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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課程簡介 
 

教育目標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課程成立的理想，是要提昇北美華人教會領導及講道事奉者

的事工實踐能力。 

 

課程成果 
 

教牧學博士是專業事奉研讀可能達到最高的學位。藉著策略行動研究，我們的目的是提供

對事工的本質和目標有進深的認識，增強教牧分析及事奉技巧的能力，整合聖經及神學反

思於事工實踐，了解事工發展及新知識在實踐上的趨勢，繼而達到靈命及事奉的不斷成長。 

 

課程特色 
 

從課程的特色而言，教牧學博士是為培育及進深裝備教牧領袖而設計的專業學位，目的是

容讓他們所帶領的機構或會眾可領受嶄新的使命，更趨成熟，故有以下課程特徵： 

 

• 設計適切學習模式，迎合在中國及北美事奉教牧領袖的學習需要 

• 著重研究探討當代神學、聖經和中國文化與事工的整合 

• 提倡在小組學習環境中的相互鼓勵 

• 鼓勵自我紀律性學習，促進同儕審查及評估 

• 使用質性及行動研究為論文研究方法 

• 認可圖書館靈活運用及網上資源探勘 

 

課程概述 
 

就讀於「加神」教牧學博士班的學生可以三年時間完成學業，期間須同時參予教會或機構

事奉。完成教牧學博士課程的最長期限為六年。教牧學博士班的學生是以順序形式學習，

容讓同學們在學習小組裡建立顯著的事工網絡及支援。教牧學博士課程包括每年兩次兩週

在校的密集科目（通常是定於五月至七月份及一月至三月份）、在網路上的合作學習及資

源分享、和完成一份完整的論文項目。 在第三年學習終結時，準教牧學博士畢業生須以

口試形式通過論文項目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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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條件及程序 

 
 

與其他的專業性博士學位一樣，申請者同樣需要達到教牧學博士的入學條件，這可提高完

成整個課程的可能性。「加神」招生委員會定期於四月及十一月決定每年入學名額。從

2016 年開始，每年的教牧學博士班入學將於五月至七月在加拿大進行。招生過程是經過

甄選，提交了入學申請者並不確保被「加神」接納。招生委員會將按個別情況考慮申請者

的預備性及適合性。 

 

入學條件 
 

以下是「加神」教牧學博士班的入學準則： 

學歷 

 

• 擁有「美加神學協會」（ATS）或「亞洲神學協會」（ATA）所認證之道學碩士學

位，總平均分達 B 級以上（3.0 GPA）。 

• 申請者若未獲道學碩士學位，但有其他相近碩士學位，歡迎查詢入學申請。申請者

成績單將個別給予等同於道學碩士之教育評估。若有需要，為滿足入學條件，學院

可提供一份量身訂造的先修課程給申請者修讀。所有學術條件必須在開始修讀教牧

學博士班之前完成。 

事奉經驗 

 

• 神學畢業後有三年全職事奉經驗。申請人若未滿足此要求，在某些情況之下，可透

過特殊安排來完成。惟「加神」對這一類的申請者是有收生限制。 

• 現職為有問責性的重點事奉岡位，有主動性的領導職份。 

 

入學程序 
 

• 所有申請表、申請費及支持文件需要郵寄到「加神」辦公室，地址為： 

  Unit 202, 812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 1P3 Canada 

• 申請費：北美地區申請者，加幣＄100（不退還）；北美以外地區申請者，加幣＄

150（不退還）。 

• 申請表：填寫所有申請表內容，並註明接納「加神」信仰宣言。申請表可於「加神」

網頁下載或郵寄索取。 

• 個人簡歷：遞交一份最新簡歷，包括詳細學歷、事奉及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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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見證（5 至 7 頁，隔行）：概論您屬靈及職業生涯發生的重大事件，描述現時

