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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這【加協】事工分享晚會中、都有很

亦因華人教會較少、故未有這些地區的董

多感受、回想十多年前、藉著從神而來的感動、

事、其餘省份的都有了作董事的同工。同時

願景、雖然有很多的不足、但信心就是【所望之

亦不斷有作【加神】的教職同工加入團隊、

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在一群來自加國

這些都是印證神的工作、祂要選召【工人】

各地的教牧同工、當然較主力的是在大多市的好

來承接事工的任命。

幾位資深牧者、本著這樣的看見與信心、就成了
一群【有心人】創建了【加協】隨後就與【天道
神學院】以伙伴關係、產生了在加國華人教會歷
史首間【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自己有幸在整個
事工的孕育期、構思期到創建期、直到現今的成
長期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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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席

的資源最大、包括教授、講師團隊及眾職員
同工的供應、行政、文字印刷的需要、同學
們的獎助學金的籌劃等等、因目前要承擔三
個校區的營運、每年以百萬計的預算、才可
以應付整個事工的需要。是的、何用這麼大

有限條件下、成立溫哥華【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的投資呢！不過、若能訓練有質素、有承擔

校區、正如最初的構思一樣、在加國東、中、西

的神國工人、牧養眾信徒、使之成為時代的

三地區同有神學院的校區、以服侍全加國的神學

見證人、這樣的投資卻是值得的。去年十一

教育的需要、更是積極的為加國華人教會、提供

月、在香港會見一位基金會的負責人、他是

極大牧者需要的牧會同工。雖然、過去己有八屆

一位愛主的基督徒、當與他分享有關【加

畢業同學、共約80位、他們大部分都在不同教

神】的事工、最後、在他的認同底下、答應

會參與牧會事奉、但想到在加國約有400多間華

從他們的基金會、樂意以每年定額來支持五

人教會、所需的牧會同工、與【加神】畢業同

年。雖然預算龐大、但遇到這些同路的支持

學的數目相比、就有很大的落差。告知【神學訓

者、確認是 神的幫助、期盼在加國有更多同

練】的事工、尚有漫長的路待繼續擴展。另外又

心同行的支持者。

看見父神的恩領、於去年正式取得【亞洲神學協
會ATA】的認可資格、成為會員、帶來極大的鼓
勵。

三. 果子的【肯定】：神學院成功與否、其中可
衡量的、就是它的產品的果效、即畢業同學
在事奉崗位上的見證、綜觀所有神學畢業同

回顧過去的一年、當然、有不少的困難、短

學、多是投入牧會的事奉中、有機會到這些

缺、憂心、創建一間發展成為有規模的神學院、

畢業同學所牧養的會眾中證道、常與教會的

談何容易、但卻是再次從父神那裡、得著了【肯

長執同工、垂詢有關畢業同學的牧會情況、

定】：

當然、不是每一位的畢業同學都可以有這樣

的事工、常是選召【有心人】亦願意全心全

麥振榮牧師

同類型的福音事工中、支持整個運作所需要

自去年又是甚具挑戰的一年、又是在不同的

一. 意旨的【肯定】：神要在祂的教會中興起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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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應的【肯定】：建立神學院、是在眾多不

意全力來成就祂的計劃、是與神同工、作成
神意旨的作為、過去的一年、看見有新一
代的同工起來、樂意參與【加協】的董事行
列、現除了較偏遠的加東幾個細小的省份、

的機會、但所留下的印象及評估、都是積極
的、鼓舞的、告知【加神】的果子、是可
以承擔他們在神面前的召命及事工的要求。
因此、【加神】的功用及其意義是【肯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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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5年起，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
協」）經歷了十年的始創期（2004-2014），緊接
「今日神學教育•明天教會茁壯」之異象，遂以「建
構神學教育•傳承牧養宣教」為新的發展口號。同
年，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加神」）於多倫多、卡加
利及溫哥華「一院三校」的神學教育基礎亦已成型。
踏入2016年，感謝眾教會牧者領袖長期同心支持，加
國華人神學教育的挑戰仍然嚴峻，願分享過去、現今
「加協」及「加神」的事工狀況，亦展望未來。

除了訓練傳道牧者及宣教士，教會也期待神學院
可訓練信徒領袖及同工。有見及此，「加神」各院校
早已提供不同類型的校外延伸課程，以滿足此需求。
為了加強神學教育的協同效應，「加協」相繼和不同
的事工機構簽訂伙伴協議，包括與「華夏佈道團」
（張百笠牧師）合作提供福音佈道訓練，及與「聖言
資源中心」（賴約翰牧師）合作提供釋經講道訓練，
相信能給予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有更進深和適切的培
訓。

如何建構？不同於一些教會組織處於仍未健全的
國家地區，加拿大的華人教會需要一個有質素和符合
國民生活情況的神學教育體系，來栽培教牧同工及宣
教士。加拿大的主流社會普遍要求持有專業資格或特
殊技能的人才任職，這早已給加拿大的華人社區所接
納，亦是普遍教會長執在聘請傳道牧者時在神學訓練
上的期望。

任何有規模和理想的企業都離不開在研究與拓展
（R&D）上的投資，神學教育與教會聖工也不例外！
為了商榷神學院校的發展方向，能更「貼地氣」地服
侍加國華人教會，「加協」現正籌備成立「領導學研
究中心」（Centre for Leadership Studies），由新加入
教授團隊的王健安博士主領。針對加國華人教會的發
展需要，「加協」與「加神」探討研究的教會事工議
題十分廣泛，可包括以下的一些提案：

所以，建構華人神學教育的首要困難便是提供一
套整全的神學教育系統，使神學生在靈命進深、事奉
技巧、學術研究三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達到一定的
認可目標，避免旁人批評在辦學上的疏忽。為了這些
教學目標，「加神」自創校開始，在神的供應和教
會、基督徒的奉獻支持下，十年來不斷努力增強教學
師資及圖書館的設備，亦特別看重神學生在校園的群
體生活和在教會、機構、宣教工場的實習。

譚文鈞牧師/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及義務總幹事

因 為 校 園 設 施 及 ATS（ 北 美 ） 學 術 認 證 的 需
要，2006年「加協」與天道大學學院（「天道」）所
簽定的合約協議便註明所有學費皆由「天道」收取，
加上「天道」圖書館中文神學書籍的購置，還有一筆
可觀的管理費，在艱難與恩典中「加神」茁壯成長。
去年，因「天道」作為私立大學而學費高昂，所收取
的管理費在合約協議上已改為對「加神」（多倫多）
神學生的獎、助學金，以達到對有經濟需要的神學生
能有40-50％或以上的學費資助，惟「加協」要為此
新安排籌募雙倍款額。今年，在獲得ATA（亞洲）的
學術認證後，「加神」（多倫多）是世界少有的神學
院同時擁有北美地區和亞裔人士的神學學院認證，可
算是相得益彰，榮耀歸神！
為了傳承牧養宣教，「加協」在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策略發展上需要作出本色化和自主性的調整，
「加神」在2015年創辦溫哥華校區時，有別於多倫多
及卡加利，決定獨立運作，增聘註校老師及行政同
工，自設校舍和圖書館，除了標準的碩士課程外，亦
相繼開辦學士及博士課程，全面訓練加國華人教會的
事奉人員。今年在「加神」（溫哥華）開辦的教牧學
博士課程，除了領導學主修之外，明年將增設講道學
主修，盼能提升華人教會教牧同工在講壇服侍的質
素。

• 帶領與牧養兩文三語教會
• 建立加拿大獨立國語教會
• 發展中國留學生福音事工
• 研討下一代英語事工路線
• 培訓在職的英語傳道同工
• 復興基教與教會門徒訓練
「加協」除了在發展「加神」事工上盡心竭力，
亦在出版神學論文集作出頁獻，眾董事及老師繼2012
年為記念高雲漢牧師出版《榮美的事奉》後，又於今
年為記念麥希真牧師再出版《福音遍傳天下》，8月
底在台北市舉行的世界華人福音大會中發佈，願神使
用激勵普世華人同工為主更多奉獻擺上。現有籌備計
劃，盼在不久的將來出版另一神學論文集。
沒有建構，哪來傳承？更不會看見教會興旺。
「加協」推動神學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服侍教會，
為教會造就牧養宣教人才，早日完成主耶穌的大使
命。時至今日，「加神」在多倫多及卡加利的畢業
生，大多已投入牧會、機構和宣教事奉行列中，為此
感恩不已！極願建立在溫哥華的「加神」能於2018年
時育養出堅毅的神國工人，成為新屬靈「兵工廠」。
主耶穌曾說：「是的，我必快來！」在這未後的
日子，當神學教育面對「工人荒」與「缺糧餉」的兩
大問題時，我輩華人基督徒自不會就手旁觀，當準備
迎見你的神（摩4:12），期待你的獻身參與及金錢奉
獻。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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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瑄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財政)

