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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耶和華為聖的。人若要贖回

這十分之一，就要另加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的十分之一，就是一切從牧人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要歸

耶和華為聖。不可追究是好是壞，也不可取代；若一定要取代，所取代的和本來當獻的牲畜都要成為聖，

不可贖回。」這些是耶和華在西奈山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和修版, 利 27 : 30-34

生活在加拿大的華人基督徒對金錢應常有感恩的心。2017年剛過去，假若你去年的收入是US$10,000，你已經

比全世界84%人的入息高；如果你去年的收入是US$50,000，你是比全世界99%人更富有！

不少基督徒都知道在《舊約聖經》裡有「十一奉獻」(瑪3:10)的教導，在《新約聖經》

裡的教導更是「全所有奉獻」(羅 12 : 1-2)。然而，我們是如何管理神託管我們的財富，歸

耶和華為聖呢？

根據State of the Plate的調查，每年在美國約有一千萬信徒奉行十一奉獻，他們來自

不同階層，不同教會，但總共捐獻了五百億元給宗教團體及慈善機構。雖然這些奉獻者很多都不一定懷著以滿足聖經

的教導來捐獻，但這數百年來傳留的美好習慣，卻繼續影響著今天北美基督徒的生活。有關調查結果，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些十一奉獻者中：

•作十一奉獻的基督徒比不作十一奉獻的較少欠債及經濟環境較佳：80%沒有信用卡債務； 74%不用汽車還款；

48%擁有自住房屋；及 28%完全沒有欠債

• 77%是奉獻他們個人入息11% - 20%之間或以上的，遠超過10%的基準線

• 63%是從年幼至二十多歲間開始學習十一奉獻

• 97%是對他們自身的地方教會作優先奉獻

• 70%是以納稅前計算而非納稅後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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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歸耶和華為聖

另根據此調查，基督徒沒有實踐歸耶和華為聖的行動有不同的原因：

• 38%說他們無能力承擔

• 33%有太多債項

• 18%指出他們的配偶不贊成十一奉獻

美國社會學家Christian Smith曾作出研究，究竟生活在美國的基督徒在捐獻的行為上是否慷慨大方？他

有如下令人心不安的數據：

• 20%的美國基督徒家庭沒有對教會或慈善機構作出任何奉獻

• 美國基督徒家庭平均奉獻是收入的2.9%，及只有不到10%的基督徒家庭會奉獻超過收入的10%

• 收入較少的基督徒家庭的奉獻百分比是比收入較高的基督徒家庭為高：收入少於US$25,000有 4.2%，

收入多於US$100,000只有2.7%

撫心自問，我們生活在加拿大的基督徒在奉獻的事情上慷慨嗎？或許有另一問題可作反省，我們留下了多

少金錢給自我享受用？事實上，神已經供應了我們一切所需用的，我們無權要求神也滿足我們的貪婪罷！

今天華人信徒在金錢奉獻歸耶和華為聖，相信要先從神的話語教導開始，亦要學習包容慷慨文化。華人生

活文化往往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心態，就算移居加國，受西方文化影響，信主受洗後，

也不一定能改變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來關心在經濟上有需要的人與事 (路4 : 18-19)。從心理學上得知，

人若越慷慨就會越開心，對社會自然產生更多益處。

作基督門徒者常有兩個選擇：“Pay the Bills” 或是 “Live the Vision”，求神賜屬靈智慧給衪的兒女們。願意

奉獻的人不一定有錢 (路21 : 1-4)，有錢的人不一定願意奉獻 (路12 : 13-21)。基督徒正確的金錢觀不是我願意

奉獻多少，乃是我對神膽敢為自己留下多少！我們需要的是犧牲，得以歸耶和華為聖，願以此共勉之。

基督徒正確的⾦錢觀不是我願意奉獻多
少，乃是我對神膽敢為⾃⼰留下多少！



在研究講道王子司布真牧師的生平時，我發現他衆多影響深遠的事工中，最被人忽略的恐怕是他在神學教

育方面的貢獻。司布真强調他 “起初的愛” 是他所成立的教牧學院，而在他離世之後，學院的校長David

Gracey 撰文指出，教牧學院可謂是司布真對英國慈善事業所作出最大的貢獻，是他心中至爲關切和惦念的事

工。1面對當時英國廣大的福音禾場，司布真視工人的裝備栽培為福音事工中最急切和重要的一環，無論在城市

還是鄉下，他看到很多教會拒絕接觸的人群，他極其關心教會該如何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將福音傳