之事奉情況，報讀此課程的原因，所期望得到的成就與發展，對未來之目標及願景，

研究興趣或盼望探討的重要課題，舉例列出最近之學習進修和閱讀書籍。 

• 正式成績單：申請者需向所有曾就讀的專上學院直接寄發成績單到「加神」 。若

未能提供成績單，請與辦公室聯絡。 

• 學術推薦信：邀請一位教授或學術界人士，提供學術推薦信直接寄到「加神」，茲

證明申請者有學術能力去應付教牧學博士的研讀。 

• 品格推薦信：邀請一位牧者，提供品格推薦信直接寄到「加神」，表明申請者在個

人及專業上適合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 

• 教會或機構認可信：邀請所屬之教會或機構，提供認可信直接寄到「加神」，以支

持申請者人修讀教牧學博士課程，並在作業項目上與所屬之教會或機構有研究實踐

關係。 

• 入學面試：與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及招生委員會進行入學面試。 

• 英語語文能力：申請者需證明可用中文及英文進行研究。若申請者母語並非英語，

而在過往三年沒有就讀英文專上學院（以英語為教學語言並以英文為考試語文），

則需要提供 TOEFL 或 TWE 測驗成績。招生委員會可要求申請者參加「加神」的英

語面試或評核試 。 

• 到北美就讀之國際學生：需要申請學生簽證及提供有效醫療保險證明（可接受旅遊

醫療保險證明）。 

• 健康證明：「加神」依賴申請者自我驗證在入學時有健康的身體和情緒。「加神」

在學生的身體和情緒健康出現改變時有相應的措施提供援助。若申請者在入學審核

之前發生身體和情緒健康變化，應馬上向辦公室報告。 

 

招生委員會的決定 

 
• 教牧學博士招生委員會每年開會兩次（4 月及 11 月）評估已完整的申請，接納符

合資格的申請者。 

• 招生委員會只會考慮完整的申請。招生委員會聯同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將會於評估

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通知申請人。未被接納之申請者可在將來再次申請。 

 

退學及再入學 

 
• 學員在自願退學、科目不合格、停學、或未能繳交學費後而再入學，需要作特別的

重新申請，包括提交個人見證、教會或機構認可信、退學後就讀的專上學院正式成

績單、參加入學面試及繳交加幣＄200 再啟動費。教牧學博士招生委員會將在評估

例會中（4 月及 11 月）決定是否重新接納其申請。 

• 重新申請並不表示自動接納，要視乎是否已處理好原先退學的原因。再入學之學生

或需要在課程中（退學時）某一點重新開始。學生需要與導師重新安排其論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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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並繳交再入學時的學費。如已退學超過五年以上者，需要向招生委員會作出

全新的完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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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課程 
 

 

教牧學博士是專業的博士學位，在本質上與學術研究的哲學博士有分別。基本上，專業的

博士學位是要提昇專業實踐水平。所以，教牧學博士研讀的中心點是論文項目，一般是以

問題契機為基礎，以提論調解為導向。教牧學博士的研究大體上是以應用性、行動性、評

估性、項目性、及特殊處境來進行。因此，教牧學博士學位的研讀是要求學生在學習期間

維持其全職事業，所事奉的處境將成為一所「實驗室」以進行專業發展、研討及項目設計。 

 

教學方式 
 

教牧學博士課程的基本設計是透過順序模式，得以鼓勵學員們共同協作完成課程。在整年

的學習中，合作和研究是不斷地進行，配以在網站上的互動及圖書館的資源。 

 

取決於論文項目的完成，攻讀教牧學博士課程的時間通常是三年。在特殊批准下，完成教

牧學博士課程的時間可延長至六年。教學方式有如下之安排： 

 

• 三年制順序課程（可參考課程時間表） 

• 共六次密集上課，每次為兩週，及論文項目審核 

• 每次密集課程之地點將配合學生及教授的生活城市 

• 每年密集課程之兩個時段為五月至七月及一月至三月 

• 每屆新教牧學博士班的開始時段為五月至七月 

• 每週密集課程（星期一至星期五，三十小時）為三學分，有課前及課後作業 

• 論文項目審核（口試）通常是在三、四月間 

 

「加神」教牧學博士課程是由課程主任及助理主任，聯同合資格和有經驗的教授團隊、導

師、顧問來帶領。教育方法的設計是根據成人學習理論和領導力的塑造原則。塑造過程包

括以下方式： 

  

