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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雲漢牧師主懷安息（1934-2013） 
 

            本會尊敬的高雲漢牧師於主曆 2013 年 3 月 24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 

                         Mackenzie Health 醫院安息主懷，享主厚恩 79 歲。 

            高雲漢牧師是神所重用的華人教會領袖，一生委身事奉主耶穌基

督，在東南亞和多倫多致力開荒植堂、培訓門徒；為普世華人教會廣傳福

音，到處奔走。 

           他推動華人神學教育不遺餘力，培育天國工人。高牧師在 2004 年帶

領加拿大眾華人牧者創辦『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歷任『加協』懂

事會主席，後 2013 年為榮譽主席。在他的帶領下創辦了『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天道學院』。他是第一任院長。2009 年在卡加利又開辦了『加拿大華

人神學‧恩道學院』；為主鞠躬盡瘁。 
 

          高牧師是一位設立多種事工體制的成功領袖、神學教育家、滿有果效的宣教先峰、帶著能力和異

象的講道者，建立及牧養教會的牧長，教會領袖及牧者的裁培者、有教導恩賜的神學教授、眾多教會

領袖的個人導師。他不但擺上生命去事奉，還積極的奉獻金錢支持眾多福音機構。 
 

          高牧師為華人神學教育的禱告：「主啊！為我們億萬骨肉之親，求你興起華人神學院，造就合主

心意的傳道人，趕緊收割早已成熟的莊稼！」 
 

敬愛的高牧師  我們懷念您！ 

 
•安息禮拜：2013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在城北華人基督教會舉行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弔唁時間：同日上午 9:00 至安息禮拜前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治喪委員會  

敬啟 

2013年 3月 25日 

 

* 追思會將於 4月 20日（星期六）在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舉行，詳

情容後公佈。      

 

 

 

 

 

 

2013 年董事及同工： 

榮譽主席：麥希真博士 

執行董事：馬英傑博士（主席）、吳克定博士（副主席）、譚文鈞博士（文書）、麥振榮牧師（財政）、區應毓博士、  

                     陳啟棠長老、陳國瑄博士、李經寰博士、梁國光博士、鄭貽富博士、王建熙博士、王志強博士、王健安長 

                    老、楊慶球博士。 

董事：        陳明修牧師、陳志誠牧師、張振裕牧師、陳摩西牧師、張榮勝牧師、蔡偉雄博士、鍾伯文牧師、傅再恩牧 

                    師、龔明鵬牧師、簡唯信牧師、李耀全博士、梁海華博士，曾永光博士、蔣顯輝博士、王成偉牧師、屈志 

                   宇牧師、黃可順博士、黃智奇牧師、王乃基牧師、黃少明牧師、葉大銘博士。   

同工：       譚文鈞博士（義務總幹事）、朱紫明傳道（副總幹事）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同工  敬 輓 

                                  2013年 3月 27日 

         

 

 



  

  

 

  

 

 

 

 

        恩道華人神學院踏入第二年，很多都是新同學 回想你開始神學院的第一年，你會充滿各樣美麗的

瞳景︰在神學院裡脫離世俗煩囂，可以安靜與上帝長時間相對。同學之間充滿愛心，沒有辦公處的勾心

鬥角、沒有市場上的殺戮。神學院成為人生在世的福地!可是，當你們上了第一堂課，突然夢醒︰各樣

看不完的的閱讀材料、徹夜做不完的功課、滴不盡血汗的企劃，還有各樣大小不同的責任，恩道沒有休

憩的地方，難道神學院是另一個殺戮戰場?雖然，不少初入門的同學有這些感覺，資深的同學及老師會

告訴你︰不是的，安心上路吧! 神學院不是單單讀書的地方，它是操練我們、裝備我們、修補我們的所

在。但它也是一間「研究院」，有學術的要求。因此，屬靈操練是必須把做學問的功夫計算在內。神學

院最主要是透過研究學習和屬靈操練塑造一個人，好叫我們能有足夠的生命力承載別人的生命掙扎。每

月兩次的靈命小組，是最起碼的屬靈栽培。不要期望身邊的同學為聖人，只要切實堅持在軟弱和失敗中

成長，對人對已不存在過高或過低的期望，耶穌並沒有用祂的神性勝過試探，因此我們也有在軟弱中得

勝的可能。 

       神學院不是單單讀書的地方，它是操練我們、裝備我們、修補我們的所在。我相信進入恩道神學院

是一個開始，最重要的是進入恩道的群體，與同學及老師(包括我們的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及行政主任)