經歷神的恩典和祝福，神帶領加協的同工們，將
加神「一院三校」的加拿大全國神學教育模式落實。

費12,514元和推介費34,163元。加神（多倫多）開支
總額是312,828元。其中包括薪金與福利163,373元，
獎助學金34,694元，講員費63,161元，教育費15,033
元和管理費36,567元。加神（溫哥華）的開支總額是
214,435元，其中包括薪金與福利98,462元，講員費
2,377元，推介費15,061元，教育費7,501 元和行政
費90,035元。而加神恩道（卡加利）沒有任何開支。

加神（溫哥華）已於去年九月正式開學，共有十
七位神學生。其中五位讀三年制的道學碩士學位，八
位讀兩年制的神學研究碩士，另有四位讀文憑和證書
等課程。加上就讀於加神（多倫多）的七十九位神學
生和加神恩道（卡加利）的六十一位神學生，合共一
百五十七位神學生在三個校區進修。為著訓練蒙神呼
召去做宣教的傳道人和在職場事奉的專業人士，加協
董事會于今年五月七日的全國會議上通過2016年的
1,180,640元的財政預算。這預算比去年的707,500
元的預算，增加66.9%，相等於每月將近十萬元的預
算。盼望弟兄姊妹和教會牧長、長執、和領袖為神學
教育的需要奉獻和代禱。

2015年總收入和總支出都超過預算。感謝
神，2015年有32,976元的盈餘。

2016年財政預算
2016年的財政預算為1,180,640元（參見圖表
二和圖四）。主要是加神（多倫多）和加神（溫哥
華）兩校區的開支增加。加神（多倫多）的總預算是
509,300元，比去年224,500元的預算，增加126.9%。
加神（溫哥華）的總預算是488,340元，比去年三十
萬元的預算，增加62.8%。加神恩道（卡加利）仍然
保持五千元的預算。而加協的總預算從去年十四萬元
增到195,213元或39.4%。這龐大的開支預算中，神學
教育事工費（包括薪金與福利、獎助學金、講員費、
教育費、管理費等）佔962,400元（81.5%），行政
與管理費48,560元（4.1%）和推介募款宣傳事工費
169,640元（14.4%）。為著培育更多的傳道人和宣教
士，加協在三個校區設有十四萬元獎助學金。面對所
需的龐大開支，財政小組和募款小組正在推動多項
募款計劃，包括寄發募款信，主辦異象分享午宴及
晚會，在不同教會安排神學教育主日，設立捐贈基
金(Endowment Fund)等。截至2016年6月30日，在
一百一十八萬多元的預算中，加協在上半年只收到
286,533元，而支出為409,215元。已有122,682元的
赤字。懇請弟兄姊妹和教會牧長同工們，繼續以禱告
和金錢支持加協神學教育的事工。

2015年收入與支出
2015年度的總收入是781,887元，比去年的總收
入468,218元增加67.0%，又比707,500元的預算多出
74,387元或11.5%（參見圖表一）。回憶去年十月，
加協面對高達十一萬多元的赤字，執行董事會通過發
出募款信，接著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奉獻加增，使加
協在年終時有盈餘。感謝弟兄姊妹和教會牧長們的代
禱和支持，歸榮耀給神，更感謝神感動一位弟兄以一
對一的奉獻方式，為加協募款。
2015年度的總支出是748,911元（732,476元已在
2015年支出，另26,435元於2016年支出，作此調整）
，比去年的總支出398,812元增加87.8%。開支的增加
主要是神學院的全職和部份時間的教授人數增加和加
神（溫哥華）校區的二十多萬元的開辦費。從機構
的開支分配（參見圖表二和圖三），加協開支總額
為195,213元（參見圖表二）。其中包括薪金與福利
89,416元，管理費8,097元，行政費51,023元，印刷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協) 2015年財務報告及2016年預算
圖表一  2014 和 2015年收支表與2016年預算
收入
奉獻
募款晚會奉獻
其他奉獻
利息
調整

2016預算
630,000
70,000
199,000
1,000

百分比
70.0
7.8
22.1
0.1

2015預算
531,500
75,000
100,000
1,000

900,000

707,500

從事工的資源分配 2016預算
神學教育事工
962,440

2015預算
567,500

總收入

百分比
75.1
10.6
14.1
0.2

2015收入
605,671
72,006
103,364
847

百分比
77.5
9.2
13.2
0.2

781,888

2014預算
291,000
75,000
70,000
1,500

百分比
66.5
17.1
16.0
0.6

437,500

2014收入
325,129
78,280
1,515
1,515
-4,799

百分比
69.4
16.7
14.5
0.7

468,218

支出

薪金與福利
獎助學金
其他事工

行政與管理
推介募款宣傳
調整
總支出
盈餘(不敷)

81.5

606,190
140,000
216,250

48,560
169,640
1,180,640
-280,640

80.2

203,000
28,500
336,000

4.1
14.4

46,500
93,500
707,500
0

2015支出
543,250

72.5

352.251
34,694
156,305

6.6
13.2

82,087
97,140
26,434
748,911
32,977

2014預算
232,000

53.0

181,000
28,500
22,500

11.0
13.0
3.5

153,500
52,000
437,500

2014支出
221,099

55.4

190,581
11,250
19,267

35.1
11.9

64,837
60,289
52,588
398,812
69,406

16.3
15.1
13.1

圖表二  2015年預算和支出與2016年預算比較表
從機構的資源分配
加協
加神 (多倫多)
加神 恩道 (卡加利)
加神 (溫哥華)
調整
總計

2016預算
178,000
509,300
5,000
488,340
1,180,640

百分比
15.1
43.1
0.4
41.4

2015預算
140,000
224,500
43,000
300,000

百分比
19.8
31.7
6.1
42.4

707,500

2015支出
195,213
312,828
0
214,435
26,435
748,911

百分比
26.1
41.8
0.0
28.6
3.5

圖三  2015年度總支出$748,911
從事工的資源分配
1.神學教育事工
2.行政與管理
3.推介募款宣傳
4.總計

＄      ％
543,250
82,087
97,140
26,434

72.5
11.0
13.0
3.5

從機構的資源分配

＄      ％
195,213
312,828
214,435
26,435

1.加協
2.加神 (多倫多)
3.加神 (溫哥華)
4.調整

調整 $26,435

調整 $26,434
推介募款宣傳
$97,140
行政與管理
$82,087

26.1
41.8
28.6
3.5

加協
$195,213

加神 (温哥華)
$214,435
神學教育事工
$543,250

加神 (多倫多)
$312,828

圖四  2016年度總預算$1,108,640
從事工的資源分配
1.神學教育事工
2.行政與管理
3.推介募款宣傳

行政與管理
$48,560

＄      ％
962,440
48,560
169,640

81.55
4.1
14.4

從機構的資源分配
1.加協
2.加神 (多倫多)
3.加神 恩道 (卡加利)
4.加神 (溫哥華)

＄      ％
178.000
509,300
5,000
488,340

15.1
43.1
0.4
41.4

加協
$178,000

推介募款宣傳
$169,640

加神 (温哥華)
$488,340
神學教育事工
$962,440

加神 (多倫多)
$509,300

加神 恩道 (卡加利)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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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自
一
人

學神學可謂學習認識關於神的知識，在聖

在這種情況，人往往會感到消極，缺少動力振

靈引導下，對神和祂的旨意有了正確、豐富、

作不起來。然而神仍能在這樣的「獨自一人」

平衡的認識，也按著所理解所歸信的生活，必

時候行事！我們的信心之父就有這種寶貴經

行在蒙福的路上榮耀主的名。

歷， 因為聖經特別提到：「因為亞伯拉罕獨自

我們常聽到勸勉說基督徒不要做獨行俠，

一人的時候，我選召他，賜福與他，使他人數

獨自一人，獨來獨往；追求路上不要單槍匹

增多(賽51:2)。」亞伯拉罕當時的父家是拜偶

馬，事奉路上不要單打獨鬥⋯⋯總要和弟兄姐

像的，他也沒有教會弟兄姐妹的扶持，因此可

妹相連接，因為我們是互為肢体，要在基督身

以想像他是何等孤單。但一顆尋求仰望神的心

体裡同心配搭(羅6:1-4，弗4:11-16)。然而聖

儘管是落在獨自一人的孤伶伶景況裡，神卻與

經有沒有另一面的教訓與教導呢？

他同在，並光照引領他走神賜福他，更藉他賜

確實如此，神的真理總是平衡的。主要我
們看重與肢体親密相交，同心配搭的關係，但
也要我們不可忽略與主單獨靈交的時間。這與

李經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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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

