釋⋯等。除了要幫助弟兄姐妹化解

不同的難處，還有牧者本身也可能

遭遇困難，例如自己或家人身体健

康亮紅燈，孩子學業或行為出現偏

差，夫妻關係緊張⋯做為牧者，不

論任何景況，他人對你往往有超高

期望，你總要不慍不火，處變不驚，

臨危不亂的指揮若定，跨越難關，

否極泰來才「有見証」。也就是不

論遇到任何事，牧者似乎都沒有軟

弱停頓的權力，也沒有心情不佳的

藉口，還要維持平日牧養的服事水

平，以神豐富的話語餵養會眾,以上

帝的愛關懷照顧眾人，以笑容與喜

樂迎向大家，這才是弟兄姐妹心目

中的好牧羊人！

事實上每一位傳道人都是蒙恩受

呼召事奉，雖是受更多造就也當更

成熟，但也是同有血肉之軀，有感

情也有喜怒哀樂之感受，並非鐵打

鋼塑八方吹不動的屬靈硬漢。而且

我們的大牧人主耶穌，身為百分之

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在地上

服事的三年半也多次自然的真情流

露，或歡喜或憂傷或生氣或流淚。

當然我們的主總能收發合宜，但也

總叫我們看見屬靈人在面對困難，

抵擋與挫折時，適度的感情流露也

是正常健康人性的一部份。反之一

味壓抑對身心靈都不健康，苦撐到

一地步可能就會耗盡(burnout)，真

的不得不放棄手中的服事了。摩西

和以利亞都曾承受壓力到一地步甚

至不想活了。我們親愛的保羅弟兄，

早年就少年得志，權力在握，只有

別人看他臉色，他何需對別人忍氣

吞聲?然而蒙召事奉主之後，卻受了

許許多多苦(林後11:23-33)。甚至

有人質疑他使徒身份，對他人身攻

擊，自己也有眼疾纏身，晚年曾建

立的教會竟都離棄他。坦白來說，

任何其中一件事都可能令一個傳道

人心灰意冷而離開牧職。

然而感謝神，神恩總是夠用。主

清楚的呼召與不死的愛總激勵了

保羅，甚至眾人離棄他時，主也仍

站在他旁邊(提後4:16-17)，這是他

也是我們最重要的支柱。此外主也

藉著一些真愛保羅的同工和弟兄姊

妹，以無私的愛溫暖激勵他的心。

如果今天教會弟兄姐妹當中有一些

夠成熟，懂得牧者難為的，適時給

你牧者遞上一杯涼水，說不定就是

神藉著你使你牧者重新得力，堅守

牧養的崗位。當然，牧者的配偶(若

單身亦可覓真可交心的同工)也扮

演重要角色：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若是(一人)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

的同伴(傳4:9-10)。配偶不是不分

對錯一味支持，而是平時就是親密

同工，禱告伙伴，愛心諍友。真遇困

難，同心扶持，主旨第一。故此，恩

主自己，恩主所預備愛護主僕的弟

兄姐妹，恩主所賜伴侶共伸援手，

如同支持我們永不放棄事奉的鐵三

角。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牧者，教會，主的見証都必大得堅

固。		

不可少的鐵三角
恩主自己　●　愛護主僕的弟兄姊妹　●　恩主所賜伴侶共伸援手

李經寰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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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的約拿書，雖然是耳熟能

詳的故事，但其精采的地方不單是

表彰神對世人永恆不改變的大愛，

更突顯祂對所揀選的先知僕人不離

不棄的造就，直至他降服能成為合

神心意，可用的器皿。因為「工人」

重於「工作」，這是神學教育永不放

棄的使命！

縱然約拿逃避神的呼召，又不滿

神的措施，更不屑去拯救那些罪惡

滿盈，敗壞可憎，快面臨神公義審

判的尼尼微城人，但神仍是千方百

計地要管教及塑造他。神「永不放

棄的使命」，就是要訓練到他的僕

人使女都學像基督。

第一章描繪約拿的逃跑，卻掀起

人生路途上的驚濤駭浪，更牽連別

人的安危。但神的主權與無窮智

慧，卻一次又一次地藉著環境給予

合時的管教。約拿被丟在大海深

處,	卻是要他去經歷神永不放棄的

大愛。

第二章描繪約拿在危難中的求

救，他遭神差大魚吞噬在魚腹的黑

暗中，被逼操練安靜與獨處。這些

曠野式的經歷,	能有助於認識自己

內心深處的真相：靈命的枯乾與幽

暗(desolation)，卻又很具體地察驗

到神的大能拯救及嚮往有神同在的

甘甜 (consolation)。這種靈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幫助我們的禱告

不單是腦筋運作，口部蠕動，更是

心靈懺悔，真情流露的回轉。

可惜人的改變很多時還是只是表

面與短暫，但神永不放棄的使命仍

在持續啊！

第三章描繪約拿好像順命去到

工場—尼尼微城。但悔改原來還未

澈底，執行任務時只是勉勉強強(三

日的路程只用一天便告完成)。況

且當全城由上至下，帝王權貴到販

夫走卒，致連牲畜都披麻蒙灰悔改

時，他竟亳不動容，也不歡欣。原因

他一直不願道成肉身，只在孤芳自

賞，從不會帶領事奉的教會進入人

群，住在他們當中，像主耶穌般的

滿有恩典，滿有真理。他對神所憐

恤的對象，毫不認同。

第四章是故事的高峰：一個蒙召

傳道的人竟對差他的主人理直氣壯

地大發脾氣。約拿的神學有100%的

認知(orthodoxy﹣我知道「你〔耶和

華〕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

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

降所說的災」(拿4:2))。但約拿卻

無能為力去實踐他所信，所傳的道	

(orthopraxy)。這乃因他還未摸到基

督永不捨棄的大愛。

神確實永不改變，祂的救贖大愛

亦永不捨棄，因他憐惜一切祂所創

造的萬有，包括動，植物界一切生

靈，更憐惜愛護有神形像寶貴的每

個人和靈魂：「何況這尼尼微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萬

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

呢？」(拿4:11)

但我們相信約拿最終大澈大悟，

明白共鳴神永不放棄的使命，因為

他就是一位受惠者。約拿魚腹中

的經歷與感受，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能坦誠地回顧及開放他的日誌	

(journaling record)證明他是肯將

他的掙扎失敗，被神這 匠陶造他

的過程都記載下來。這豈不是一個

積極神學反思與訓練必經的歷程，

因為一個傳道人的建立，不單是技

巧的傳授，更是心志更像基督憐憫

的模造。「加協」促進神學教育及

「加神」的落實訓練，正是要針對「

工人」比「工作」更重要，著重全人

身、心、靈的培育；知識與靈命並

重；又促進對這世界有時代感，危

機感，使命感，且能催使跨越文化，

道成肉身，務要將神學頭腦知識消

化，以身力行，成為活現聖經中基

督的樣板。

原來神這為世人需要救恩而永不

放棄的大愛，更因此鍥而不捨地對

祂所呼召的工人，作更永不放棄的

塑造與訓練，這便是神學教育的使

命。	

無論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又在

社會甚有成就的精英份子，像使徒

保羅這種優秀之仕，或在基層甚至

被邊緣化受誤為不良份子，只要一

經歷了基督永不捨棄的大愛生命更

新改變，能將自己奉獻，都可在這

永不放棄的神學教育使命歷程中，	

成為主合用器皿。

筆者所事奉的教會，在主愛的薰

陶下，正學習去接納愛護這些受社

會所疏忽的基層及受唾棄的邊緣

人仕，但神不離不棄的大愛，偏偏

又揀選一些這樣的人，甚至入讀「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成為神重用

的傳道人，要證明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要改變一切相信的人。更證明

祂永不放棄的栽培工人，神學教育

使命！

永不放棄的使命-約拿書淺讀

吳克定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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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神學院的出現，最初是為了