• 領導力評估 

• 提供論文項目導師／顧問 

• 同儕學習小組 

• 資料性、經驗性、互動性、反省性的課堂學習 

• 網上學習的互動支持 

• 透過導師、屬靈導引、師徒關係、或輔導支援個人成長 

• 切題的閱讀及作業 

• 學習概念、領導表現、及論文項目完成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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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 
 

除了密集課程之外， 學生每週需要留用一天的時間來專注教牧學博士作業及論文研究。

學生需要出席所有的密集課程，不能有其他的責任打擾學習，要有充足的時間研究，處理，

協作，及休息。 

學術課程大綱 
 

「加神」教牧學博士課程是聚焦在事工領導學上，當中包含有五門核心科，三門論文項目

科，及四門領導學主修科。對領袖的塑造，這些科目強調聖經、神學及文化基礎之整合。

在整個課程，事工策略與落實是建基在應用研究項目，最終達致完成論文寫作及口試審核。 

 

教牧學博士所需學術學分：共 36 學分 

 

核心科目 (5x3 學分): 15 學分 

 

• DM901 研究方法與方法論 

• DM911 神學與事工整合  

• DM912 舊約聖經與事工整合 

• DM913 新約聖經與事工整合 

• DM914 中國文化與事工整合 

 

論文項目 (3x3 學分):  9 學分 

 

• DM902 事工研究提案  

• DM903 事工研究項目 

• DM904 事工研究論文 

• DM905 事工研究延續（若有需要） 

 

領導學主修科目 (4x3 學分): 12 學分 

（只選四課） 

 

• DM921 機構組織發展與計劃 

• DM922 變動與衝突管理 

• DM923 導引、裝備與建立團隊 

• DM924 講道與領導 

• DM925 靈命塑造與領導 

• DM926 跨文化領導 

• DM927 基督教教育與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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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學主修科目 (4x3 學分): 12 學分 

（只選四課） 

 

• DM931 實用釋經與講道 

• DM932 宣講聖經敘事文體 

• DM933 相關及有效的講道 

• DM924 講道與領導 

• DM935 富想像力的講道與教導 

• DM936 釋經講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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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課程時間表 

 

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與學術委員會可按程序更改課程次序。 

 

第一年 

第一節 

第一年 

第二節 

第二年 

第三節 

第二年 

第四節 

第三年 

第五節 

第三年 

第六節 

第三年 

終結 

核心或主修 

科目 

#1 

核心或主修 

科目 

#2 

核心或主修

科目 

#3 

核心或主修 

科目 

#4 

核心或主修 

科目 

#6 

核心或主修 

科目 

#7 

 

論文項目 

口試審核 

研究方法與

方法論 

事工研究 

提案 

事工研究 

項目 

核心或主修 

科目 

#5 

事工研究 

論文 

 

核心或主修 

科目 

#8 

 

 

教牧學博士科目描述 
 

DM901 研究方法與方法論 

 

優良的研究、負責任的計劃、勤勉認真的落實及有識別力的評估，都是領袖應有的素質和

教牧學博士課程極其重視的組件。在這科目中，將專論有關事工原則與實踐研究的方法與

方法論。討論範圍牽涉神學架構、社會人類學探問、與事工實踐的關係。重點在建立可供

事工進深發展的研究設計、參考書目及數據庫。特別注意的是經過資料搜集、錄製、編碼

和數據分析過程，學生報告能有數據支持、且豐富描述之發現與結論。 

 

DM902 事工研究提案  

 

藉著讚賞探問及行動研究，學生要從身處所在之事工，設計和發展一項教牧學博士的研究

議案，從而深入探討。學生要預備問題、意見、處境評估、及項目設計到工作小組中討論。

本科目會處理的議題包括動機、可行性、神學原理等。 

 

DM903 事工研究項目 

 

假設在應用／行動研究中有重大進展，這時候將會探討在項目落實的階段所遇見的議題，

亦會論述不同的評估方法，及研討不同項目個案。這科目著重工作小組中之同儕檢討。 

 

DM904 事工研究論文 

 

在應用／行動研究階段中，理應有充分的落實與評估，是以論文報告的初稿在工作小組中

分發討論。期盼學生提交一份具博士水平的項目研究，對事工實踐有新的貢獻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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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905 事工研究延續 