福萬國的道路！你在「孤獨」的「獨自一人」
處境嗎？不要忘記，我們的神也是在人「獨自
一人」時行事的神！

主單獨靈交的時間我們通常稱為靈修或晨更。

聖經也不諱言事奉神的路上有可能遇到困

對一個基督徒生命的成長有決定性的關係，對

難甚至逼迫而落在「孤苦」的「獨自一人」光

一位神學生，傳道人更是生命與事奉的根基，

景之中。我們的主曾在客西馬尼園獨自一人的

我們可稱之為「靈交」的「獨自一人」時刻。

禱告！那些應一同陪伴禱告的都軟弱睡去了。

因為就連我們的主耶穌雖然在世上馬不停蹄的

保羅晚年經歷亞西亞的信徒都離棄他，無人對

傳道，卻寶貴這單獨親近天父的時光。聖經記

他的求助有所回應。使徒約翰晚年被關在拔摩

載，前一天傍晚有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和被鬼附

海島，周圍靜得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對將來

的人來找祂，甚至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門口，主

還能有什麼指望？然而我們的神是應許「我總

治好許多病人又趕出許多鬼(可1:32-34)。經

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的神！祂差遣天使加添

過一晚的屬靈爭戰，你可想像那晚主是多麼疲

主耶穌禱告的力量(路22:43！主親自站在保羅

乏！然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

旁邊加給他力量，使福音被他盡都傳明(提後

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v.35)。」聖經接

4:17)。主更以榮耀形象向老約翰顯現(啟1:12-

著記門徒西門和其它同伴後來來找他並告知好

16)並向他啟示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1:19)

多人要見他，但主表明祂另有路程與目標(可

！啊！「孤苦」的「獨自一人」在神的手中永

1:38-39)。我們可以看見主的心單單對準天父

遠不孤單！總有「祂」同在！甚至苦水也能變

和天父的旨意，環境的順逆不是決定祂道路的

為甜水(參出15:22-25)！看似無用卻更蒙主使

因素，唯藉著恆常培養有深度的靈修與靈交,

用！

使祂清楚祂的方向一路行完神的旨意。今天我

不錯，追求路上不要單槍匹馬，事奉路上

們透過靈修不但能更深刻蒙聖靈光照，也更默

不要單打獨鬥，然而每天「靈交」的「獨自一

想明白神的話語，也能保持儆醒行神喜悅的道

人」親近神是不可少的，你也因此結生命的果

路！願我們一生都看重這種「靈交」的「獨自

子。人生路上難免遇到「孤獨」甚至「孤苦」

一人」時刻。

的「獨自一人」時候，不要失望！神不但同在,

除了規律性的「獨自一人」面對神時刻之
外，有時候也會遇到不得以的「孤獨」處境。

神還要行事，為要帶領我們結更豐盛果子，成
就祂更高遠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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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國董事會議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THEOLOGICAL
CONFERENCE

NETWORKING WITH
OTHER SEMINARIES

舉辦神學研討會

與其它神學院聯網

CCSTAS

CCST (Toronto)

CCST (Vancouver)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卡加利）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多倫多）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溫哥華）

「加協」助學金和獎學金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設立不同的助學金及獎學金去幫助在經濟上有需要的同
學，及鼓勵成績優秀的學生。有部份學生為了獻身奉主，接受全時間的神學訓練，家人要
背負經濟上的支持。因此「加協」不斷為學生們提供資源，除了在「加神」安排不同的機
會給學生申請助學金及獎學金外，更另設「湯振宇神學教育獎學金」，是為紀念已故的湯
振宇宣教士一生忠心事奉主，也鼓勵更多學生奉獻為主作工。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能設立不同的助學金及獎學金，全賴支持者的奉獻。神
學教育需要你的禱告和金錢上的支持。

建構神學教育，傳承牧養宣教，
請支持華人神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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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9:37-38
• 怎樣支持華人神學教育？
• 奉獻自己、修讀神學；
• 鼓勵教會支持華人神學教育；
• 教會設立資助神學教育預算 ;
• 教會每年設定神學教育主日崇拜；
• 禱告求神選召並打發工人去收衪的莊稼；
• 樂意奉獻金錢資助神學生！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ACCTE」或將信用卡資料郵寄至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L3R 0N5，或網上捐款 www.accte.ca 或 www.ccst.ca
求神感動眾人在禱告中記念並給予行動支持，使「加協」能繼續造就神國的工人，傳
承牧養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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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獨
聖
經

明年2017、全球教會將有一大盛事、就是

二.神學生、認定【唯獨聖經】的核心價值：

慶祝馬丁路德改革運動的五百週年紀念、因著這

要教導神學生、畢業後、進入教會事奉、或

些改革的先驅們、將教會的根基再次的重建、這

其他事奉崗位、如宣教士、必須強調聖經

運動對今日的神學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

的權威性及導引性。現今的神學院、在課程

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改教者、都

的編排上、常有不當的比例、就是其他科目

同有一信念、就是要勤讀聖經、更是深研聖經的

比聖經課多、令學生在聖經課的研讀相應減

學者、因此、在他們改教運動期間、早已認定教

少。【加神】的課目安排、相當分量是以聖

會必須要篤信聖經、倡議【唯獨聖經】是基督徒

經的進深為主導、當然同樣有其他相關的科

的信仰及生活行事的最高權威。

目、另外、有實踐的科目、同樣重要、就是
讓學生不單掌握聖經的基本真理、更安排有

一.神學院、絕不能離開聖經：

工場的實習、藉著有經驗的資深牧者的同導

神學院應是竭力保護聖經的教導、為整個傳

指引、如何體驗在事工上、應用聖經的教導

授真理的核心基礎、不傳授聖經、怎能成為

而活現聖經的真理導引。重視聖經、守著聖

聖經的教導場所、但環顧今日、不論在神學

經、【唯獨聖經】作為事奉的座右銘。

院的教導、都日漸的將聖經的真理從絕對化
變成相對化、當然、不是指那些已離開真道
的自由派神學院及教會、其實、現代進入本

三. 眾信徒、以【唯獨聖經】為生命、生活的最
高指引權威：

世紀以來、基要信仰的教會、或神學院、都

從神學院進入事奉的工場、是畢業同學的必

在不知不覺中、將信仰的基礎、為要適應今

經路、從此承受牧養群羊的職份、牧養就是

日時代的處境、將所持守的真理、從黑白分

在靈命上、建造信徒靈命的成長、成熟。栽

明進而到灰色地帶、淡化了聖經原有的絕對

培信徒成為主所使用的門徒、這條信徒成長

原則。就像今日衝擊著教會面對同性婚姻、

路、不是容易的、但能建立門徒在神的話語

安樂死等議題、常受世俗主義的挑戰、顯出

上、進深、生活在神的話語中、因聖經就是

招架乏力、繼而踏上妥協的處境。神學院必

生命之道、信徒首先有道、繼而是行道、

須持守【唯獨聖經】的認知、絕不能有任何

今日的信徒、是知道【道】、或許更認識

妥協的傾斜。

【道】、但卻沒有行【道】、輕忽了守
【道】及行【道】的重要。作牧者的、不單
要有【道】、傳【道】、教【道】、更是要
行【道】、自己行、亦帶領所牧養的羊群、
一同行【道】、這【道】就是聖經、因而、
信徒同樣要在生活上【唯獨聖經】作為最重
要的導引者。

麥振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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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會主席

百
年
樹
人
從
韓
國
的
總
神
到
加
國
的
加
神
區應毓牧師/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執行董事，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院長，多倫多及溫哥華校
區校長

感謝主的恩典，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正式被亞洲神
學協會(簡稱「亞協」ATA)接納為正會員。加神的學
位在全世界各地都認可；並且「亞協」屬福音派的神
學院校認證機構，會員來自34個不同的國家，共有
300間神學院校。今年我參加「亞協」三年一度的大
會，在韓國龍仁的總神大學神學院舉行。