培養及提高教會中神職人員在聖經

及神學上的知識水平，慢慢又發展

到訓練有志奉獻全時間以神職事奉

的需要。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學及

神學院更是為了普及神學教育，而

提供給信徒（甚至非信徒）的進修

神學知識的平台。

作為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加神）

第一屆畢業生，我看到『加神』是

為一班蒙召奉獻作全職事奉的基督

門徒而設的神學院。秉承保羅的教

導，培育新一代的傳道人，教導【那

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1888年7月，戴德生牧師來到加拿

大安省出席了尼亞加拉聖經會議，

及其後在芝加哥的聖經研討會，感

動了北美很多年青基督徒奉獻往中

國宣教。同年就選錄了22位宣教士

出發往中國。而中國內地會—北美

分會也因此成立。位於多倫多的天

道神學院(Tyndale Seminary)的前身

就是因為當年的需要，作訓練往宣

教工場的工人（宣教士）而成立的。

然而『中國內地會—北美分會』（

基督海外使團前身）的誕生是有一

段「永不放棄」感人歷史的。

原來當時促成北美中國內地會

的成立是有一位霍亨利弟兄 (Mr. 
Henry Frost)，他在1885年深深感受

到聖靈的催逼，要在宣教的事奉上

大發熱心。尤其是看到戴德生的事

蹟，僅僅在二十年間，中國內地會在

中國已有225位宣教士、建立了59間

教會、帶領了超過1600人信主。他

看到了《劍橋七傑》的奉獻，大開眼

界，看到戴德生全然信心的事奉，

牢牢找著他的心。他認同戴氏的宣

教原則：

1.目的—以巡迴探訪及本地化深入

中國內陸的福音工作。

2.特色—以福音性為主不分派別，

容納不同宗派的宣教士。

3.支援—以信心完全倚靠信徒奉

獻、不借貸，全然倚靠神的供應。

及至1887年的尼亞加拉聖經會

議上，霍亨利那股想往中國宣教的

心更加強烈。於是他寫信給在英國

的戴德生要求加入中國內地會。但

當時得到中國內地會秘書海恩波	

(Benjamin Broomhall) （戴德生的妹

夫）的回覆是，鑑於他更需要照顧

家中妻子和兩個小孩，和家中其它

的責任，暫時應稍作等待。

但霍亨利的心，仍不能忘懷中國

和中國內地會，他心裡起了這個異

象信念：為何不成立中國內地會北

美分會呢？以至美國和加拿大的青

年信徒有一個往中國宣教的可行

性呢？為此、他決定往英國向海恩

波和戴德生建議這事。當他抵達倫

敦，又因戴德生往外佈道，一直等待

了三、四個星期。他最終與戴德生

和海恩波會談後，結果海氏堅決反

對這樣的建議，理由是他認為美國

的宣教團體不歡迎由英國轉介的宣

教機構。至此，霍亨利只能驚詫地

接受這現實。最後，他鼓起勇氣邀

請戴德生牧師翌年，在回中國時，

途經美國分享信息，他會寫信給慕

迪牧師作正式邀請。這一事戴德生

答應了。

就是在戴德生於1888年七月十

八日在加拿大「湖上尼亞拉加」市

不足三天的信息，感動了赴會的信

徒，紛紛奉獻支持往中國的宣教

士。當天收到的捐款，足夠支持八位

宣教士往中國一年的經費。霍亨利

帶著收到的款項往見戴德生時，戴

德生深深的受感動，並且說：「有宣

教士而沒有經費不會使我躊躇；但

有經費而沒有宣教士就是很嚴重的

事。」

至此，戴德生看到神在北美的旨

意、也是霍亨利的異象，促使中國

內地會—北美分會成立的實現。今

天的『加神』與天道神學院，是帶著

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宣教遺傳因

子。

契而不捨的堅持：中國內地會
北 美 分 會 成 立 的 歷 史

朱紫明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第一屆畢業同學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副總幹事



13

離開神學院在教會事奉已經兩年

了。這兩年神的慈愛恩典伴隨著我，

幫助我走過那些艱難的日子，回頭

來看，許多的感恩。

上週的一個清晨拿起在神學院

上課時的課本，王志學牧師寫的《

經歷神》，一節經文刺進了我的神

經，“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

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

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

肯。”（賽30：15）我思想自己這兩年

的事奉，事情很多，心裡當然特想

得力，然而常常是被事情拉著走，沒

有明顯的得力的感覺。

當我思想經文時，平靜和安穩的

英文quietness和 trust使我想了很

久。我在想除了睡覺外，我有多少

quietness的時間呢？顯然不多，我

的日程太滿了，而且控制不住地還

想加，留給自己平靜的時候不多了。

我有多深的trust呢？為什麼會很在

意主日崇拜聚會的人數，在乎人的

眼睛，在乎計劃的嚴密，而不是常

常把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上，由主帶

領，由主賜力，由主掌管呢？

“你們竟自不肯。”神的話語的語

氣很重！這些日子，我在想我有多少

時間是“竟自不肯”呢？在甚麼情

況下會特別“竟自不肯”呢？為甚

麼會“竟自不肯”呢？其實到今天，

我還沒有清晰的答案，但有些事情

漸漸清楚，當我想把主權抓在自己

手中時，當擔心事奉的結果不盡如

人意時，當內心與人攀比時，就“竟

自不肯”。事奉兩年了，當已經慢慢

熟悉了工作環境和程序後，我求主

讓我愿意得力上行，而不是世故周

旋，但更求主讓我學習在基督里平

靜安穩，帶著新鮮的活力來事奉，

不要常常把“我忙得很，累得很”的

心境帶給自己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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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傳道

學習在主裡平靜安穩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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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十九歲在神的面前奉獻自

己，之後，我一直在等候神的呼召，

這樣一等，就從一個一心想奉獻自

己的熱血青年，到了成了一個三個

兒子的媽媽。以前一直認為自己算

是不錯的人，不明白為什麼神讓我

等這麼久，以為神根本看不上、不

悅納我的奉獻。現在我才明白這樣

的等待是有意義的，因為神用了這

段寶貝的時間在預備、塑造我這個

人。直等到我覺得自己不能了、不

配來事奉神的時候，神的呼召才來

到。

在加神的三年中，在學習、實習、

家庭之間奔波，蠟燭兩頭燒這個形

容詞已經不夠用在我的身上，到底

怎麼走過來的，實在是處處充滿神

蹟，驚險萬分、卻也精采繽紛。因為

我先生在台灣工作，每到了要將台

幣換成加幣的時候，他的血壓就會

跟著匯率上下起伏。他告訴我	 	 神

真的特別眷顧祂的僕人，只要到我

要交學費的時候，匯率竟然可以在

一天之內突然急速下降。神用了很

多有趣的方法，考驗我對祂的供應

的信心。往往都是我先踏出信心的

一步，祂的供應才會臨到，有時候

祂的供應會晚到，但是從來沒有遲

到過。

在這段時間裡，我也經歷了這一

生最痛苦的時刻，一段只能天天對

著神哭訴的時刻。那種無力感，不

斷地啃蝕著我對神的信心，但是神

好像隱藏起來，任憑祂的僕人被仇

敵踐踏。是不是應該放棄學業，專

心應付眼前的風暴呢？這樣的念頭

不斷在心裡反覆出現。感謝神，透

過希臘文和羅馬書的研讀，我學習

如何用神的話語去勝過苦難，那是

一場十分艱困的屬靈爭戰，但是神

不會讓祂的兒女白白受苦。	

轉眼間我將踏出校門，我已經從

一個自以為「我能」的人，經過了「

自己什麼都不能」，到了看見「	 神

實在是能」的階段。這個學習比神

學的學習還要困難，也更加刻苦銘

心。但感謝神，透過師長們這三年

來費心地教導，每一個教授們都是

這麼認真的備課，給我們這麼豐富

的課程，而這些裝備也確實成了日

後我們屬靈的兵器，幫助我們在每

一次的屬靈爭戰中，靠著神的話語

來得勝。教授們的身影也深植在我

們的心裡，成了我們最好的屬靈範

本、學習的榜樣。謝謝你們。

在神學院最幸福、溫馨的時刻就

是與同學們在一起。我們的團結、

熱情是有目共睹的。當一個同伴

有難，大家會以最快的速度抵達現

場，不能到的人，就在原地為他禱

告。美國的海豹特攻隊算什麼？我

們第三屆加神同學們出兵的速度比

他們更快；我們的屬靈兵器禱告，

威力比他們的武器威力更大、更猛；

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愛。看哪！弟兄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啊！

在這裡也要謝謝所有同學們的眷

屬，謝謝你們的支持，讓神的國度

後繼有人，我才能有這麼好的屬靈

夥伴。當然，我不能忘記要謝謝我

的先生。他成全我多年來服事神的

心願。謝謝三個可愛的兒子，在這

三年忙碌的生活當中、沒辦法像以

前一樣專心照顧你們，你們靜悄悄

的自己長大，現在你們已經不是我

的負債，而是神國的後勤部隊，我

們是一人蒙召，全家事奉主。	

黃愛淳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第三屆畢業同學

北約恩典福音堂國語堂傳道

畢業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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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elson，區院長，加協各位董