 

基於某種原因，學生的論文項目研究未能如期完成，亦未準備好作口試審核。但若發現學

生的論文項目研究仍有可能是成功的，經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批准可延期一年完成。 

 

DM911 神學與事工整合 

 

本科目旨在探討神學與事工實踐之整合性。專注在當代應用，學生要欣賞基督教神學對實

踐神學的發展所給予的建設性和創意性。透過批判評估福音派及非福音派神學家的神學論

述，鼓勵學生能適切處境，研發事工應用方案。 

 

DM912 舊約聖經與事工整合 

 

本科目旨在探討舊約聖經與事工實踐之整合性，專注在舊約聖經的形成、歷史、內容、詮

釋和神學上的重要議題。透過批判評估福音派及非福音派的舊約聖經學者論述，鼓勵學生

發展富整合性、正統性及有創意之事工應用方案。 

 

DM913 新約聖經與事工整合 

 

本科目旨在探討新約聖經與事工實踐之整合性，專注在耶穌生平與事工、使徒歷史、文學、

批判、詮釋和神學上的重要議題。透過批判評估福音派及非福音派的新約聖經學者論述，

鼓勵學生發展整合性、正統性及有創意之事工應用方案。 

 

DM914 中國文化與事工整合 

 

這門科目幫助學生理解中國文化與教會之間的辯證關係，同時肯定教會是被召成為改變世

界之角色。此科目裝備學生從聖經與神學的角度來批判分析華人教會所面對的社會與文化

處境。特別留意的是中華文化發展在歷史中如何影響教會，怎樣才能有效地融入現今的事

工實踐。 

 

DM921 機構組織發展與計劃 

 

這科目是調查及分析當代議題：發展和領導健康的機構（包括教會）。學生將參與神學反

思，研究不同的機構組織理論對事工發展與計劃的潛在貢獻。題目可包括機構組織設計、

創新能力、治理架構、適應性及柔性領導、領導力發展與傳承策略、及異象、使命和價值

的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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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922 變動與衝突管理 

 

這門科目是研讀變動過程、權力、及衝突管理，尤其是有關在事工裡的基督徒處境。學生

將參與神學反思和批判性思考，研究帶領和落實機構變動的關鍵性動力。將專注於權力分

析及個人與全體的衝突管理。題目可包括古典及當代的變動理論、機構變動之種類、變動

的難阻、宏大系統介入策略、社會智能與變動過渡性管理、及落實變動的實際策略。 

 

DM923 導引、裝備與建立團隊 

 

學生將探討導引、裝備與建立協作團隊的神學性、理論性、及實踐性元素。將專注於分析

和評估建立新生領袖的當代理論、實踐、及過程。題目可包括師徒關係及導引、揀選和成

立團隊、建立團隊信任、以矛盾為創意張力、測量團隊果效、及有效的團隊指導。 

 

DM924 講道與領導 

 

好的講道者往往也是好的領袖，這是不難明白的。這門科目的設計是透過地方教會宣講事

工來培育領導潛能。學生將發展個人的講道風格以配合相關的教會事工，目的是成就有果

效的領導力。 

 

DM925 靈命塑造與領導 

 

作為一位屬靈領袖，這門科目探討屬靈生命的文化及動力，與屬靈生命的轉化，特別留意

透過屬靈操練和基督徒群體參與，對內在生命的培育。本科目的設計是在教會事工的壓力

與需求下，促進典範性的基督徒領導及靈命塑造。 

 

DM926 跨文化領導 

 

這門科目將探討領導與文化的神學、哲學、及人類學基礎。這些基礎性的議題將引導如何

實踐栽培多元文化的領袖，與不同文化背景的領袖同工。會專注在跨文化處境中，國際工

人與國內教會領袖的美好伙伴關係上，發揮宣教互動。 

 

DM927 基督教教育與領導 

 
為普世華人教會作門徒培訓是基督徒領袖當做之事！對於合乎聖經的基督教教育如何引導

事工實踐，本科目提供基礎性的洞見。從門徒訓練到大使命之履行，學生將參與對領導及

基督教教育當代不同觀點的關鍵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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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931 實用釋經與講道 