優良的神學裝備
我曾在韓國不同的大學及神學院教授過神學（首
爾、水源、釜山），每一所大學暨神學院都具規模及
歷史。就坐落在首爾南部龍仁地區的總神大學神學院
而言，這所大學神學院有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並
且都是在艱難的環境下成長的。另外一所我曾任教過
的神學院，坐落在韓國南部釜山的高神大學神學院亦
是甚具規模和歷史。韓國的同工指出早在八十年代，
韓國就定意要派出上萬的宣教士，每一個都是接受過
正規的神學裝備，才被教會差派出來的。他們認為事
奉主必須要有良好的神學裝備，始能全面及長久地在
工場上為主作美好的見證。我接觸過的韓國宣教士，
他們在蒙古、巴勒斯坦、印度、中國、非洲等地宣
教，都是全然擺上的。他們長期在這些地方事奉，有
些一去就二十多年之久。他們重視委身、擺上、裝
備、培訓，良好的神學裝備造就了良好品德的傳道
人。
加國和中國的神學教育可以向韓國教會學習，他
們重視人才的培育，有優良的神學裝備才有良好的事
奉。我們也不要走捷徑、不急功近利、不只作門面功
夫；乃是真材實料，扎實地在神學教育這一片沃土上
默默耕耘。

優質的神學師資
我曾在韓國的神學刊物中用英文發表過三篇神學
論文，在這些神學刊物發表的論文都是十分有份量
的；並且有些韓國學者不單以英文發表論文，尚可以
用德文撰寫論文。韓國神學院的教授擁有強大優質的
師資力量，他們多年前就刻意儲備師資，將精英的年
青人外派到英國、美國、德國等地進修，學成後回國
事奉。這一股神學教育的新力軍在老牧長的帶領下，
逐漸形成一枝頗有規範的神學教育人才。他們以「長
江前浪帶後浪」的精神，由老牧者帶著年青的傳道人
及神學教授出來事奉；並且以紮實的牧養和堅實的宣
教為培育重點，同時亦刻意栽培有心志進修學術研究
的人才。
加國和中國神學教育的師資力量尚屬單薄，加神
需要刻意儲備下一代的師資團隊；既有實踐的牧會經
驗，亦有實效的學術成就。尤其是中國大陸背景的師
資隊伍，更需要我們有計劃地刻意營造栽培。這是長
線的投資，栽培一個神學工作者需要在牧養及學術上
都有一定的經驗和成就。這樣，他們在教學上就能結
合聖經的真理與實際的情況，並且能領著學生對現實
的問題作出神學反思。

優美的神學校舍
龍仁的總神和釜山的高神都坐落在優美的山林地
段，青翠的園林和如茵的綠草構成美好的學習環境。

他們的圖書館藏書的質和量都十分豐富，過去幾十年
來翻譯成韓文的書籍眾多，韓國學者所撰寫的韓文著
作亦不少。我讀神學期間有一位韓國同學，學成後回
到韓國就出版了許多韓文的譯著和著作。硬件的設施
與軟件的師資同樣重要，韓國教會重視神國工人的培
育，於是他們願意大量投資在設施與師資這兩方面的
建設上。如今就可以看得見成果了。
當我在總神或高神的校舍內漫步時，我邊走邊禱
告，祈求恩主同樣在加國和中國興起祂的作為。求主
感動更多的弟兄姊妹願意為設施和師資奉獻，好讓神
學教育有優質的師資和優美的校舍。加神多倫多校區
與天道大學神學院合作、卡加里校區與恩道大學神學
院合作，有優美的校舍和良好的設施，為此感恩。溫
哥華校區剛起步，求主帶領，將來能有一所優美的校
舍，藉此來培育溫哥華的教牧同工。

優秀的神學生
神學教育離不開神學生，有了優質的教授團隊和
優美的校舍設施，更需要有優秀的神學生。韓國教會
蒙神祝福，得救的人數倍增，目前信主的人數超過全
國人口的30%。教會重視宣教，在不同的宣教大會上
向神誓師。我曾參加過一次韓國的宣教誓師大會，在
亞運體育館內舉行，約有八萬多人參加。大會在微雨
中舉行最後誓師典禮，他們在上帝面前誓師，務要派
出一萬名宣教士。那天，看到許許多多的年青人走到
主的跟前，將他們的一生奉獻給主使用。這些年青人
都是優秀的精英，毅然將最好的獻給主。
加國和中國教會需要蒙神的恩典，求主呼召更多
不同年紀的信徒，願意挺身而出，將自己的一生獻給
主。我們需要教會為神學院把關，牧者及長老們認識
自己教會的信徒，在教會內栽培有為的門徒，鼓勵他
們獻身。年青的信徒獻身固然是重要，中年及提早退
休的信徒亦可以成為神國的新力軍。求主在中國教會
及加拿大華人教會中興起祂的作為，感動呼召更多有
心志、且優秀的人才出來，甘心樂意地將自己的一生
獻給主。

優勝的神學傳承
韓國神學教育在美國教會的扶持下成長，他們結
合了優良的歐美傳統，把神學教育建立在扎實的聖經
神學基礎上。無論是改革宗的、或是衛理宗的、甚至
帶有靈恩的神學院，都以聖經為本。我曾在韓國的長
老會和浸信會講過道，我用普通話傳講信息，有韓國
的牧師為我翻譯為韓國話。教會重視聖經，牧者傳講
聖經，神學院教導聖經。韓國的老牧者以生命的見證
來帶領著教會，為韓國教會建立起美好的根基。
加神需要結合中西優良的傳統，建構起自己的神
學教育模式：紮實的聖經基礎、真實的群體生活、誠
實的品格修養、如實的屬靈操練、充實的教學體驗、
堅實的實習制度、踏實的恩賜運用。加神蒙神賜福，
過去有不少老牧長帶著加神的發展和成長。多倫多校
區的計有高雲漢牧師、麥希真牧師，溫哥華校區計有
金新宇牧師、吳瑞祥牧師等。我們需要承先啟後、繼
往開來，為此優勝的傳統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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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神校友

神
學
進的
深體
會
權陳牧師
第一屆畢業同學

以賽亞先知是侍奉主的人的好榜樣，當耶和華

神！讓我走上進深神學的路，也感謝教會的同工和

神詢問祂可以差遣誰時，先知說：「我在這裡，請

弟兄姊妹，你們對我辭職理解，為我禱告，用各

差遣我。」（賽6：8）神呼召祂的僕人進深神學，

種形式鼓勵我，我的老師、校友還有朋友，都鼓勵

僕人就要學習先知，願意接受神的差遣。自己在2

我，母校加神也讓自己在教學上有一些參與。你們

年半的時間，在禱告中尋求神的旨意，神給孩子的

鼓勵我繼續讀，作為大陸背景的基督徒，把所學的

方向是清楚的，就是進深神學在神學教育和寫作上

與教會分享，我珍惜你們的愛和盼望，學習全心跟

侍奉主。自己在2015年8月辭去教會的牧者職位，

隨主，按主的心意而行。我需要不斷回憶在尋求前

全時間在神學進深，曾經也有掙扎，但保羅宣教時

面方向時，神對我的提醒「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

看到馬其頓異象，毅然轉向，這對自己也是很大的

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4：5）」

鼓勵。我今年6月完成了神學碩士的課程，在2年半

我的心是個宣教的中國的心，求主讓孩子所學的能

的課程裡，從自己的渺小中，更加感到神的偉大，

在宣教的中國的異象中有所參與，請各位為我繼續

聖經的深厚，許多神學家的敬虔和生命的擺上。自

追求神學的進深禱告，更為更多的同胞信主禱告，

己學得很充實，但也有因身體原因而延交、遲交作

為華人神學教育禱告。謝謝！

業，推遲課程的，極少的時候一個字也不願意讀，
不願意寫，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一點點那些用神
學教育來侍奉主的老師、神學家們的不容易。感謝

學
無
止
境

自天道˙加神畢業進入工場牧會，幾年以後，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派，大部分是資深的同路

在服事上越來越感吃力，彷彿電池的蓄電快要枯

人，大家分享服事經驗，順利、失敗的案例毫不保

乾，是需要再充電的時候了。預備講章，探訪，參

留的傾訴，有讚美，有感恩，有悔改，有歡笑，也

加祈禱會，帶領小組聚會，事工會議和其他突發事

有眼淚。學習效果和收穫非常顯著，生命再進深，

件的處理，把時間切割得支離破碎。由於每天清晨

拓寬屬靈的視野，愈多認識自己的不足，更深地要

靈修，與主約會談心，從主獲取能力，才不至於焦

倚靠神，順服主的引領。

頭爛額、亂了腳步。
有一天，祈求神指示駕馭服事忙碌之道，忽然

造」課程要求學員編寫一套課目－《信徒靈命塑

想起就讀加神期間在教會實習的輔導牧者，當時他

造》，實際在教會的主日學校裡授課，並評估上課

正在邊牧會邊進修教牧博士班，他說牧者繼續進修

成效與心得，這是課後作業的一部分。筆者在教會

對牧會工作很有幫助。筆者從小喜歡讀書，由於家

的主日學校教學一個季度，弟兄姊妹反應熱烈，受

境清寒，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倘若能持續進修不也

益良多；筆者更是獲益匪淺，體驗到馬上學馬上用

是一樁美事嗎﹖於是把研讀博士班的事情帶到神面

的寶貴經驗。

前禱告，祈求父神引導，遵照天父的旨意，不是依
循筆者的想法。
加
拿
大
華
人
神
學
教
育
協
會
二
零
一
六
年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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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進德牧師
第一屆畢業同學