事，各位牧者、老師、弟兄姐妹和朋

友們，我是加神的應屆畢業生，我

僅代表本屆十位畢業同學，感謝大

家抽空參與今天的差遣禮。如果用

一句話來總結我這三年來的體會，

那就是：全是恩典！

今天我們將會收到加神的畢業

證書，對我來說，在兩個月以前，

神已經給我頒發了畢業證書。這

三年來，我一方面在神學院接受裝

備，另外一方面在家庭中接受另類

的裝備。我們和岳父岳母同住，他

們一開始對於福音非常抗拒。這三

年來，他們和我們一起經歷了無數

神的恩典和大能。他們看見我們，

雖然每一天都很忙碌，心中卻滿

有平安和喜樂。他們又看見當我剛

進神學院的時候，憑著太太很低的

薪水，再加上以前一些存款，只夠

應付一年多的支出。但是這三年下

來，雖然我們生養眾多，從一家六

口（加上他們）增長到一家七口，神

的供應卻是豐豐富富，我們在生活

上一無所缺。他們看在眼裡，記在

心上。兩個月前，他們都先後決志

信主。當我岳父信主的時候，我仿

佛聽到神對我說：“甄健威啊！你

神學可以畢業了！”我和太太都不

是完全人，我們身上也有不少的毛

病，然而我們能夠全家信主，全是

恩典！

這三年來，是我讀書生涯中，熬

夜熬得最多的。記得讀希臘文和

希伯來文，經過一整天的上課，頭

腦已經迷迷糊糊，好像漿糊一樣。

回家以後還要陪孩子玩，幫他們洗

澡，好不容易他們終於睡覺了，我才

能拿起課本，躲在廁所裡面背誦經

文。經常是一邊背誦，一邊打瞌睡。

越讀我的白頭髮就越多；有的同學

越讀，眼睛就越朦朧；有的則是越

讀，身材越苗條。我們一班同學都

是普通人，靈命和心情也會有低谷

的時候，我們能夠順利的完成學

業，全是恩典！

這三年來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在

逆境當中，我仍然能夠看見背後有

神的祝福。記得剛讀神學的時候，

非常緊張功課，整個人都專心和投

入在讀書當中，對於家裡的事情就

很少過問，連和太太聊天的時間都

大大的減少。太太埋怨我人在心不

在，即使是在吃飯和談話的時候，

都是想著讀書的事情。恰好這段時

間我父母來探親，每個人都需要我

付出時間去關心，我和太太之間的

張力和壓力就更大，甚至發生了衝

突，有幾天時間大家互不理睬。但

是神憐憫我們，在一對夫婦的幫助

之下，我們勇敢去面對這個問題，

彼此的認罪，彼此的饒恕。我認識

到要在讀書和家庭之間做一個平

衡，不能光想著讀書而忽略了家庭

的需要。這個經歷帶給我們很大的

祝福，這三年來我們能夠保持良好

的溝通，彼此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

親密。我得到了她全力的支持和理

解，讀書就更加的專心和投入。昨

天晚上太太還和我為今天這個分

享，一直商量到一點多鐘。不過我

留下一點沒有告訴她，我想請我太

太站起來。（我要親口對她說）：“

親愛的老婆，謝謝你三年來的支

持。沒有你的支持，我今天不可能

站在這裡，謝謝你! I Love You！”

最後我要用一幅圖畫來描述這

三年來的得著，相信這也代表了十

位畢業生的心聲。就好像我手上這

些漂亮的花，每一朵花都代表著神

不同方面的祝福。這包括了我的太

太，身邊的親人，神學院的老師和同

學們，實習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姐妹

們，以及在座的每一位，還有許多

我認識，甚至不認識的弟兄姐妹。

謝謝大家就好像神所差派來的天

使一樣，在各方各面祝福了我和我

的家庭。最後我要將得到的所有祝

福，包括我的整個生命，完全的獻

給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親自揀

選我們，呼召我們，裝備我們，差派

我們，祂配得一切的榮耀！愿所有

榮耀都歸給三一的真神！

甄健威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第三屆畢業同學

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傳道

差遣禮分享：全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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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神」畢業後於母會烈治

文山循理會事奉，轉瞬兩年，	昔日

既要努力學習，又兼教會實習，正

是活學活用的鍛鍊，幸好「基本功」

紮實，至今穩步迎上事主事人的蒙

福大道。

神對我特別眷愛，心中仍有赤子

之情，待人熱心專注，處事勤快好

學，縱然牧會忙碌，我還是遊走於

天道神學院的課堂與圖書館之間。

畢業前後，我享用兩次免費的旁聽

選修課，獲益良多；我以校友身份，

優惠年費，盡覽兼借閱書籍。每當

編寫講章，備課教學，留連於圖書

館內，彷如時光倒留，唸書時的百

般滋味，重現心頭。教會又批准我

於星期二早上，參與神學院的週會

敬拜，讓我心靈得著餵養；每月一

次的同工團契，令我事奉倍添力

量，只有感恩！

猶記得修讀「領導學」時，認知領

袖必須好學不倦，終身學習，深深

刻於心上。三年裝備，投入事奉，千

頭萬緒，翻閱筆記，尚可應付；仍須

添購書籍教材，以補不足；坊間大

小工作坊和講座，常有我的份兒，

將勤補拙，忙得不亦樂乎！

畢業之初，常以「新丁」傳道自

稱，遇上難題，鬆鬆肩膊，交由牧師

執長處理，轉頭忙別些事兒，也不

覺汗顏。如今推動教會事工，全放

心頭，思前想後，不敢馬虎，盡力事

奉，勤於學習，兩者兼重。幸得天父

保守祝福，弟兄姊妹包容接納，家

人愛護支持，我才能剛強壯膽，奮

力前行，恆切禱告，信靠恩主，作衪

忠心的使女。

事奉與學習

李浣菁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第一屆畢業同學

烈治文山循理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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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珍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第三屆畢業同學

活證浸信會國語堂傳道

CBSI，四重查經方法。從閱讀到聆

聽，眼到耳的操練，聖靈在我們裡

面作工，讓神的話語經頭腦思考，深

藏我們心裡。

在學習舊約的課堂上，同學們常

迫不及待提問，老師都讓我們慢一

點，先看看經文敘述。漸漸地體會

了老師讓我們先放下自己的想法和

問題，專心注意聽神在說甚麼。在

神學院接受裝備與求學時讀書不

同。認真讀書，頭腦自然吸收知識，

讀經時若專注於自己的學習，便難

聽見神。我們得聽福音，聽見呼召，

因而信主、跟從主，是父神的呼喚。

希伯來文教授告訴我們聖經的原意

是〝讓人唸的〞，唸出來不就是讓我

們聽嗎。神是向我們說話的神，我

們只要專注聆聽跟隨。

感謝神給予機會，從認識加拿大

華人社區查經班，在本學期開始與

加神同學們一起學習查經，過程中

除了操練帶領小組，學習在限定時

間內完成查經，兼顧每位組員的

分享。與同學們一起學習如何當組

員，體會平信徒學習時付出的時間

及可能面對的困難。

我們使用查經班的資料，作四重

查經法練習，在過程中從自己閱

讀，順服組長的帶領來討論，從查

考經文作答，到小組中留意大家的

分享，藉著課文總結的講解，一同

專注神的說話，最後將釋經講義帶

回家，可以仔細更深入的了解經文，

每次操練慢慢聆聽經文的說話。

四重查經，首先是個人查考聖經

作題；然後參加小組討論；課文總

結講解；最後閱讀釋經講義。從看、

思考、寫、聽、看，反覆學習一段經

文，幫助在讀聖經，聽別人分享及

講解的連續過程中，透過聆聽也可

以調整自己的理解。個人一定要先

讀經作答，經小組討論，專注聆聽

學習每人也分享心得，共享經文愛

筵的盛餐。課文總結時，講者將經

文中心帶入生活應用。求神大大使

用，幫助願意在祂話語中尋求等候

的，讓我們在閱讀中，學習聆聽　

神，聽見便好好的跟從。

在學習舊約的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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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學院生活剪影

學術講座

Encounter_1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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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屬靈導引」-蔡偉雄博士主講

2011年4月18日

神學教育體驗日

2011年3月5日

201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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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學院生活剪影

宣教日「展望神州」﹣陳鐳牧師主講
2011年10月7日

詩班小組

陳鐳牧師

陳鐳牧師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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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學院生活剪影

新學期退修營﹣「精讀神學」鄒永恆博士主講
2011年9月9-10日　安省北青年會營地

「精讀神學」﹣鄒永恆博士



新春學友、師生聚餐

希臘文課後與教授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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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學院生活剪影

校園生活

課餘溫習

彼此分享

團契聚會

學習課堂

感恩日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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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卲力群同學-中國培訓

同學及校友

2011年夏短宣

施勇同學-中國短宣

張惠琴傳道-柬蒲寨短宣

謝樹林傳道-中國短宣

朱紫明傳道在福州、

山東舉辦英語夏令營

肖松同學-河南培訓

王洪淵同學-中國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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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韓東傳道在烈治文山國語宣道會就職禮