 

要先剔除了釋經上的錯諺，才會有優良的講道。這課程的目標是要克服現存於教會中對釋

經及其實踐上的危機。從經文進入講章的過程中，講道者要注意信息中真實的意義和教會

應用上的需要。透過在解經上全面的處理，學生可以重整釋經講道，達到理想的效果。 

 

DM932 宣講聖經敘事文體 

 

聖經大部份都是用敘事文體書寫。但以敘事文為題材的講道，把整個聖經故事以單一情節

為主題， 如何能被容納在華人教會的講壇事工？這課程檢視宣講聖經敘事文體的實用性

及其中的強項與短處。在聚焦當代意義的期間，學員們將會學習如何準備、書寫及宣講敘

事文講章。 

 

DM933 相關及有效的講道 

 

講道是教會牧養至關重要的事工。會眾期望每週的講道都與個人屬靈生命和教會生活息息

相關。在不同的宗派背境及傳統下，究竟釋經講道與主日崇拜、門徒訓練、教牧關懷、教

會增長、社會關注、福音佈道及差傳宣教有何關聯？這課程將幫助學員重新整理不同的講

章設計。學生將對其中一項屬靈傳統進行講道研究。 

 

DM935 富想像力的講道與教導 

 

古往今來，很多偉大的講道者都能以想像力宣講和教導神的真理。今天的講者需要在講章

的創意上以新思維來發展基督化想像力。當華人講道接受運用想像力的時候，這課程使學

員進深明白何謂富有想像力的釋經講道。回應這後現代時刻，學生將了解如何以聖經的圖

像及隱喻來豐富講章。 

 

DM936 釋經講道研討會 

 

預備和宣講聖經裡難解的經文往往是一個挑戰，例如舊約的詩歌智慧書和先知書及新約的

寓言比喻和啓示錄。我們都可從實例學習。透過釋經講道研討會的形式，學生將從多位有

經驗的講員身上學習如何處理話語的職事。 

 

論文項目口試審核 

 

當學生的論文項目已準備好，學院將特別安排時間與指導教授、導師／校外監考員、和教

牧學博士課程主任作口試審核。成功辯證的論文項目是被視為教牧學博士課程的部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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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神」教學團隊 

院長 
	
區應毓博士 Dr. Peter Au, PhD 

 

課程主任 
 

楊慶球博士 Dr. Jason Yeung, PhD 

 

教授團隊 
 

鄒永恆博士 Dr. Anthony Chow, PhD 

方豪博士 Dr. Rocky Fong, PhD 

何崇謙博士 Dr. Samuel Ho, PhD 

許宏度博士 Dr. Archie Hui, PhD 

高呂綠茵博士 Dr. Grace Ko, PhD 

賴若瀚博士 Dr. Johann Lai, DMin 

李錦綸博士 Dr. Edwin Lee, PhD 

李耀全博士 Dr. Simon Lee, DMin 

梁海華博士 Dr. Ivan Leung, DMin 

郭必輝博士 Dr. Jeff Kwok, PhD 

郭譚慧玲博士 Dr. Ring Kwok, PhD 

蘇穎智博士 Dr. Patrick So, DMin 

譚文鈞博士 Dr. Francis Tam, DMin 

曹傑明博士 Dr. Marcus Tso, PhD 

王健安博士 Dr. Enoch Wong, PhD 

王文超博士 Dr. Wilson Wong, DMin 

王建熙博士 Dr. Paul Wang, DMin, PhD 

 

 

 

 

  



	 CCST	「加神」DMin	
	 	 	

Faithfully Train and Be Trained 
	

15	

學費及財務補助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是一所獨立、非牟利、超宗派的神學研究院，直接隸屬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協會。獨立之意是指沒有接受任何宗派或加拿大政府的直接資助。所以，神學教育的

高昂費用是靠其他入息津貼，包招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基督徒群體的慷慨捐助。 

 

學費 
 

學費訂金 

 

在收到入學通知書後，所有新學員需要在指定日期之內繳交加幣＄500 作為訂金。此訂金

是不能退還的，將會納入新學員學費之中。 

課程學費 

 