舉個學以致用的例子，「地方教會信徒靈命塑

從博士班的學習過程中，老師的教導，同學間
的觀摩切搓，書本中的名言佳句，可以應用於撰寫

教牧博士班課程安排在寒假和暑假期間，屬於

講章、主日學校教材編寫、關顧、生命塑造、建立

密集課程，方便牧者學習，比較不影響牧會的工

教會和時間管理等實際的牧會工作，加深牧者生命

作。學習的科目可以依照個人喜愛的專業領域去選

的建造，提升牧養質量。

修，所以學習過程非常喜樂，不會發生嚼之無味棄

邊牧會邊進修，時間安排上相對緊張，但是不

之可惜之嘆。課程老師大部分具有豐富牧會經驗和

能被時間壓縮和繁忙工作所挾制而憂慮愁煩，我們

學術造詣的前輩，上課時不單是講解課程內容，也

需要常常禱告，靠主喜樂，凡事感謝，神必然保守

會和過去的牧養實務經驗做出比較與印證，學員

看顧，心中充滿平安、喜樂。(參腓4：4-7)

得到很大的幫助。另外同學都是牧者、機構同工，

事
奉
的
喜
樂
甄健威牧師
第三屆畢業同學

轉眼間已經在翟輔民宣道會事奉了六年（一年
實習），先在粵語堂，2012年和一些弟兄姐妹們開
始了國語堂。回頭一看，神恩典的脂油滴滿路徑。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自己的感受，那就是「喜樂」！

為難，不時感覺乏力、缺少智慧⋯⋯感謝神，正因
如此，迫使我來到施恩寶座前，借此更能看見禱告
蒙應允，生命得改變，關係得修復，因為全能的神
與我們同在，喜樂！

一對領袖夫婦事奉國語群體多年，我上任不久
就請辭：他們實在需要休息。縱使突然和不捨，仍
然學習尊重和支持。一年以後，他們再次投入事奉
至今，是國語堂得力的同工，喜樂！

家庭是我的牧養工場，妻子和孩子們經常為我
禱告和打氣，一起同工，一起經歷生命改變，彼此
更相親相愛，愛主的心也更深，喜樂！

國語堂剛開始就有弟兄姐妹詢問：我們靠近多
大士嘉堡校區，是否會考慮做學生事工？謹慎禱告
尋求神的心意，神感動弟兄姐妹參與事奉，又帶領
學生們來到，於是學生小組順利組成，至今仍然不
斷祝福年輕人，喜樂！
事奉的過程中難免考慮不周，甚至出紕漏，有
弟兄姐妹以愛心包容補位，有弟兄姐妹憑愛心說誠
實話，道歉以後更多體諒，繼續同心事奉主；有弟
兄姐妹對講道提出不同看法，溝通以後彼此關係更
上一層樓，講道事奉也因此蒙恩，喜樂！
牧養教會忙碌且勞心勞力，有時為迷失的羊群
流淚，有時為預備講章而通宵達旦，有時為軟弱的
肢體緊張，有時為事奉和陪伴家庭的時間安排左右

學
無榮
止神
境益
人
蕭松傳道
第四屆畢業同學

我事奉年日尚短，方方面面都極需成長，於是
神差派天使在我周圍指導幫助。前任主任牧師夫婦
傾囊以授，並以生命見證教導我何謂為主擺上（他
們現已出外宣教）；現任主任牧師信任有加，師友
同行，不斷引導和鼓勵；其他教牧同工及長老們同
聲同氣，一起為神的國度打拼，喜樂！
2015年初，經過一段時間的辛勞預備，我通過
面試，被按立為牧師，內心充滿感恩，也珍惜這個
從神而來的位份和印證。作為神的僕人，能事奉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喜樂！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
樂。」（腓4:4）

說起讀教牧學博士班的課程，可以說是沒有經
過太多的掙扎。當時是因為有同學推薦，自己也
喜歡讀書，想想時間上還允許，教會也同意。就這
樣，在道學碩士畢業三年後，我又再一次走進了校
園；在全職事奉的同時，也再一次地拿起了書本。
讀書雖然辛苦，可是在讀書的期間也是受益良多，
大致有以下幾點體會：

第三，就是在生命上更加地完善自己。平時的
牧會多是付出，在牧會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受到
的挫折和傷害沒有機會得到醫治和釋放。可是在學
習的過程中，不但是學會如何幫助教會的弟兄姐妹
處理危機，靈命成長，同時也可以用所學到的方法
來幫助自己的成長，進行自我反省和療傷，生命更
加走向成熟。

首先，就是在知識上更加地裝備自己。真是不
學不知道，一學嚇一跳。正像一位老師引用一句大
師的名言：「當你不問我的時候，我知道時間是什
麼；可是當你一問我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了。」
的確，很多事情，以前以為自己已經知道得不錯
了，可是再一學習，發現原來知道得是那麼少，那
麼經不起推敲，那麼經不起別人的挑戰。

進修教牧學博士班的課程，的確很辛苦，花費
也不少，但是是值得的。這次剛學完「現代危機與
協談」的課程對我感觸良多，發現原來在這個社會
有那麼多的人身處不同的人生危機之中，他們無力
自拔、痛苦破碎。我在想，就算我花了幾千學費，
用了幾個星期時間，可是如果能通過所學到的去幫
助一個破碎的家庭重新建立起來，去幫助一個處於
自殺邊緣的人重新回到神的懷抱中，這一切的付出
又都算得了什麼呢？還有什麼比救一個人的靈魂更
加寶貴呢？

其次，就是在服事上更加地提高自己。道學碩
士畢業後我就一頭扎入教會服事，所忙碌的是本教
會的事，所面對的是本教會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是
處於一個內封閉之中，遇到什麼問題都得自己想辦
法解決，從外來的幫助很少。可是在讀教牧學博士
班的時候，同學們都是來自各地的牧師，都有豐富
的牧會經驗。再加上老師在學識和牧養上的深厚造
詣，所以可以得到又大又廣的幫助。

學習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就，乃是為了把人帶到
神面前。
學無止境，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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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畢業同學及事奉崗位
2009-2016道學碩士
第一屆
朱紫明

加拿大傳仁基金會、英語事工主任

李浣菁

自由傳道

劉言

華夏聖經教會約克大學堂傳道

梅世君

愛民頓恩福浸信會牧師

權陳

神學進修

顏進德

多倫多宣信宣道會國語堂牧師

于斌

加拿大遠東廣播事奉

第二屆

第三屆

王和清

多倫多伯特利國語教會傳道

甄庭歡

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堂傳道

謝樹林

上海浦東以馬內利民工教會義務主任
牧師、恩霖中華國際協會合作同工

張惠琴

錫安宣道會(婦女事工)傳道

朱素英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家庭事工)傳道

施陳秀蓮

加拿大中華基督教會義務傳道

何勇

義務傳道

霍壯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國語堂傳道

黃愛淳

多倫多北約國語宣道會傳道

韓東

列治文山國語宣道會傳道

黃淑珍

活證浸信會國語堂傳道

羅李艷霞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愛正堂傳道

杜炳深

城南華人宣道會牧師

陳偉

美國波士頓華人教會傳道

林香德

北約華人浸信會粵語堂傳道

郝文

多倫多海外校園同工

張國強

台灣植堂

甄健威

多倫多翟輔民華人宣道會中文牧師

蕭松

多倫多華夏聖經教會北堂傳道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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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源豊

義務傳道

王洪淵

加拿大聖約翰省植堂

任小浩

沙城華人基督教宣道會傳道

徐頌林

多倫多華人宣道會國語堂義務傳道

麥齡齡

義務傳道

施勇

美城迦密國語宣道會中文堂傳道

劉桂英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傳道

黃敏華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第五屆
萬永翔

麥咸華人宣道會國語堂傳道

王玉梅

Send International宣教士

林韻玲

在澳門事奉

郭明仁

在紐賓士域省蒙克頓華人宣道會傳道

羅燦銓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愛正堂傳道

邵力群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國語傳道

李德科

義務傳道

第六 屆
王瑩
林國輝

麥城華人浸信會國語堂傳道

劉彥玲

多倫多國語宣道會傳道

袁俊林

多倫多中華福音宣道會傳道

陳琦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國語堂傳道

于英凱

北約華人浸信會國語堂傳道

盧潔香

德國宣教士

吳偉濤

麥城華人浸信會粵語傳道

徐理張

城北華人宣道會國語堂傳道

傅濤

證道浸信會美城堂國語傳道

梁罕萌

證道浸信會美城堂奧克維爾事工傳道

馬會軍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傳道

陳彬

溫哥華事奉

第七屆

第八 屆
馬峰
楊曙光

多倫多浸信會懷恩堂傳道

李世瓏
盛凱

中國事奉

王吉全

宗 教 教 育學士畢業同學
2 0 11–2 0 16

王彩娟

多倫多北區浸信會國語堂傳道

劉星

北約恩典福音堂傳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陳琦
徐麗娟
李從生

梁罕萌
黃杏志
劉彥玲

司徒頌
關雄偉
何展鵬
馬曉
余雋禧

鄺浩賢

李士弘
劉珂

何明恩
柳林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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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校區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我
的
見
證