2011年9月29-30日，一同參加Willow Creek全球領袖

高峰訓練會

校友活動

旅行後共進午餐商討校友會事宜

秋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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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耶穌對門徒說：“父憑著自己的

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所

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聖經上的話語沒

有不充滿能力的，因為在我今年暑

期的短宣中，無不見證了聖靈與我

同在所產生的能力。

	今夏實習歸來，回頭一看，一切

都是恩典，讓我在短宣期間被聖靈

充滿，靠著聖靈大大地受益，並且

得勝。

一．聖靈充滿讓我得著禱告的能力

	 	第一次週日崇拜在河南周口南

區教會，講道之後有二十幾個姐

妹弟兄，

	 	讓我為他們各樣的需要禱告，

有為自己或家人身體有病的，

為剛信主的姐妹受逼迫的，為

孩子長大不再來教會的，還有

是為自己的靈命倒退的，開始

我沒有預備，禱告起來空洞生

硬，但是漸漸地整個人就融入

一個狀態，是信主后從未有過

的感動，讓我為他們一個一個

地代禱，最後我被聖靈大大地

感動，再次為所有人的需要向

主呼求，我知道聖靈在裡邊面

的工作，因為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不住地流淚，每一個人都被

主大大地安慰了。

	 	我在周口市教會一批200人的聖

樂培訓班的晚禱會結束后，我

提出如果有特殊需要的留下來

一起禱告，結果有30多位姐妹

留下，這是我經歷了跪在地上

兩個小時的禱告，從此禱告成

為我一項主要工作，使我學會

隨時禱告，隨處禱告，一開口，

禱告的內容就像湧流的江河奔

騰不息，也常常流淚禱告。

二．聖靈充滿得著潔淨自己的能力

	 	雖然在短宣期間的工作排得滿

滿，上午下午晚上都有任務，特

別是在河南周口

	 	的教會從早到晚上，一直不停

地工作，但是還是有一些空閒

休息的時間，當我把目光放在

自己的需要上的時候，就不自

覺地有許多不被神喜悅的心思

意念冒出來，甚至比以往的更

多，感謝上帝，當這些不好的心

思意念剛出來的時候，聖靈就

在我的心裡動工，讓我明白這是

撒旦的計謀，要攪擾我的工作，

隨即禱告，學習馬上將注意力

放在接下去的事奉上，這些心

思意念馬上灰飛煙滅，為此我

時刻提醒自己，一個不潔的器

皿是無法完成上帝的託付，成

為祂話語的出口。有時我在傳

講上帝的話語時，也能清楚地

知道祂那充滿能力的真理正在

潔淨我。

三．聖靈充滿讓我得著講道和教導

的能力

	 	在我來短宣之前，我對聖經和上

帝的認識不成系統，在這一個

月的講道和教導中，那賜人智

慧和啟示的聖靈，將我對神的

片面認識，組織起來，成為一幅

整體的拼圖，涵蓋了我現有的

神學知識，並且有更多屬靈的

亮光，讓我在查考一些不熟悉

的經文時，在緊急時刻，就有合

適的經文進入我的頭腦中，讓

我講出當時處境下應該講出的

道。在河南周莊教會，一群中老

年人在教會辦的聖經識字班學

夏季中國短宣的感想
〝把我的子民呼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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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習，他們讓我分享，在我走上臺

那短短地20秒，祂讓我馬上想

起詩篇23篇1節的經文來安慰這

些老人。等到了南徐教會，是一

群詩班員在練詩，由於有了上面

的經驗，我就用歌羅西書3：2節

思念天上的事，并啟示錄5章和

6章的天上的詩班的信息鼓勵

他們。

　　另外我在各地的培訓班中使用

證主的3D研經教程，當我在合

肥講完摩西五經的第一課，聖

靈就幫助我明白如何使用這個

教材。更讓自己驚訝的是在合肥

的家庭教會領袖的培訓中，我

在講以弗所書3：14-21	 節的信

息，7節短短的經文，我竟然講

了足足100分鐘，讓我體會到甚

麼叫得著口才，開口講明福音的

奧秘。

四．聖靈充滿讓我得著感恩的能力

	 	河南的天氣相當炎熱，經常是

38-40度，同學們在沒有空調

的禮拜堂里學習，一天9小時，

雖然有免費食物，每頓飯不過

是熬茄子，或熬豆角，饅頭和							

粥，晚上睡覺的地方，多是30人

一間的房內，沒有空調，也沒有

像樣的洗澡地方，廁所的狀況

也是相當差的。晚上禱告時經

常又大又黑的飛行物就落到頭

上身上。有教會的神學生暑假

留下義務服務，他們都要擔當，

除了主領晨更禱告，晚間禱告，

關懷，印秩序冊，還要做其他德

爾事奉，諸如清潔，接待，設備

修理，伙房做飯，種菜種糧，修

路種樹，圖書管理等等，讓我同

樣也是神學生的人感	到慚愧。

				我在中國受到的歡迎和尊重遠

遠超過我配得的，都是上帝的

恩典，所到之處，都受到信徒最

好的接待，在周口教會甚至有

一位弟兄全面負責我的生活起

居，我算甚麼，神竟然眷顧，竟

然嘉獎祂最小的僕人，都是神的

恩典，愿一切的榮耀頌贊都歸

於那至高者和坐寶座的羔羊，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五．聖靈充滿讓我在福音呼召時有

力有果效。

	 	 周口市教會的200人的聖樂培訓

班，大多數是13，14來歲的孩

子，有些是跟

	 	隨父母上教會，但並不瞭解聖

經的，還有多半是不認識主的，

所以每次早禱會和晚禱會上我

分享的信息是從起初的創造講

起。不僅如此，聖靈早早感動

我，有句話反復在我的腦海中

說：“把我的子民呼召出來”。

在最後一天的信息是耶穌的出

生，到了最後的時刻，聖靈立

即給我能力，讓我大膽地向他

們發出呼召，“如果你明白了上

帝的旨意，如果你感受到耶穌

基督的救贖恩典，如果你發現

聖靈的引領無法拒絕的話，就

請你舉起手來，說你願意接受

耶穌作為你的救主，將你的一

生交在祂的手中，讓祂賜福給

你。”反應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坐滿教堂的孩子們90%舉起他

們的手來，非常嚴肅，非常認真

地，向永生的神發出誓言。

	 	直到編輯這篇文章的時候，我

仍象當時一樣熱淚盈眶，那是

多麼大的神蹟和祝福！雖然我

小信，故意沒有讓同工來照相，

然而這個畫面將永遠定格在我

的記憶中，成為我一生的鼓舞

和激勵，因為我知道我的救贖

主祂是又真又活。

邵力群同學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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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2009-2011年畢業同學並事奉工場

第一屆
朱紫明傳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副總幹事

李浣菁傳道 烈治文山循理會

劉言傳道 華夏聖經教會約克大學堂

梅世君傳道 卡加利．鹿園宣道會中文堂

權陳傳道 北約華人浸信會國語堂

顏進德傳道 多倫多宣信華人宣道會國語堂

于斌傳道 華人基督教會愛正堂國語堂

第二屆
王和清傳道 多倫多北區華人浸信會 朱素英傳道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家庭事工）

甄庭歡實習傳道 北約華人浸信會	廣東堂 施陳秀蓮傳道 加拿大中華基督教會(義務)

謝樹林特約宣教士 神州華傳差會 何勇傳道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國語堂

張惠琴傳道 錫安宣道會	(婦女事工) 霍壯傳道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國語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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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1年畢業同學並事奉工場

第三屆
黃愛淳實習傳道 北約恩典福音堂國語堂 陳偉傳道 靈磐宣道會

韓東傳道 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 林香德實習傳道 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堂

黃淑珍傳道 活證浸信會國語堂(關顧) 郝文傳道 証道浸信會美麗徑堂(國語青少年事工)

羅李艷霞傳道 華人基督教會愛正堂 張國強傳道 賓頓華人浸信會	美頓福音基址

杜炳深傳道 城南華人宣道會 甄健威傳道 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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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董事及同工

榮譽主席：

麥希真博士	

董事：

陳明修牧師

陳志誠牧師

陳摩西牧師

陳國瑄博士

張榮勝牧師

鐘伯文牧師

傅再恩牧師

簡維信牧師

梁海華牧師

潘土宏牧師

曾永光牧師

蔣顯威牧師

王成偉牧師	

王健安長老

王乃基牧師	

王志強牧師

黃可順牧師

屈志宇牧師

葉大銘牧師

同工：

總幹事：馬英傑博士(義務)

副總幹事：朱紫明傳道

執行董事：

高雲漢博士(主席)