遍天下，他培訓年輕人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向中下階層的普羅大衆闡明福音的奧秘，用當時英國社會瞧不起的市

井語言來服事當時教會看不起的「普通人」。學院成立初期經歷許多困難，財政資源不足，畢業生的素質又被

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所詬病嘲笑，但他努力為神學教育尋求資源，並堅定相信神會賜福這個事工，期待成果。

短短十五年，教牧學院的學生單在倫敦市就建立了44所全新的浸信教會 (司布真所屬宗派)，其中30家教會成

功建堂，2學院的畢業生足跡遍佈當時英語世界的各個角落，從屠場和街市到工廠和紅燈區，從非洲到新西蘭，

在人喻爲福音硬土的地方，別的神學院學生不會去也不敢去的地方建立教會，成績斐然。3

司布真本人並沒有接受過正式的神學培訓，但他卻極力推動神學教育，認爲他自己的經歷是個例外，不能

成爲傳道人學習聖經和事奉技巧的普遍原則，他深信神會使用教會來向神學院提供資源，他鼓勵教會看重神學

教育的價值，為神學院各項需要奉獻金錢。他往往 “親自出馬”，為校舍的需要邀請教會會友出席他主持的茶

會，舉辦賣物會來為學院籌款，又成立基金向學校畢業生饋送解經書和各種屬靈書籍，又向生活困苦的畢業生

提供慈惠援助。他經常在講道和祈禱會的分享中提及神學教育的重要和需要，他常提醒人，一個人若説自己熱

愛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就不可能不關心神學教育，他必然為神學教育在資源上的需要來奉獻，好讓更多人得著

裝備，福音得以廣傳。4

當年加神成立初期，高雲漢牧師同樣看見需要，為學院尋求資源，並期待神的賜福，他看見加拿大教會衆

多，但沒有一家植根加國的華人神學院來推動福音工作，他撰文鼓勵教會對華人神學教育當有更深層的支持，

他認爲單單幫助神學生繳交學費是不足夠的，教會當與神學院緊密聯繫，在教會中大力推動神學教育，舉辦神

學教育主日。他又鼓勵教會為院校的師資、校舍設備、學術研究與出版提供財務上的資源，在同學的栽培上提

供人力資源，讓有豐富服事經驗的同工給與學生在校的教牧指導，亦當給與同學有實習和全時間事奉的機會，

在教會中栽培學生成爲合神心意的工人。教會更當向神學教育提供屬靈的資源，經常為華人神學教育禱告，在

崇拜和禱告會裏記念神學院的需要。他在文章中作出呼籲：「慈悲救主何等焦急，要快速尋找迷羊；教會大聲

疾呼，尋找合適的傳道工人，做教會 [牧養]、植堂和宣教工作，可是好牧人太少。主耶穌當年對門徒發出呼

喚，今日依然緊緊催促華人教會領袖：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

祂的莊稼。」5經過十多年來的努力，加神為教會栽培了過百名的畢業生，在牧養和海外差傳等不同的崗位上服

事主，也有同學進入學術研究的領域，將來好承擔教導和培訓新一代工人的責任。

衆多教會的先輩們都看到：神學教育是爲了教會的使命而存在的。基督耶穌向教會頒發大使命，教會一方

面當積極甄選推薦工人，接受神學教育裝備，並差派他們到不同的工場裏服事，另一方面當為神學院提供足夠

的資源，聘請老師，為同學們提供一個理想的空間，進深研讀聖經，豐富神學知識，操練靈性，學習事奉。神

學院亦是在異象中誕生的，神學院不是一座與世隔絕的象牙塔，面對社會急劇變遷，繁華盛世中隱伏的各種屬

靈危機，神學院要培訓的是無懼困難、願意勇敢進入人群的服事者，在奉行多元主義和抗拒福音的世代中，為

復活主作美好見證。這個異象當激發教會起來行動，為神國事業預備工人的目標同心努力。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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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告還未經核數師核實，盼望這些資料

能讓各位了解「加協」的財務狀況，求神感動

眾教會牧者、長執、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並

給予行動支持；使「加協」能繼續造就神國的

工人，傳承牧養宣教！

2018年預算

2017年預算

結存 : 盈餘 (不敷)