杜傳洵
M.Div 二年級同學

在兩年半前當我感受到上帝呼召我去神學院

在這個時候，透過了一位弟兄的介紹，我看

接受裝備時，我感到非常的驚訝，覺得這是不太

了一位醫生，幫我做了治療，並且教我如何去做

可能的事；不是因為我不願意，而是因為我覺得

放鬆肌肉的動作。從那時起，每次我在讀書時，

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與恩賜去讀神學，並且將

都會每隔30分鐘就休息大約20分鐘。在這20分鐘

來能夠成為一位傳道人。但在經過禱告後，神用

的休息時間中，我除了做那些放鬆肌肉的動作之

《士師記》中基甸的這段故事來回應我的禱告

外，也會向神禱告，思想神的話語。就這樣，雖

──神是要我依靠祂。因此我憑著信心於2014年

然速度很慢，可是我還是順利地完成了冬季的

9月來到了加神接受裝備。雖然是憑著信心來讀

課程。到了今年的春季，我需要選讀2科希伯來

神學，但是因為自己能力有限，所以我常常會有

文。從小到大，我的語文都是最差的（不論是中

恐懼感。但就是因為害怕，這讓我養成了每天都

文還是英文）。所以我在一開學時，內心也是極

靈修的習慣。靈修成為我每天面對學校課業和教

度的緊張。但是因為想到冬天時，神對我的回

會事奉的力量的來源。

應，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堅持下去，把這兩科課

到了今年冬天，我因為讀書的原因，使得頸

程完成。我並且告訴了自己，我每天早晨起床一

部與肩部的肌肉都極度的疼痛，疼痛的程度到了

定要先靈修，然後才開始溫習希伯來文，就算當

幾乎無法讀書，更加是無法寫字的地步。在這個

天有考試（不論是大考還是小考），我仍然堅持

時候我的信心是極度的軟弱，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要以靈修來開始我的每一天。就這樣，我每天都

我如何能夠繼續的完成我的學業。這時我也曾經

是先靈修，然後是每讀30分鐘，就休息20分鐘，

有想要放棄的念頭，但是當初神對我的呼召是如

做舒展肌肉的動作，同時向神禱告，思想神的話

此的清晰，令我無法放棄讀神學。但是若是繼續

語。結果我不但能夠在希伯來文這兩科中拿到優

讀的話，身體又是如此的痛苦，似乎是無法堅

越的成績，我在教會的服事，也都能夠按時完

持下去。我就這樣內心的掙扎、猶疑，信心軟弱

成。真的是感謝主！

了一個多月。但在無數次的禱告之後，神回應了

我的這段經歷，讓我再次體會到神當初在呼

我，祂告訴我：「Daniel你慢慢地讀，但是不要

召我時對我所做出的回應── 那就是要依靠神。

放棄。」神的回應大大的鼓勵了我，增添了我的

所以我求神幫助我，讓我能一輩子都堅持下去，

信心。所以就告訴了自己要放慢腳步，每個學

每天都是以靈修來開始我的每一天，先從神那裡

期只拿2科。雖然這樣需要用5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領受到力量，然後才開始當天所接下來的一切服

學業，但是我很清楚神的心意，時間長短不是重

事。

點，重要的是我要把學業完成。在這同時，我的
內心也一直提醒著自己，只要是依靠神，就一定
能夠完成學業。

  2015年師生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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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道華人神學院 •卡加利

恩
道
華
人
神
學
院
報
告
楊慶球牧師/博士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執
行董事，加拿大恩道華人神
學院院長

恩道華人神學院開辦至今已五年，除了本人外，全時間教授有曹傑明博士及行政主任談雷勵媚女
士。學院規模不大，約有六十多位註冊同學，除了卡加里恩道大學校區，在愛民頓有一教學中心，當
中有十多位修讀文憑的同學。
恩道大學是宣道會及宣聖會(Nazarene)合辦，但以宣道會為主。恩道華人神學院經費獨立，但學
位及學生的註冊，均與大學其他同學無異。我們可以用以下三句話來描述恩道華人神學院的地位︰它
是由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ACCTE)倡議成立；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支持；恩道大學管理。因此
它的執行委員會(EXCOM)由三方面組成︰加協，宣道聯會及恩道大學組成。
過去一年，我們舉辦了基督教教育研討大會(2016年4月15-16日)，去年九月我們邀請了南京金陵
神學院副院長王艾明博士到來授課，並安排他在愛民頓及多倫多等地講道。我們定期邀請本市華人教
牧同工祈禱會，分享事工。與愛民頓教會聯合舉行釋經大會(2016年4月)，由曾思翰博士主講。也與宣
道會城南堂(2015年10及12月)及卡城宣道會(2016年3月)聯合舉行啟示錄講座，由本人主講。
學院除開辦了二十五科學位課程，也在溫哥
華、愛民頓、卡加里、多倫多及滿地可等開辦
「事工基礎證書課程」(Foundations for Ministry
Certificate)，共有近一百五十人參加。我們積極
為加國本地及海外培訓合主使用的傳道人，讓他
們有道可傳。因此今年八月，本學院在羅馬尼亞
舉辦了培訓班，造就當地平信徒領袖。
楊師母與畢業同學

恩道同學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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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春聚會

恩道華人神學院 •卡加利

加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拿
大
恩
道
華
人
神
學
院

恩道華人神學院於2016年4月28日在恩道大學連同恩道神學院舉行畢業典禮，今

年恩道華人神學院有十三位畢業生，其中六位道學碩士；五位基督教研究碩士；兩
位領導學文憑。

2016年4月30日恩道華人神學院假宣會城西堂舉行第三屆差遣禮，由院長楊慶

球牧師頒發証書，該堂主任牧師蔣顯輝講道，宣道會華聯會主席訓勉，宣道會華
聯會總幹事鄧廣華牧師差遣祈禱。另有恩道大學教務長Jo-Ann Badley 及名譽校長
Riley Coulter致辭。同學、家人及各教會弟兄姊妹近二百人出席。

2014年第一屆畢業同學

張曉
道學碩士

鄧正松
道學碩士

郭煒成
領導與事工碩士

鄭銘深
領導與事工碩士

盧志棠
基督教研究碩士

麥勇榮

李婉兒

李錦添

林偉良 Leonard Lam
道學碩士 M. Div.

孫靜文Jingwen Sun
道學碩士 M. Div.

黎嘉陽
領導學文憑 DL&M

2015年第二屆畢業同學

謝炳益

黃頌鉉

2016年第三屆畢業同學

陳中正 Paul Chen
道學碩士 M. Div.

潘鈺瑾 Jessie Pan
道學碩士 M. Div.

郝洪琦 Hong Qi Hao
道學碩士 M. Div.