區應毓博士

陳啟棠長老

李經寰博士

梁國光博士

馬英傑博士

麥振榮牧師

吳克定博士

譚文鈞博士

鄭貽富博士

王建熙博士



加神大家庭  •  同學心聲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

關雄偉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

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

尋!”(羅11:33)這節經文使人深深感

受神話語的奧秘與真實。上帝透過老

師們的學識與生命，活現出神的智慧

與能力。他們在學科領域上博大精

深，各有專長，知識淵博，使聽學的

耳目一新，擴闊視野，不斷吸收他們

多年研究的精粹，循循善誘的教導

與關懷，深感神的大愛！學科完畢之

際，總覺得時間飛逝，遺憾的事，未

能有足夠時間讓老師發揮所長！同學

們的甜蜜相交與互勉，這段溫馨歲

月，讓人享受著祂豐盛的恩典！	

李從生

最後一課，男同學們給我深深的擁

抱，女同學們給我溫柔的道別聲中，

劃上了句號。在加神學習的日子，總

是充滿激情，懷抱著為上帝開展國度

的理想。在課堂內，老師悉心教導，

不單是知識的傳遞，也是生命的影

響；在課堂外，同學傾心吐意，不單

是靈裡的相交，也是主裡的勉勵。

陳秋雄

一年轉眼過去，去年決定在事奉的

路上裝備，重新進入校園時，起初對

自己的決定有懷疑，心裡有著懮慮和

不適應，可能太久沒有在課堂學習的

原故，可是通過祈禱，神每次的安慰(

腓4；6-7)，同學的關心，加神教授的

鼓勵，最重要的是整個神學院對真理

的堅持，令我們一班同學都在純正的

神學裡得到造就。	

回望，總是看見神的恩典，豐富的

供應在這個微小的僕人身上，今後定

當更努力學習，	 願自己的生命能被

神使用，	為主發光。	

黃杏志

加神很特別！他增加我對神學的認

識及認同；加神很特別！他增加我對

神僕們的敬佩；加神很特別！他增加

我對神學裝備的重要；加神很特別！

他加添我在神學院一班能哭、能笑、

能學、能禱、能彼此扶持的屬靈同伴

一同走天國路。

加神很特別！他讓我經歷到神在個

別層面向我們施恩，對我說話，更以

祂榮耀豐盛恩慈的手托帶著我們經

過。

徐麗娟

好像做夢一樣，想不到可以進入加

神接受兩年的DCP課程裝備。感謝神

賜給我一班很好的「夢幻組合」的同

學。雖然我們來至五湖四海，各有不

同的性格，各有強弱，但在基督耶穌

裡，我們能真誠地彼此相愛，同笑同

哭，同吃同玩，一起研究、討論和幫

助……大家好像一家人。最寶貴的是有

一班愛主愛學生的好老師，每個課程

都使我獲益良多，無言感激…將要畢

業，心中默默流下捨不得的淚水，願

主帶領女兒可以早日從回加神繼續

接受裝備。在這裡向各人說一聲「多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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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頌

加神的同學很特別，有主耶穌的香

氣散發在其中，有在家的感覺。

加神環境清靜，是我學習的場所。

加神是鍛鍊我信心的好地方，雖然

要面對不同的挑戰，我會毫無懼怕地	

去迎接，因為我知道神必看顧。

願主繼續鞭策。

余雋禧

加神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老師跟

同學的關係特別好，從師生的相處令

我更加經歷神。我感到每一個老師都

充滿愛心和使命感，他們都願意把最

好的教導我們。另一方	面，同學之間

的代禱、彼此的關懷、互相的勉勵都

成為我繼續不斷學習的動力。

陳琦

在我讀神學之前，我一直認為只有

神特別恩待的人，才可能來全職服事

神，覺得那些傳道人都帶有一層神秘

的面紗。其實我想的不完全對，他們

是一群神特別恩待的人，但一點不神

秘，這隻是一群願意將生命擺上，讓

神破碎，聽神呼召，由神使用，討神

喜悅的人。

馬曉

在加神，你可以接觸到你人生中從

未遇到過的一幫人：

教學，牧會經驗豐富的老師們，以

慈愛和公義，淳淳教導；一群靈裡單

純,追隨主耶穌的門徒們，以神學生

的身份課堂上洗耳恭聽,課後則孜

孜不倦地啃書本；因著聖靈的感動，

把所看到的，聽到的，思想的歸於總

結，以最真誠的文筆整理表達。

一篇篇文章寫下來，一句句評語批

下來，裡麵包含的不只是師生間的交

流，更有基督生命的傳遞。

在加神，一群平凡又被神特選的人

群中，有人間的喜樂，婚禮，憂傷，

分離，訣別。但更有師生間溫馨的交

流。，天父的安慰和祝福在天父的看

顧下，我們一同成長，愈來愈似他.

劉彥玲

數數算算神恩典完備、適用的神學

課程，看見了神奇妙的預備；師長們

謙卑施教的生命，曉得了神持續的工

作；如天上掉餡餅般的供應，清楚了

神至高的意念；我不經揉捏的一堆爛

泥，顯出了神鵰琢的忍耐；停一下、回

頭、望一望，啊接連不斷神的恩典！

哈利路亞！

梁罕萌

“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因

為你見過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

艱難”（詩篇31︰7）。因著上帝恆久

忍耐的慈愛，他深知道我內心的艱

難困苦，不停息地柔聲呼喚我來親

近他，我再沒有力量抗拒這愛的呼喚

了！2010年的1月我終於歡喜快樂、甘

心樂意地邁進了加神的校門。主恩待

我，牽手領我在恩師、密友們的陪伴

中成長，他們跟隨主的信實生命，使

我親眼看到主在敬畏他、投靠他的人

身上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主不斷

地擦亮我的心眼，使我深知道我自己

終身的事在主手中，“凡仰望耶和華

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

（詩篇31︰24）。																																																	

羅燦銓

	感謝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老師，

在這幾年裡不單止在知識上給我教

導，還在榜樣上給我看見神僕人的

忠心和愛心，讓我明白作為一個傳道

人，必須在知識和愛心上都要成為別

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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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勇

讀神學轉眼已兩年過去了，回首看

到自己那行淺薄的足跡旁邊，還有一

行神所留下的清晰足印，這就是神蹟

了。兩年中，神藉著祂的話以及周圍

同學和弟兄姐妹的見證，向我顯明祂

是如何的信實和滿有恩典。願榮耀都

歸給呼召和差遣我的神！

劉桂英

當進入神學裝備第二年的時候，有

同學問我最喜歡的功課是哪一門？

我不假思索地就回答說：‘都喜歡。’

同學提醒我想清楚再回答，我想了一

下，仍然回答：‘都喜歡’。是的，讀神

學至今，已經完成了23門功課，回頭

看去，每一門的功課都被神觸摸到，

也讓我可以觸摸到神，感謝神的恩

典！

戴源豐

	兩年前主呼召我接受神學裝備,雕

塑成為主合用的器皿,作主的工人,奔

向白禾場收割主的庄稼。當時我年過

55,雖有點遲疑,但聖靈啟示我:〝摩

西八十蒙神呼召,而大有作為〞。轉眼

已過二年,在人認不能的事,在神無所

不能。無論在學校學習,或教會實習、

到福卅及滿地可短宣、主日講道、教

主日學等操練,無一不是聖靈引導,數

算神恩,靠主前行。

邵力群

在拿但業的標準下,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還不夠份量,可是我在兩年多的

艱苦,徬徨,爭戰和得勝中,真實感受

到神的同在,祂藉著神學院的每一個

人,每一節課,每一次禱告和團隊生

活,重塑我的生命.感		謝主,為我精心

選擇最好的師傅:加神。

肖松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加

神的三年學習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加神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引導式

的教學模式，使學生們不但在課堂上

學到了紮實的神學知識，同時也掌握

了進一步探索的學習方法。例如希臘

文，不但幫助我們學會希臘文，更使

我們有興趣和能力在希臘文研經上

面繼續進深；又如基督教歷史，既教

導我們基督教發展的歷史，又為我們

打開了歷史的大門，幫助我們從歷代

先賢的思想中吸取營養。

徐頌林

我是一個信耶穌超過50年的老基

督徒，我一直以為感性的相信主就是

一切，其他無關重要.	