實際支出

實際奉獻收入 (經常費)

$

$

$

$

截⾄2017年12⽉31⽇

「加協」財務報告

(續上頁) 看見需要，尋求資源，期待成果

我深切期待天父透過教會在新的一年裏為華人神學教育的發展予以大力的支持，讓神學教育工作有足夠的

資源來培訓合主心意的傳道人，差遣他們到渴求福音真理的地方，為主收割成熟的莊稼，建立教會，牧養主

羊。畢竟神學院和教會是連系在同一崇高的目標和屬天的異象之上，願雙方共同合作，在傳福音的異象催逼

下，尋求和善用主所賜的資源，盡力嘗試為主謀求大事，同時期待神親自來成就大事。

[ 1 ] Sword & Trowel, June 1892, 277.
[ 2 ] S&T, August 1869, 381-82.
[ 3 ] S&T, June 1892, 280, “Mr. Spurgeon’s First Institution.”
[ 4 ] Tom Nettles, Living by Revealed Truth: The Life and Pastoral Theology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Fearn, Ross-shire, Scotland: Mentor Imprint, 2013), 365.

[ 5 ] 高雲漢,《看見神所賜的恩》中的 “裝備工人收莊稼” , (Richmond Hill, ON: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2009), 49.



什麼是神學教育?

神學 (希臘文 Θεολογια，拉丁文 Theologia，英語 Theology) 一詞是由希臘文 Θεος (即 theos 神) 和

λογος (logos 道，話語，學說) 兩個字所組成。意思是人對神的話語上有正確的認識。換句話說，神學是人對

聖經詮釋，研究和分析後，用現代的語言和思考模式，將神的真理加以宣揚。神學教育指的是訓練神的傳道

人，培育基督徒，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和遵行神的旨意。

教會為何要支持神學教育?

神學教育成立的目的是回應基督徒對神學訓練的需求，促使他們對神的話語有迫切

學習的心志，認真研讀聖經，研究基本教義。藉着神學教育，不斷的培育信徒，堅固

他們的信仰，防止異端的侵入，避免造成教會的分裂，也幫助基督徒內在的生命更新，

外在的言行改變，每天經歷神的同在。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並願意在教會各崗位上事奉神，活出神的樣式，使神的名得著榮耀。所以，神學

教育是教會發展的基礎。有健全的神學教育，才有健康的教會。故此，教會應

重視神學教育，並且鼓勵教會的傳道人和領袖帶領信徒們以禱告和金錢支持

神學教育。

成立神學院的需要

從上世紀六零年代至今，基於種種原因，大批華人從亞洲原居地移居到加拿大來。根據溫以諾和龔文輝撰

寫的 "散聚宣教學：北美個案研究" 一文中提到，加拿大華人人口在2010年已達到一百五十萬人，華人教會

有403間，華人基督徒約有97,500，佔全國華人人口的6.5%。目前帶領華人教會的傳道人，有一部份己近退

休年齡，需要栽培傳道人去接替他們；加上不少華人教會紛紛開始國語事工，建立國語教會，導致基督工人的

需求，日益加增。除此之外，基督的福音大使命催促華人教會差遣更多的宣教士往普天下去，這使命的實踐也

促使教會注重宣教士的裝備，把福音帶到未得之民當中。

早期的神學院皆專注於全職牧會傳道人和宣教士的訓練，以及神學教育講師的裁培。目前有不少神學院也

推行延伸神學課程為教會提供信徒訓練，讓神學院和教會得以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為了使神學教育能夠在教會

推動，神學院積極訓練傳道人，宣敎士和福音差傳機構的同工，鼓勵有恩賜和蒙神呼召的傳道人和信徒進修神

學。教會成為提供神學生主要來源之一。神學院也經常舉辦傳道人在職訓練，以提升他們的素質，從中培訓他

們去實踐教會的使命；並在各教會舉辦延伸神學教育課程，以提升基督徒的信仰基礎。

(下頁續) ➤

神學教育是教會發展的基礎。有健
全的神學教育，才有健康的教會。

為何要支持神學教育
栽培更多合神心意的基督工人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財政

博⼠陳國



今日
神学教育，明天教会茁

(續上頁) 為何要支持神學教育?