馬明齡Catherine Mah
道學碩士 M. Div.
夏康民 Ken Ha
領導學文憑 DL&M
陳錦雄 Kenny Chan
領導學文憑 DL&M

鄭鳳屏Fung Ping Cheng 劉畢巧紅 Iris Lau
愈忠 Lloyd Yu
基督教研究碩士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張文卓 Tony Zhang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吳愛玲 Eileen Wong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第三屆差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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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校區

緊
握
上
帝
、
忠
心
上
路

人生匆匆，總有一些難忘的日子；經歷

如保羅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

神的恩典、能力、醫治、拯救、同在、安

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

慰、保守、帶領⋯⋯等。撰寫拙文，願與

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面對人生逆境的肢體互勉：緊握上帝、結伴

第二件事，寫一本書鼓勵在苦難和逆境

同行，忠心事奉，經歷神的恩典和能力在我

中的人，書名叫：〈與「癌」同行 - 恩典塑

們的軟弱上彰顯得完全，將榮耀歸給三一真

造生命〉，這本書是獻給在人生逆境的同路

神。

人：緊握上帝、結伴同行。因此，書中所指

2013年5月2日和6月18日是我人生難忘的

的「癌」不單是癌症腫瘤的意思，乃是指人

日子。因被細菌感染，患上敗血病(Sepsis)，

生所面對不同的逆境和苦難。盼望2017年可

我兩次被送入溫哥華中央醫院的急症室，與

以出版，願神使用此書激勵更多在人生逆境

死亡擦身而過！感謝神的憐憫，衪醫治我，

的同路人。

使我可以平安出院，這是何等大的恩典！後

第三件事，盡我一點綿力回饋社會。作

來有人告訴我：有人因受細菌感染，需要將

為癌症的生還者，我親身體會癌症病人所經

四肢截除！有人腦部受損，因而影響說話功

歷的心路歷程和痛苦！我也體會在癌症方面

能！有人甚至因受細菌感染離開世界了！我

研究的重要性。以前患癌症，差不多的結果

是什麼人！神竟然如此憐憫我；經歷兩次細

都是死亡！但是醫學界經過多年努力在癌症

菌感染，拯救我脫離死亡，使我四肢健全出

方面的研究，現在癌症的康復率已大大提升

院。全是恩典，將最高的榮耀歸給神！

了。所以，我在2016年6月26日參加半馬拉

2013年9月11日是我人生另一個難忘的
日子，在溫哥華中央醫院接受前列腺癌的手

梁海華牧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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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
哥華校區候任校長

松，特別是為BC省癌症基金籌款，做點小
事，回饋社會，關心癌症病患者的需要。

術！感謝神，賜我平安的心和預備經驗豐富

感謝神，賜我生命氣色和力量，跑完我

的手術醫生。神垂聽教會眾弟兄姊妹的禱

人生第一次的半馬拉松。回望手術後，由寸

告，經過2小時30分，我人生第一次的手術

步難行至重新開始跑步，和能夠控制失禁，

順利完成！雖然，醫生提及手術過程有些困

因此，當我衝向終點線時，心中又感恩又興

難，但是，在手術後的次日，我已經批准出

奮！舉目向前，願緊握上帝，繼續忠心跑完

院，全是恩典！

神為我人生所預備的「馬拉松」，邁向美好

我滿心感恩，因為化驗報告是良好的。

衝線(Finishing well)。各位親愛的牧長、傳

醫生檢查了我的十五個淋巴結，精囊，膀胱

道、神學生、與「加協」一同發異夢的支持

腺等，都沒有發現惡性的腫瘤。因此，我不

者，眾教會的弟兄姊妹，讓我們同心上路，

再需要接受電療和化療，也不需要食藥，感

跑完我們事奉人生的「馬拉松」，將來蒙主

謝神的恩典和憐憫！神恩待我手術之後有美

稱讚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好的康復，我心被恩感，盼望做三件事：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

第一件事，以過來人的身份關顧一些癌

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哪，你

症的病患者。感謝神，在過往兩年，神讓我

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他

有機會與兩位患癌的弟兄同行，禱伴他們走

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

過患癌的艱難日子。感謝神的恩典，現在他

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

們都已經康復了，在教會有美好的事奉。誠

冠冕。」(詩 103:1-4)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校區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我
的
見
證

梁恆安
神學研究碩士同學

我在1998年得救，在未信主的過往，我就是依
靠著自己的能力，過著任意而行的生活。我以為成
功就是要不理會人，對準目標，專注自已的事，凡
阻礙我前進的，無論是人和事，都要挪移。我的眼
目，只有我和我一家。當然，成功的時候，一切就
全歸於我一個人了。
在建立事業的初期，有時總會感覺失落、驚
恐、徬惶和孤單，但一想到錢的回報，精神就會抖
摟。狠、快、準，這三個字，就是成功的要素。偶
爾遇到錯敗，就毫不猶疑推卸責任在別人身上，找
藉口使別人去負上疏忽的罪責。間中人也是需要朋
友的支持和安慰，但因為在我的世界觀裡面，是不
會信賴別人，能夠分享我成功和失敗，就半個朋
友也談不上，而當時我也不在乎，因為就算偶遇錯
敗，我會藉著一些電台聽到的流行曲，每當提及失
敗、回望、成功、奮鬥，似是而非的歌詞，就往往
可以暫時作為精神記託，舒緩一些壓力。
參加一次基督教主辦的夏令會，改變了我整個
人對成功的看法。受浸之後，發覺活著就不是完全
單單依靠自己，在教會有弟兄姊妹，有團契、有聚
餐、有活動、亦有祟拜。生活比以前充實點，也開
始學習去關顧別人，為有需要的人祈禱。初信期
間，對聖經也算是有與趣去研讀，對教會的事奉，
也算熾熱。這十八年來，偶爾讀經、禱告、靈修、
自以為過著基督徒的生活，其實在行為和思想上，
仍是固我依然，說不上活出甚麼像樣的基督徒生
命。

神給我最大的禮物，就是讓我進入加神，我彷
彿進入了醫院進行兩年病態療養一般，在這裡有好
的導師、有好的同學、有好的課程。神不離不棄的
保守，沒有太大的困難過於不能擔當，沒有甚麼的
缺乏不能足數，神的恩典是足夠我用。雖然我的屬
靈病情，嚴重而非致命，但總是令屬神的人失望。
經過頭一年的醫治，我所欠缺的順服，我所不足的
信心，都開始有明顯的改善，最底限度，神學院就
如一面鏡子，使我能看見我的真像，我現在所看見
的，全都是自已的欠缺，自已的軟弱。
神學院重新燃點我將滅的靈火，從前的我，喜
歡作審判官，看見教會裡弟兄姊妹的過犯，我會立
刻狠批，絕不留情面; 在學院裡，事件就如遲誤呈
交功課，我也只看到過犯，而忽略了背後的原委。
感謝主，經過頭一年的學習，在主基督的光照帶
領下，改變了我，現在看到的，全是別人的好處，
所感覺的，全是別人比自已強。在教會，我學會了
去體諒別的困境；在學院，我學會了易地而處的智
慧，這一切的啟發，不是在書本裡學的，是在基督
的親密關係中，去學習和睦共處；在導師的處事態
度中，去模傚諒解寬容。沒有一件事，會在沒有神
的容許和計劃裡發生的，只要依靠著祂，無論怎樣
頑梗的意念，都會因著主而改變。神給我時間，由
不認識衪到認識了衪，由不懂得去愛，直到現在，
學懂了憐恤，雖然我的靈程不會因為我完成了第一
年神學院的課程，就突飛猛進，而是按步就班靠著
神的引領，不緩不急，按祂的時間表去成就。阿
們!

新春期間，加神一班同學特別籌辦了一個感恩聚會，答謝多月來在各方
面支持他們學習和成長的教牧、家人和朋友。

經過一年共同的學習, 加神
溫哥華第一屆的同學從學生
退修營中認識到成為彼此支
持的主內手足!

同學中有全時間的學生和半時間學生，大家
都努力學習由許宏度博士教授的希臘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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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
引
導

若不是神的恩典，今日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一個
什麼境況。回顧這十多年神奇妙的帶領，唯一想說

離開學校二十多年，再次進入學校全時間學習

我們一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我們的生活起初非但

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家庭的需要，教會的服

沒有如我們計劃中變得更好，而且充滿了困惑和迷

侍，記憶力的衰退，常常會讓我分心，特別是學習

茫，奇妙的是，藉此我和妻子來到了教會，開始接

希臘文的時候，單詞是今天背，明天忘。每當自己

觸信仰。幾年前又因著我妻子的一個手術，我向神

低落氣餒的時候，愛我的神每一次都有祂的引導。

呼求，神清楚的與我立約，呼召我來事奉祂。正當

有時藉著弟兄姐妹的鼓勵，有時藉著牧師的幫助，

我百般推脫，逃避神的呼召的時候，溫哥華第一個

有時藉著學校老師的教導，叫學習上的挫折轉變成

以國語授課的神學院-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

我向前的動力。我信的神就是那麼奇妙，祂借力使

校區-成立了。那時，我清楚地知道這是神的預

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我深信那在你們中間開

備，我沒任何理由退縮了，完全降服於神。

始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穌的日子，必成全這工

報名學生。起初進入學校學習，有很多擔憂，信心

道學碩士同學

「靠著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

的就是感謝神。十五年前因著家庭的緣故，神帶領

就這樣，我成為了加神溫哥華校區的第一位

顧永杰

路引導我。就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中所說

作」（腓1:6）。這是神的應許，我相信只要我緊
緊抓住神的應許，祂必一直引導我。

也不堅定，邊學習，邊工作，但奇妙地神就藉著

如今我明白，雖然我沒有以前那麼年輕，精

神學院老師們的教導，自己在靈修中對神話語的領

力、體力、腦力都不如以前，但現在我有神介入在

受，以及在邊學習邊工作中經歷神的信實， 在學

我的學習當中，祂成為了我的幫助者，又有什麼不

校學習了兩個月之後辭去了我的工作。也由原來報

能的呢？正如聖經所說的：「我靠著那加給我能力

讀的神學碩士課程轉為道學碩士課程，堅定了我將

的，凡事都能作」（腓4:13）。願引導我的神，繼

來全職事奉的心志。「耶和華是我的牧人，我必不

續一路引導我，保守我。就像詩歌中所說：「我一

會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安靜的水

路蒙救主引導，捨此外我複何求？畢生時刻作我前

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了自己的名，祂引導我

導，奇妙愛古今未有」。把榮耀都歸與我們的天

走義路」（詩篇：23:1-3）。神真是奇妙，祂知道

父，阿們！

我的需要，也憐憫我的軟弱，從信主到蒙召，祂一

第一屆學生退修營
中，同學們都把握機
會彼此鼓勵和代禱，
並享受天父所賜的優
美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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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二月份，冼志儉
博士與學生和有心志
認識植堂事工的弟兄
姊妹分享，探討「教
會拓展與植堂」這個
議題。