感謝神，讀神學院以後讓我知道，

理性的暸解同樣重要，這會令我們的

信仰有根有基，永不動搖，這正是安

瑟倫說的:“我相信，我理解”。好像

大衛一樣，服事主要有“心中的純正”

，也要有“手中的巧妙”。

	

任小浩

這裡有神的同在；

這裡有神的言語；

這裡有生命的引領；

這裡有真理的見證。

這裡是主品德培育的農莊；

這裡是主生命磨造的工廠；

這裡是我終身難忘的地方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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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永翔

近十年來從大陸來的移民越來越

多，新移民來到後遇到就業和生活的

各種現實壓力，帶來很多家庭和社會

問題，需要上帝的愛來幫助他們，同

時我也看到多倫多的國語事工越來

越需要具有大陸文化背景的傳道人

起來服事國內來的弟兄姊妹。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

和華。”（約書亞24：15）

李德科

蒙招為裝備進入加神，卻逐漸意識到

不動搖的捨己心志，遠遠比知識，甚

至是聖經的知識更重要。言者容易

行者難，學院不但讓我明白要真正捨

己，也在訓練我們在不同的境況，如

何榮耀地、有效地捨己。這可能是我

們一生的功課，求主憐憫，幫助。

林韻玲

在加神渡過的一年半，是上帝賜給

我在人生路和事奉路上寶貴的加油

加力的時間。天父上帝的同在扶持，

學問淵博而又慈愛的師長的教導，情

同手足的同學的共同奮鬥，都使我在

受裝備的過程中充滿喜樂和感恩。願

上帝大大使用加神，培育神國精兵，

忠心良善的好僕人，奉獻全人作活

祭。

王玉梅

我是忘不了整整第一年的學習，自

從入讀加神，每個科目就像打開寶

箱，那種心情正如作買賣的人尋找好

的珠子，碰見一顆天下無敵的珠子，

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重

價珠子。是的，愛的主對我懷的意念

是多麼美妙，衪是配得榮耀，頌讚！

黃敏華

讀書的日子就如坐過山車。在校的

同學總希望快點下車，（盡快畢業	）

未入學的急候上車（盡快入學）但無

論上車或下車，都要珍惜讀書光陰	

，我驚訝時間飛快地過，互勉只要信

心仍走在神的軌蹟裡，我們必一起走

到。

	

盧潔香

“加神”幫助我在知識和恩典上

有長進，在這裡我認識了一群竭誠為

主，在苦難中彼此扶持的老師與同

學，這都帶給我更深的生命反省與更

新。信心、愛與順服的功課使我在動

盪複雜的柬埔寨工場、也在平靜溫馨

的“加神”裡同樣可以經歷！

王洪淵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國的神學訓練營，

加國華人的神學院，

耶穌基督的門訓營！

今日神學生，

明天神工人，

知識和靈命，

聖靈來充滿！

技巧與操練，

樣樣都兼顧，

師生齊努力，

天父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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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俊林

大學畢業後工作了十多年,對世界

上的理論和學問漸漸失去了興趣，	

因為人想出來的的不同理論和學問

過一段時間後馬上就會過時了，有時

學習考試也是為了工作的需要；但信

主後,神的美善、全能和智慧常常吸

引著我，希望某一天在神學上有造

就，神的靈也一直在我心中感動有一

年多，感謝神,	能到神學院學習的夢

想終於在2011年1月份實現了。

初次來到CCSTTS上課，很渴慕老

師在課堂中所講的內容，更沒想到

的是在2011年5月份就開始學習希臘

文，大家常說希臘文是最難學的,有單

複數/陰陽性/位格/時態/語態和語氣

等很多的變化，而語言學習一直是我

的弱項。但我們在金京來老師的“邊

駕駛邊學習”的全新學習方式帶領

下,我也漸漸對希臘文有了感覺，好

幾次在復習老師所講的課本時，神的

靈也親自開啟我，使我心中難理解的

語法結構等方面也豁然開朗了，感謝

神的幫助。

我在加神的學習僅僅是剛開始，希

望在將來的幾年時間內，在聖經原

文，系統神學和聖經等方面能夠打下

紮實的基礎，預備好自己以便將來更

好的被神使用。

感謝神！

番嵐

在加神，遇到了於生命有益的老師

與同學，實在當好好感恩。

郭明仁

我在瑞士曾是個“隨大流”的基督

徒，後因帶領慕道者接受耶穌成為他

們生命的救主，深深領受到上帝的大

愛，真實和諸多恩典從而內心感受到

上帝的呼召：願意成為神天國里的精

兵！故來Tyndale加神裝備以被神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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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頌鉉

我是生於香港，自小蒙福在教會

長大，惜未珍重主恩，年少時期信仰

路上東歪西倒，傲慢自驕，從未應真

思索人生意義。我於高中時期移居

加拿大愛民頓，大學修讀生物科學

和腦科學。蒙主憐憫，值著上帝無

比的寬恕和大愛，使我重新軛著生

命真諦，倒空自我，全然擁戴上帝的

愛。更因著聖靈感動，2011年被呼召

到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接受神學

裝備，準備全心全意用一生事奉神。

梁諾文

我現職註冊護士，在腦科部門工

作。感謝神，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提供了一個二文三語的環境，讓我們

一班僕人獲取中英雙語內基督教文

化的精華。培育我們去打那美好的

仗，謙卑地事奉我們在天上的神及

祂的教會。

馬明齡

神學教育給我的最初感覺是神

聖、蒙召的一種訓練裝備，為的就

是能更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事奉

神。感謝主給我機會，以「陪客」身

份、支援肢體的心態讀了幾科入門

課程。這段過程叫我大開眼界，也對

神學教育「另眼相看」，最終投身其

中。

雖然每次上課都是三個小時以上

的聽學，可是每一堂都帶我更認識

神、使我看見自己的無知和不足。三

個小時就像五分鐘、飛般而逝。神學

教育現在對我來說、是將時間分別

出來、有系統地更認識神：以神留給

我們的話語為本，從前人的經歷學

習如何應用於今生。每位基督的門

徒都應「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因

為信徒皆祭司。事奉神要先深入地

認識神，因為惟有認知主子的僕人、

才能「窩心」地事奉主子。

加神大家庭  •  同學心聲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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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

入讀恩道神學院的感受：

1.我再次看到上帝的恩典對我的呵

護，因為我愈發覺得不配，反省自

己，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2.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破碎自我的

過程，也是一個信心仰望的過程，

入讀前心裡有恐懼，擔心，家庭

照顧的壓力，夫妻關係，經濟問題

等，但上帝一步一步引導我們一

家向高處行。	

3.最大鼓勵是所學的對我傳福音有

很大幫助。

夏康民

感謝主，願一切榮耀歸與天上的

父。

我現正在恩道華人神學院修讀文

憑課程，完成文憑課程後將會申請

報讀碩士課程。以我的家庭狀況來

說，應該繼績為舊僱主工作至退休

年齡。但奇妙的神不停攪動我的心；

所以我決定儘快完成祂對我的呼

召。將餘下的一生全然獻上，在擴展

神的國度上能儘一點力。親愛的主

內弟兄弟姊妹，當神的呼召臨到時，

就當謙卑馴服。求主教導我們，使我

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阿們。

郝洪琦

在兩年前若有人對我說2011年要

在Calgary開一間華人神學院我一定

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神的作為就

是常常讓人驚訝，今年不但開了而

且我也有幸能在這裡學習。這裡不

但有良好的學習設施而且神為我們

預備了很好的老師，他們不但在知

識上幫助我們，而且在靈上又是我

們的帶領人，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神

對我們華人的關愛，願神祝福我們的

學習，也願我們學成之後能為神所

使用。

盧志棠

“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這兩

句話放之四海而皆準，特別是對於

一個牧會四年後的我，感觸良多。

感謝主，讓加神一班牧者前輩，能

在加拿大西岸，卡加利城市在2011

年再開多一所華文神學院，讓我有

機會用母語學習，再次在神的話語

上有進深的反思。的而且確，人的學

問會隨著年月的過去而有所更改，唯

獨聖經的真理能在世界的洪流中迄

立不倒。

恩道神學院的成立，不但對被神

呼召的工人有所裝備，也可以帶給教

會領袖們一同學習。但願牧者和領

袖，彼此包容、合作，建立耶穌基督

的身體，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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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婉兒