根據2002年的資料，美國約有一千間華人教會，有十間華人神學院；當時加

拿大有350間華人教會，卻沒有一間華人神學院。2004年，加拿大華人教會領袖

同工們註冊成立「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協)，積極籌辦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蒙神眷顧，2006年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第一所院校在多倫多成立。

對教會的挑戰

蒙神的恩典和帶領，加協在十年内順利發展到四間學院。為著推動神學教育，加協2017年的財政預算是

加元$1,238,034。2018年的財政預算是$1,374,957。我們深盼牧長、教會領袖和眾弟兄姊妹，提供神學教育

的資源來支持神學院的事奉，不但設立奬助學金幫助神學生，以培養教會傳道人，宣敎士和福音差傳機構的同

工，亦當奉獻支持學院提升講員素質的工作，鼓勵更多願意投身神學教育的人進修，取得資歷來培訓新一代的

神國工人。

神學教育的工作極其需要教會的代禱，祈求聖靈的感動，好讓神學院能忠於所託，完成使命；而加協屬下

三間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和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的講師們的教導，事奉，身心靈的健康和他們的家人亦需要教會

在禱告上予以支持，願師生們能效法主耶穌培訓門徒的精神，在廿一世紀栽培出更多合神心意的基督工人。願

一切的頌讚榮耀歸給父神！

2006



培育神國工人刻不容緩，現時禾場廣大，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我們祈求聖靈在新的一年裏感動更多

信徒，大發熱心，奉獻金錢來支持神學教育，擴展神的國度。

弟兄姊妹可以在加神的網站上作直接的奉獻：donate.CCST.ca 或使用二維碼 :

「加協」將向奉獻者寄回退稅收據。

教會可與加協的同工 Betty Sze或 Yvonne Chung聯絡，商討教會可以如何在神學院的經費
上作出支持。電話：416-880-3983，電郵：BettySze@ACCTE.ca / YvonneChung@CCST.ca

如果有一些增長了的股票，請直接奉獻這些增長的股票，切勿先賣出股票，然後才將現金

奉獻。透過奉獻增長股票的方法，奉獻的人不但可以無需繳付增值稅，奉獻出來的金額其

實會比套現股票的現金奉獻為多。舉個例子：你擁有 XYZ 公司股票市值為$50,000，但你

的成本是$30,000，你的股票增值是$20,000。你所獲得的其中一半不用繳稅，另外一半要

作爲你的收入而要支付入息稅。假設你是付50%稅率，你便要繳交$5,000增值稅。如果

你將這XYZ股票奉獻給加協，你便不用付這$5,000增值稅，更可收到市價的$50,000退

稅收條來減付其他入息稅。

你可設立一個個人基金，將本金放進個人基金內投資，每年可將基金所賺到的部份利息、

股息或增值作奉獻。整個本金的金額在第一年放進基金內時，可全數納入退稅計算，這種

方法可使本金保持在基金內，一次過取得龐大退稅，每年又可將部份收入作出奉獻給「加

協」或其他機構。開設一個個人基金，本金由$100,000開始。這種奉獻方法透明度高，又

有彈性，過去十年，個人基金已被捐獻者廣泛使用。

信徒可在加協成立捐贈基金，指定你的奉獻在何處使用。它的運作與上述第4點一樣，每

年都是用入息和資本增值的一部份來奉獻。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加協-ACCTE) 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栽培願意接受訓練，獻身事奉主的神的僕

人。訓練神的僕人需要大量資源，神學教育是教會對未來的一項重大投資。今年加協籌辦的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加神-CCST) 的預算超過130萬加元，需要教會及神的兒女大力奉獻來支持。目前奉獻給加協的渠道有很多，

包括：

奉獻支持加協的渠道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

⼥⼠蘇潘慕潔



http://donate.ccst.ca網上奉獻請登入

☎ 416-826-8216 ✉ isce@ccst.ca
� http://www.ccst.ca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 403-410-2000 x8914 ✉ ccstas@ambrose.edu
� http://www.ambrose.edu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 #202 - 8120,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1P3
☎ 778-251-5678 ✉ info@ccst.ca
� http://www.ccst.ca

�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M2M 3S4
☎ 416-226-6620 x2219 ✉ ccstts@tyndale.ca
� http://www.ccst.ca

�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 416-880-3983 ✉ admin@accte.ca
� http://www.acct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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