結成一個緊密的團契。在其中彼此守望，一同研習，一同分享生命，操練靈性。學問的追尋在畢業後仍

然要繼續，主內同學的團契也是一生之久。讀書不在天長地久，而在如何思考，恩道不能提供你一切需

用的知識，但卻願意分享如何從神學、聖經看事物，珍惜課堂，裝備自己。我們都帶著自己的傳統及成

見進神學院，在學院中聽到不同老師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同學也有不同的領受，恩道沒有既定的守

則，有的是如何更好服事上帝，建立教會群體。我們需要放下自己，虛心聆聽，修補自己。恩道另一個

特色是不少帶職讀書的同學，年紀較大才來進修。年紀大意味已經有很多人生經驗，很多不能改變的思

維及習慣。要接受新的挑戰殊不容易，到教會實習要放下身段接受比自己年輕的教牧指導很困難。因

此，重新學習謙卑是最重要的。年紀大也是體力衰退，要通宵完成作業、在有限時間去啃艱深而看不完

的書，真是痛苦! 因此，必須留下更多時間讀書，忍痛暫時停止多年來的事奉，為的是保重身體、裝備

自己，為未來有更好的事奉。恩道掛在 Ambrose Seminary 之下，好像沒有自己的地方，同學應組織電

郵網絡，緊密聯繫，互相支援。組織讀書小組，大家在沒有課的日子，相約多返校園重聚，學生中心、

餐廳都是理想的相聚地點。我的門是常開的，隨時敲門進來。願這一年神學院的造就，成為一生難忘的

體驗。                                                                       2013 年 2 月 3 日                        

 
         感謝主！ 在第二個新學年的開始，恩道華人神學院為同學們的

靈修聚會預備了一個很好的地方，這就是神學院研究生部的公共會

談室（Seminary Commons）。因為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原來狹小的

會議室不能滿足聚會的需要。現在的地方比以前寬敞很多，而且裏

面有各種必要的設施，如投影設備、音響、家具和小廚房。英文部

的同學們把它布置的象一個家一樣。置身裏面使人感到溫馨、平

和。 

         除了周五下午的靈修聚會，周間同學們也可以在那裏溫習功

課，進行非正式的學術和學業交流。小區域內的不同功能設置，幫

助同學們進行個人或小組的學習，將彼此的影響盡可能減至最小。

學院裏的這些幫助，就是為同學們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照著主賜

給各人的領受，彼此鼓勵，造就未來主仆的生命。歡迎每一位在這

與我們一起分享你的精彩或甜酸苦辣的人生。願一切頌贊歸於主。

進來。願這一年神學院的造就，成為你一生難忘的體驗。         

       2013年 2月 3日      張 曉同學   感言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Continue newsletter text 

here. 

 

 

 

獻給資助者的感謝: 

 
一筆筆默默的奉獻， 

一次次明明的激勵； 

一筆筆奉獻的背後， 

一次次愛神和愛人； 

一筆筆意外的驚喜， 

信心被奇妙的建立。 

手捧神信實的供應， 

心懷對上帝的感恩； 

常有想見您的衝動， 

您卻隱藏在角落裡。 

 

                      

 

 

獻給董事們的感謝: 
 

神早年預備您們， 

今天祝福屬靈後生； 

按上帝心意策劃， 

奉主名裝備主精兵； 

彼此同心與配搭， 

生命之道影響生命； 

合一興旺主福音， 

忠心良善得主獎。 

2013 年 1 月 28 日 新春感恩會  同學感言 

親愛的「加神」: 
 