感謝主，終於在半生中找到我的

至愛，做一件令生命更有意義並且

對神，對人和自己都有益的事情。			

就是蒙召加入了今年在卡城開辦的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修讀(領導

與事工文憑)課程，去深入認識我一

直所仰望倚靠的主耶和華。回想以

往自己在研讀經文的曰子中，常煩

惱於自我的思巧理解當中而跌至不

必要的錯誤羅惘。現在成為神學院

的學生，有博學多才的資深導師及

神的帶領下去尋求祂的基要真道，	

那是主給與我的無限恩典。那份喜

樂平安，沾沾自喜的心情真非筆墨

形容。相信任何一個有志渴求上帝

的話語，禱告和有盼望的基督徒，	

定必能像我獲得這份難能可貴的機

會，訓練成為事奉教會服務群體的

一位精兵。			

鄧正松

從罪人到工人

從一個蒙恩的罪人，到一個蒙召的

工人，都是主的恩典，

神賜給我兩次生命，我回應神兩

次呼喚，同是主的恩典，

三年神學裝備，靈性真理牧養長

進，全靠主的帶領，

四十不惑之年，方為神用余生，真

是主的憐憫。

麥勇榮

十二年前，蒙恩，耶穌基督在我人

生路上彰顯了衪對我的愛。主不因

我是有罪之身而掩面不理，反之，

衪將我從罪中拯救出來，將我分別

為聖。心被恩感，真心信靠、忠心事

奉，與主同奔十架路。

八年前，蒙揀選，開始踏上第一次

短宣的征途：『家國夢、故鄉情、多

情應笑我』。自此，視海外工場為家

鄉，視栽種人心在神國為已命，每每

禱告：『請差遺我』。

三年前，蒙呼召，大使命的感動，

主耶穌基督的恩光，使我看到自已

的不足和不配：『God does not call 
the one who qualifies, He qualifies the 
one He calls』。我預備已心、已身，接

受栽培。

今年，感恩，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

院的成立，給予我一個可以接受正

統神學華語訓練的平台。願與神學

院各同學互勉並進，努力學習，作主

忠心僕人。

李錦添

感 謝 主！期 待 已 久；終 於 在

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開辦全中

文碩士學位課程，藉著加拿大恩道

華人神學院的成立，盼望能在，兩年

後；可以全時間事奉。求主引導；願

一切榮耀頌讚全歸予天父上帝，以

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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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畢巧紅

My name is Iris Lau. I have been 
helping my husband to run a Chinese-
Western restaurant for the last thirty 
years.  We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serve in church or get involved in any 
evangelical events because of the 
inflexible hours of running a restaurant.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planning to equip ourselves as well 
as possible so that we can serve our 
Lord and his people after retirement.  
This semester because of my work 
schedules I am only able to take one 
course at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Hopefully, by next semester, we will 
sell the restaurant and concentrate on 
finishing our courses before the of 65.

郭煒成

多年以來，我盼望能夠得到神學裝

備，早日出工場傳揚上帝的愛，以還

福音的債。我用英文來讀神學是事倍

功半；教授們的精湛學術，以及他們

珍貴的屬靈操練和人生經歷，因著英

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使到我的學習未

能盡量吸收這些好教材；實屬浪費。

今天欣逢「恩道華人神學院」

(CCSTAS)在卡城成立，由多位資深的

華人神學教授來帥領教導，且與「

恩道大學學院」(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共同合作，實在是加西、亞省

華人學子的福氣；也見到神的恩手在

推動華人神學教育，使之得以普及；

讓我們的學習得到事半功倍的果效。

感謝主，願主大大使用「恩道華人神

學院」，讓她成為神國工人的搖籃。	

阿們！

孫靜文

在這個感恩節的日子，非常感謝

神藉著祂在華人恩道神學院的僕人

們給我提供如此珍貴的學習機會。

在沒有學習課程之前，一直莫名

地感覺神學是極其高深莫測的學

問。但因著神的憐憫：他幾次的呼召

和不斷的感動，以及想要更深地認

識上帝話語的渴望，心底里開始有

這樣一個盼望:要學習神學。

剛開始讀第一門課時，興奮了一

陣子就開始感到很有挑戰。雖然課

程的內容及講員都是一流的，常被

老師們精彩的授課所吸引；但是需

要讀全英文的參考書，又厚又多，很

多專業術語，很有壓力。尤其當工作

和服事很忙、身體又欠佳時，就出現

想放棄的念頭。然而，神要我迎接挑

戰，並且提醒我不是靠著自己的力

量在學習，這樣的神學學習同樣是

在服事。於是，在禱告中學習信靠、

順服，以服事的心來學習。雖然是帶

職學習，經歷艱難，壓力，但更多的

是感恩、鼓舞和收穫，特別是看到神

忠心的僕人為拓展神國的犧牲和奉

獻，他們不僅教導我們神的話語，更

是滿懷著愛心，與我們有生命的分

享。真心希望有志服侍主的弟兄姐

妹一起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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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年專業辦理：

*出國旅遊醫療保險

*全年多次旅程醫療保險

*飛航意外、取消旅程保險

*套裝計劃、行李保險

*人壽、傷殘、危疾、重病保險

*投資基金、退休基金

新移民、訪客醫療保險

保額$10,000至$150,000

保費特平、家庭優惠

免驗身、無年齡限制

電話出單、綱上直接申請

助客申請索賠  免費簡章備索

Sam Fok, MBA,M.Div.CFP,CLU,RIB

霍應昌特許壽險顧問

霍氐保險代理行  Fok’s Insurance Agency

查詢請電: 唐小姐、黃小姐、霍先生 416-229-9076 或 905-480-9993

免費長途電話：1-800-811-9988  傳真:  905-480-9939

綱址：www.fok.ca     電郵地址： admin@fok.ca  

地址：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Warden/14th Ave.)

支持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培育天國工人

加神聖工 至善至美
為主重用 榮神益人

梁富禮中醫針灸博士

世紀萬草堂
398 Ferrier St. Unit 72-76

Markham. On. L3R 2Z5  • 905-513-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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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ssion Major Courses    §Pastoral Major Courses

「加神」道學碩士課程 M.Div Course Schedule  (2011-2012)

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Course Schedule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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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  基督教歷史 1  (WH Lam) 
(Offered in an alternative year to all Year 1 & 2 student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
基督教歷史 2  (WH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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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atic Theology 1
系統神學 1  (P. Au)

Systematic Theology 2  
系統神學 2  (P. Au)

Elementary Greek 1  希臘文初階 1  (R. Fong) Greek Exegesis 1 希臘文詮釋1 (R. Fong) New Testament Book Study  新約書卷研讀 (P. Wang)

Evangelism & Church Planting in the Chi. Community §
華人社區佈道與植堂  (P.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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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astoral Counselling §
華人教牧輔導  (P. Wong)

Perspecives on Global Mission ‡
普世宣教視野  (G. Yip)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1) ‡ 宣教實習 1  (G. Yip)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1)
華人教會實習 1  (P.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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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Mah)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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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Proverbs
舊約書卷研讀 (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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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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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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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ary Greek 2  
希臘文初階 2   (R. Fong)

Greek Exegesis 2 §
希臘文詮釋 2   (R. Fong)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聖經詮釋與應用 (P.Theophilus)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2) ‡
宣教實習 2  (G.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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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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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ctive Course ) CHINCM07
Worship and Music in the Chinese Church 華人教會聖樂與崇拜  (C.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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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rew Grammar 1   
希伯來文文法 1  (K. Kim)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3) ‡
宣教實習 3  (G. Yip)

Hebrew Grammar 2   
希伯來文文法 2  (K.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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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ctive course ) CHINCM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Joel, Haggai, Zechariah 舊約書卷研讀-約珥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  (K. Kim)

2011 FALL SEMESTER

30-Aug - 27-Sept (Tue)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教育歷史及哲學 CH Shu

12-Oct - 9-Nov (Wed)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神學導論 CD Hsiau

23-Nov - 4-Jan (Wed) Old Testament Scripture 舊約聖經 P Theophilus

2012 WINTER SEMESTER

18-Jan - 15-Feb (Wed) Pastoral Care and Procedures 教牧關懷與跟進 D. Lee

29-Feb - 28-Mar (Wed) Evangelism 佈道學 W. Wong

11-Apr - 9-May (Wed) Christian Life and Discipleship 基督徒生命與門徒訓練 S. Man

2012 SPRING / SUMMER SEMESTER

23-May - 20-Jun (Wed) New Testament Scripture  新約聖經 R. Fong

4-July - 1-Aug (Wed) Introduction to Leadership 領導學導論 P. Wang

Curriculum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CCSTTS 課程由「天道大學學院」與「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合辨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2011特刊48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天道學院
CCST TS –  COURSE OVERVIEW
本課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CCSTTS) 為蒙召、有心志全職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奉的信徒，

提供一個以中文國語授課的道學碩士課程。此道學碩士學位為美加神學協會（ATS）所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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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聖經語文科 （６） 聖經科（5）

神學及歷史科（5） 靈修學（4）

主修科（6） 選修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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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科（4）

舊約聖經

新約聖經

釋經學

神學導論

課程內容

人民社會科（2）

會基督教歷史

哲學導論

事奉科（6）

基督徒生命與門徒訓練 普世宣教學

教學理念與實踐 研究計劃（6 credit hours）

教育歷史與哲學 宗教、事奉選修科（4-8）

認可學分（30-4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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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聖經語文科 （4） 聖經科（5）