教牧學博士每學分之學費是加幣＄400。每門學科標準三學分之學費是加幣＄1,200。 

 

學費是每年可作修訂。但新學費修訂並不影響已就讀中的學員。 

 

此外，最後的論文項目口試審核收費是加幣＄500。 

 

三年完成教牧學博士課程的全部學費是加幣＄14,900，這並不包括其他收費。 

其他收費 

 

每年在五月一日，學員需要繳交額外加幣＄50 的註冊費。 

 

學費並不包括書籍、膳食、住宿、或項目研究費用（若有）。估計教牧學博士課程所需之

書籍費用約加幣＄1,500。 

住宿及膳食 

 

為方便學員，教牧學博士辦公室將提供在課室鄰近的旅館及餐廳的名單。 

 
	

付費計劃及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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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繳納學費時間是 5 月 1 日。學費亦可分兩期繳交，一半是在 5 月 1 日，另一半是在

12 月 1 日。下半年的延期支票需要與上半年的支票一同繳交。現金、滙票和支票都可被

接納。學員若在等待撥款、禮金，助學金或獎學金，需要自行處理個人財務安排，直至獲

得這些資助。 

未支付賬目 

 

學員若有未付賬目， 將要支付利息。所有未付賬目，需要在下次分期付款時繳清。若學

員之賬目仍未付清，則不能註冊下一學期科目。所有分數、成續單、學位、文憑及學費退

稅單將未能發出，直至所有賬目付清為止。 

 

財務補助 
 

靠賴一些基督徒捐獻、教會和基金會的慷慨解囊，「加協」提供有限的獎勵、助學金或獎

學金給教牧學博士班的申請人及學生。 

 

身處北美的申請人及學生，鼓勵向所事奉的單位尋求資助，因在學習的過程中，會回饋所

事奉的教會或機構。從中國來的財務補助申請者將會另作審理。 

 

有關獎勵、助學金或獎學金的資料，可向教牧學博士辦公室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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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加神」董事會 
 

 

主席：  麥振榮牧師 

副主席：  吳克定牧師博士 

財政：  陳國瑄博士 

文書：  譚文鈞牧師博士 

董事：  區應毓牧師博士 

董事：  陳林蘊和博士 

董事：  梁海華牧師博士 

 

 

 

 

認證 
 

 

目前，兩所「加神」的姊妹學校，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多倫多) 和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的道學碩士課程，都是由「美加神學協會」（ATS）所認證。「美加神學協會」是北美洲

主要的神學院認證機構。 

 

自 2016 年，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已獲得「亞洲神學協會」（ATA）的認證為正式會員，在

多倫多和溫哥華開辦 BRE、MTS 及 MDiv 課程，及備案開辦 DMin 課程 。「亞洲神學協

會」是專為亞裔神學院而設計的認證機構，現正發展在北美洲的聯繫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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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地址：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Vancouver) 

Unit 202, 812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 1P3 

Canada 

 

電話： 

 

1 (778) 251-5678 

 

電郵： 

 

dmin@ccst.ca 

 

網站： 

 

www.ccst.ca  

www.acct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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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宣言 
 

 

「加神」與「加協」接納「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的信仰宣言如下： 

 

 

我們相信全部新舊約聖經是神的啟示，將祂救贖人類的計劃完全啟示出來，也是信仰與生

活最高神聖的準則。 

 

我們相信獨一的真活神，即永存的聖父、聖子與聖靈。 

 

我們相信聖子耶穌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由聖靈感孕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祂死於十字架

上，流血為人贖罪。神使祂從死裡復活、升天，並要照祂的應許快要親自再臨。 

 

我們相信聖靈，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與聖父、聖子同質、同權。同存。祂的工作使人知罪、

重生，並住在信徒心中，使他有能力過聖潔的生活與事奉神、服務人。 

 

我們相信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在亞當裡墮落成為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 

 

我們相信悔改的罪人唯賴神的恩典得以重生，並因信耶穌基督得以稱義。 

 

我們相信義人身體復活得永生，不義的人復活受永刑。 

 

我們相信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教會是一體的，由聖靈所重生的人組成，並在敬拜、交通、

傳福音及事奉上發揮其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