     當我第一天進入「加神‧天道」的時候，深深感受到這裡有家一樣的

溫馨與關愛，也就是因著您們對我的接納，使我有這學習的機會。雖

然，我常因著回到宣教工場服事的原因不得不將課程暫時停下來，當別

人問我什麼時候畢業，我總愛說.:“不爭氣，讀來讀去讀不上”，而每每

這時刻確是滿了對學院的感謝，因著您們的體諒，我在學院的學習得以

繼續下去。 

       有一次有一位牧者問我：你為什麼要選擇加神？我的回答是：因為這

裡有支持宣教的教會。同樣的“加神”是在宣教上有異象的學院，我為

此深深感恩！因為有異象，我們得以從象牙塔走下來進入福音禾場；因

為有異象，不再曲高和寡，而是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

等長闊高深（弗 3:18） ；因為有異象，我們能撇下一切回應大使命在今

天的需要。 

我們深深懷念在加神‧天道學院裡的書聲、笑聲、禱告聲、讚美

聲及哭聲；以後無論我們走到那裡，都知道“加神‧天道”是我們的大

後方。謝謝您，我們的母校，我們的 「加神‧天道」！ 

 

 

「加神‧天道」普及神學教育冬季課程： 

  高呂綠茵博士：「舊約透析 (國語)」 

 3月 9,16,23日(星期六) 

 
「加神‧天道」普及神學教育冬季。講座 

曾思瀚博士：「新約常見的釋經錯謬」 

2013年 3月 18-20晚 

 區應毓博士：如何向穆斯林傳福音講座 



 

代禱事項： 
˙請為「加協」痛失牧長禱告，保守「華 

    人神學教育」繼續被神祝福。求主安慰 

高方月華師母，兒子仰山、仰之、兩位   

媳 婦和七名孫兒女。 
 

 

‧2013「加協」董事團隊和同工能在神的  

    帶領下推動各項神學教育事工。 
 

˙「加神˙天道」 和 「加神‧恩道」院 

      長、同工及在校同學。 

‧「加神‧天道」普及神學教育及信徒訓 

      練事 工發展，讓更多弟兄姊妹得被造就 
 
 

˙ 各華人教會支持『加協』事工，設立神 

 學教育基金及神學主日，共同努力造就 

 更多神國的工人。 
 

˙『加協』2013 經費需要及事工發展。 

   

 

 
 
請代禱並奉獻支持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ACCTE 之事工! 
                                                       Please make check payable to ACCTE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 & support! 
      Mailing Address: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L3R 0N5 

            Office address: 39 Bentley Street, Markham ON  L3R 3L1 Canada 

                     Accte.ca@gmail.com    www.accte.ca    416-880-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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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 23 日(六) (國語) 

       2013 年 11 月 24 日(日) (粵語) 在鑽石酒樓舉行。 

       請預留時間，務必出席支持「華人神學教育」！ 
 

 2.  「榮美的事奉」分享會，記念「高雲漢博士」在神學 教育  

        的擺上。將於 2013 年 6 月 8 日(六)上午由數位 資深牧長 

        分享。詳情另行通告！ 
 

 3.  「加神‧天道」與「加神‧恩道」現已開始招收生。請與       

       學院聯絡。「加神‧天道」416-226-6620 ext 2219  Betty 

                            「加神‧恩道」403-410-2000 ext 8914 Patricia 
 

 4.  「加神‧天道」普及神學教育新課程： 
         基要信仰 (粵語) 5 月 7,14,21,28,6 月 4 日(星期二), 7:30-10pm 在美麗徑福音堂   

            基督教輔導學：青少年父母成長課程 (國語) 5 月 28,6 月 4,11,18,25 日(星期二),        

                  7:30-10pm 在美頓市福音堂 

              舊約透析 (國語) 7 月 13,20,27 日(星期六), 1-5pm 在密城華人(國語)基督教會 

             基要信仰 (國語) 7 月 13,20,27 日(星期六), 1-5pm 在天道神學院     
 

            詳情請電郵 pko@tyndale.ca or 416-226-6620 ext. 2142 

. 

2012年經已過去，去年底 11/25日的異象及籌款音樂分享會中，我們籌得款項$40,179元，深信各位董事

已收到我們在去年十二月的聖誕電郵通信報告。根據去年的預算及實際收支，2012年不足約 $111,000元，而今

年的預算在 $415,050，實需各教會、弟兄姊妹為「加協」事工奉獻及代禱。 

 

 2013年的預算分配如下： 
 

A. 從機構分配資源算： 

加協   ：30% 

加神（天道學院） ：56% 

加神（恩道學院） ：14% 

 

B. 從事工分類算： 

行政   ：12% 

神學教育項目 ：70% 

籌款項目  ：10% 

推廣項目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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