神學及歷史科（5） 靈修學（4）

主修科（6） 選修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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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ssion Major Courses    §Pastoral Major Courses

「加神」道學碩士課程 M.Div Course Schedule  (2011-2012)

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Course Schedule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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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  基督教歷史 1  (WH Lam) 
(Offered in an alternative year to all Year 1 & 2 student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
基督教歷史 2  (WH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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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atic Theology 1
系統神學 1  (P. Au)

Systematic Theology 2  
系統神學 2  (P. Au)

Elementary Greek 1  希臘文初階 1  (R. Fong) Greek Exegesis 1 希臘文詮釋1 (R. Fong) New Testament Book Study  新約書卷研讀 (P. Wang)

Evangelism & Church Planting in the Chi. Community §
華人社區佈道與植堂  (P.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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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astoral Counselling §
華人教牧輔導  (P. Wong)

Perspecives on Global Mission ‡
普世宣教視野  (G. Yip)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1) ‡ 宣教實習 1  (G. Yip)

Chinese Church Internship (Part 1)
華人教會實習 1  (P. 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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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Mah)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Winter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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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Proverbs
舊約書卷研讀 (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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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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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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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ary Greek 2  
希臘文初階 2   (R. Fong)

Greek Exegesis 2 §
希臘文詮釋 2   (R. Fong)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聖經詮釋與應用 (P.Theophilus)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2) ‡
宣教實習 2  (G.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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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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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ctive Course ) CHINCM07
Worship and Music in the Chinese Church 華人教會聖樂與崇拜  (C.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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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rew Grammar 1   
希伯來文文法 1  (K. Kim)

Mission Internship (Part 3) ‡
宣教實習 3  (G. Yip)

Hebrew Grammar 2   
希伯來文文法 2  (K.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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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ctive course ) CHINCM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Joel, Haggai, Zechariah 舊約書卷研讀-約珥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  (K. Kim)

2011 FALL SEMESTER

30-Aug - 27-Sept (Tue)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教育歷史及哲學 CH Shu

12-Oct - 9-Nov (Wed)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神學導論 CD Hsiau

23-Nov - 4-Jan (Wed) Old Testament Scripture 舊約聖經 P Theophilus

2012 WINTER SEMESTER

18-Jan - 15-Feb (Wed) Pastoral Care and Procedures 教牧關懷與跟進 D. Lee

29-Feb - 28-Mar (Wed) Evangelism 佈道學 W. Wong

11-Apr - 9-May (Wed) Christian Life and Discipleship 基督徒生命與門徒訓練 S. Man

2012 SPRING / SUMMER SEMESTER

23-May - 20-Jun (Wed) New Testament Scripture  新約聖經 R. Fong

4-July - 1-Aug (Wed) Introduction to Leadership 領導學導論 P. Wang

Curriculum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CCSTTS 課程由「天道大學學院」與「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天道學院」合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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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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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綜覽 CCSTAS –COURSES OVERVIEW 
鑑於華人教會對教牧領導的殷切需求，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CCSTAS)正式創立。它是由恩道大學學院之恩道

神學院(Ambrose Seminary)，聯同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CCACA)及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ACCTE)達成合作

協議成立，提供「道學碩士」、「領導與事工碩士」、「領導與事工文憑」及「華人事工證書」課程。

二零一一年九月首季度開課

提供的課程包括：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九十學分)

「領導與事工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 Ministry	 	 (六十學分)

「領導與事工文憑」	Diploma in Leadership & Ministry 	 	 (三十學分)

「華人事工證書」	 Certificate in Chinese Ministry 	 	 	 (十五學分)

道學碩士學位課程內容  CURRICULUM OF MASTER OF DIVINITY
聖經語文科
Biblical Languages	

舊約原文初階	BL	511
希伯來文詮釋	BL	512
新約原文初階	BL	521
希臘文詮釋			BL	522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o Hebrew Exegesis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o Greek Exegesis

聖經科
Biblical Studies	

舊約基礎	OT	501
新約基礎	NT	501
舊約書卷	(1)	&	(2)
新約書卷	(1)	&	(2)	
高級希伯來文聖經研習	OT	710	或
高級希臘文聖經研習	NT	710

Old Testament Foundations          
New Testament Foundations          
OT Elective (1) & (2) 
NT Elective (1) & (2)  
Advanced Biblical Study in Hebrew or Advanced 
Biblical Study in Greek

歷史及神學科
Historical & Theological 
Studies										

教會歷史	CH	501
神學I.	導論、啟示、上帝論、創造論	TH	501
神學II.基督論、人論、救贖論	TH	610
神學III.聖靈、教會論及末世論	TH	611
基督教與文化	TH	711	或
基督教倫理學TH	715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Creation, Fall and Redemption
The Church and its Future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or 
Christian Ethics 

實用神學科
Practical Theology	

輔導學	CC	501
基督教教育學	ED	501	
領導學	ED	503
釋經講道學	PR	701
靈修學	PT	501
祟拜學	PT	601
教牧學	PT	610
實習	PT	712	或
專訓	PT	720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Expository Preaching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Worship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Spiritual Care 
Ministry Internship OR 
Ministry Coaching

宣教及佈道科
Mission and Evangelism																

佈道學	EV	501
宣教學	WM	501

Personal and Corporate Outreach 
Mission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選修科學
Electives 

只選4科	(12學分) 4 courses (12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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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事工文憑
Diploma in Leadership and Ministry

課程 Curriculum

舊約基礎	OT	501 Old Testament Foundations

新約基礎	NT	501 New Testament Foundations

神學I	導論、啟示、上帝論、創造論	
TH	501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領導及事工科(選四科) Leadership and Ministry (Four of:)

輔導學導引	CC	501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基督教教育學	ED	501 Teaching and Learning

領導學	ED	503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佈道學	EV	501 Personal and Corporate Outreach

講道與教導	PR	601
Interpreting Scripture fo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靈修學	PT	501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專門事工選修科(選兩科) Specialized Ministry Electives

以CC, ED, EV, IM, PR, PT,SC or WM	
字首之科目選兩科	(6學分)

選修科只選一科	(3	學分) Electives  – 1 course (3 credits)

總學分	:	30	 Total Credits

華人事工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in Chinese Ministries

課程:選擇下列任何五個華人事工學科					 Curriculum

輔導學導引	CC	501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宣道會的歷史及思想	CH	610 Alliance History and Thought

中國教會歷史及神學	CH	615 History and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Church

基督教教育學	ED	501 Teaching and Learning  

領導學	ED	503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職場事奉	ED	628 Marketplace Ministry: Discipleship in the 
Secular Workplace

佈道學	EV	501 Personal and Corporate Outreach  

華人教會宣教學	WM	530 Missions in Chinese Perspective

北美華人教會衝突管理	PT	530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靈修學	PT	501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北美華人教會教牧事工	PT	650 Pastoral Ministry in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總學分	:	15	 Total Credits : 15

註：課程內完成的學科可使用於恩道神學院的其他文憑及學位課程。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M Div)
領 導 與 事 工 碩 士  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and Ministry (MALM)

領導與事工碩士學位課程內容   CURRICULUM OF MASTER OF ARTS IN LEADERSHIP AND MINISTRY
聖經科
Biblical Studies

舊約基礎	OT	501
新約基礎	NT	501
舊約書卷
新約書卷

Old Testament Foundations 
New Testament Foundations
OT Elective 
NT Elective 

神學科
Theological Studies

神學	I.	導論、啟示、上帝論、創造論TH501
基督教與文化	TH	711	或
基督教倫理學	TH	715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OR
Christian Ethics

領導及事工科
Leadership and Ministry     																			

輔導學	CC	501
基督教教育學	ED	501
領導學	ED	503
佈道學	EV	501
跨文化效益	IM	501
釋經講道與教導	PR	601	P

靈修學	PT	501
事工價值與實踐	PT	710
實習	PT	712	或
專訓	PT	720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Personal and Corporate Outreach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reting Scripture fo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inistry Values and Practice 
Ministry Internship OR  
Ministry Coaching 

特定選修科
Specialized Ministry Electives																

必需在事工科目以CC,ED,EV,IM,PR,PT,SC,WM
字首之課程選四科

These elective credits must be taken in 
areas of applied ministry course work 
CC,ED,EV,IM,PR,PT,SC,WM

選修科	Electives  																			 只選一科(3學分) 1 course (3 credits)

查詢詳情或報名請致電	403-410-2000  ccstas@ambrose.edu    www.ambrose.edu

網址: www. Ambrose.edu  點擊(click) ‘Become A Student’ ’Seminary’ ‘Programs’

郵寄地址：Ambrose University College,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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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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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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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