去年九月的開學禮，大溫哥華的弟兄姊妹同
心將本地神學教育工作交托。願主在這個地
區興起更多工人。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校區

神
學
院
的
甘
霖

林瑩
神學研究碩士同學

讀神學是我信主後不久就聽到的呼聲。特別是
當我站到帶小組、帶查經的事奉崗位上後，心中常
擔心把真道講錯，於是生發出進入神學院深造的念
頭。與此同時教會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姐妹都鼓
勵我去讀神學，但是在當時我居住的溫哥華，基本
上神學院只用英文和廣東話上課。我是一個只能用
國語深入表達自己的人，也體會到當我讀英文的屬
靈書籍時，理解得不夠準確，我十分擔心如果我沒
有聽明白，或者理解錯了，將來教導人，豈不誤人
子弟？！主耶穌也說過：「若是瞎子領瞎子，二個
人都要掉在坑裡。」（太15:14）有鑑於此，於是
我選擇報讀《空中神學院》的函授課程。儘管《空
神》對我的幫助很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在教
會的事奉越來越多，感覺到所學的實在不能夠滿足
自己事奉崗位的需要。飢不擇食，後來，只要時間
許可，所有用國語上的神學課程我都嘗試去參加，
前後在空中神學院畢業，在北美維華神學院畢業，
並在華神旁聽一些課程。曾經我想要到外地的神學
院去上學，可是當時的家庭和教會的情形都不允許
我離開所居住的地方。
我是何等盼望在溫哥華能有一間面向我們這樣
的華人群體開設的神學院。尤其是2010年之後，我
已經正式進入事奉的工場，身上的擔子和責任更重
了，雖然自己竭力地透過網絡等各樣渠道自學，但
感覺就像是在海裡游泳，摸不到邊。我真是又飢又
渴，懇求主供應，解我的乾渴。直到2015年，我聽

說加拿大華人神學院要在溫哥華開設分校，面對華
人群體，主要用國語授課。心中確定是神開路了，
於是我就報名、申請並被錄取成為加神溫哥華校區
的第一屆神學生。感謝神的大恩！進入到加神，真
就是久旱的土地遇上了甘霖，久渴的人遇見了泉
源。第一學期我就報讀了五門功課。經過一年的學
習，我深有體會，加拿大華人神學院的確能夠滿足
我渴慕的心，每一位老師都是在自己教授的領域
裡，經過非常深入的學習和研究的。他們帶領我們
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的視野也不再局限在我
們狹隘的空間裡面，不再是自己的教會，不再是自
己的事奉，不再是自己的意見。
他們要求我們讀不同的書籍，引領我們從不同
的角度看問題，幫助我們以聖經為尺度，以耶穌的
心腸衡量一切。的確，加神的各位老師在傳授我們
事奉的知識和技巧的同時，也幫助我對我們所信奉
的神認識更深；幫助我站在更高的，更有從神而來
的眼光認識教會和教會中的每位肢體，並我自己；
也讓我更加明白事奉成功的秘訣：「不是依靠勢
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神）的靈，方能
成事！」（亞4:6）
願榮耀頌讚歸給我們至高的神！
祂必藉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造就更多合祂所用的
器皿！阿們！

感謝神為加神溫哥華第一個
學年預備了同學、教授、委
員和同工，更有眾多在金
錢上和禱告上願意同心興旺
神學教育事工的弟兄姊妹支
持。

加神溫哥華在過去兩年多次舉辦
神學體驗營，讓來自不同背景的
弟兄姊妹能詳細了解加神的課
程，同時與他們一起尋求神在他
們生命中的心意。
籌辦多類型的神學講座及教會
事工工作坊也是加神在溫哥華
的重要事工之一，去年十二月
由楊慶球博士主講的「創造與
創生」就吸引了六十多人參
加，引發弟兄姊妹用神學角度
去思考不同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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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一院三校
課程簡介
「加神」共有三個校區，分別是東部的多倫多校區(2006年成立)、中部的卡加里校區(2011年成立)
及西部的溫哥華校區(2015年成立)。透過不同程度及類型的課程，為加拿大本地及海外華人教會培訓神
國工人及信徒領袖。本院課程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配合實際教會牧養經驗、具體華人文化、靈命塑造
操練、教會歷史反省、近代領袖培育、教會工場實習、信仰生活實踐、暑期短宣參與等各方面，來裝備
適切時代的工人，並於職場中為主作見證。
「加神」強調校內群體生活、老師的實際指導、同學們的生命交流，來建立學員的道德品格、事奉
心志和恩賜才能。

多倫多校區 CCST (Toronto)
本院多倫多校區與天道神學院(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合作開辦三個課程，分別是道
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可選擇教牧或宣教主修) 、神學研究碩士課程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可
選擇基督教教育專修) 及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多倫多為本國華人教會及信徒最多的城市，本院多倫多校區特別為信徒設立普及神學證書課程。這
非學分課程旨在提供聖經及神學的基本知識，讓信徒在靈程上邁進。本課程歡迎教會作合作伙伴，並設
計一系列課程以配合教會的需要。

溫哥華校區 CCST (Vancouver)
本院溫哥華校區提供道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M.Div)，神學研究碩士課程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MTS) ，及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BRE) 。

卡加里校區：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 CCST at Ambrose Seminary, Calgary
本院卡加里校區與 Ambrose University & Seminary 合作開辦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共設有三個課
程，分別是道學碩士及基督教研究碩士(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及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loma of Christian
Studies)。
以上課程詳情，歡迎瀏覽本院網址www.ccst.ca或聯絡各校區查詢。各校區開辦之課程均分
別獲得亞洲神學協會(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ATA)、美加神學院校協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TS)及聖經高等教育協會(Association of
Biblical Higher Education, ABHE)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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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M2M 3S4
416-226-6620 ext.2219 ccstts@tyndale.ca
w w w.ccst.ca

CCST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403-410-2000 ext. 8914 ccstas@ambrose.edu
www.ambrose.edu

#202-812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 1P3 • 778-251-5678
info@ccst.ca
w w w.ccst.ca

教牧學博士課程
本院亦於2015年開辦教牧學博士課程 (D.Min.)。此課程是為培育及進深裝備教牧領袖而
設計的專業博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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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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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以隊列形式(Cohort format) 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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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儕學習及資源分享完成一份完整的論文項目 (thesis-proj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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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將在明年六月在多倫多開課，詳情請瀏覽本院網址或電郵至 info@ccst.ca。
楊慶球博士教授課程

鄒永恆博士講授教牧學博士課程

楊慶球博士講授教牧學博士課程

鄒博士與教牧學博士課程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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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達文牙科醫生
Dr. Damon Tsai

B.Sc.(Hons.) D.D.S.

多倫多大學一牙醫博士
二十六年豐富經驗
Family, Implant & Cosmetic Dentistry

BRACES

IMPLANTS

矯正牙齒
牙齒美容及漂白
洗牙、補牙
杜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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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國滬粵語
預約請電

416-439-4080
885 Progress Ave.,
Suite 101, G/F.,
Scarborough
(Marknam Rd. 夾
Progress Ave. 西南角)

Markham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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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手術
植骨手術
智慧齒手術
牙托、牙橋

885

Sheppard Ave.
Hwy.401
Progress Ave.

特價優惠教牧同工及長者
歡迎海外宣教士及全
時間神學生免費檢查及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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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薪火相傳，培育工人，
拓展神國，直到主臨！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rhccc.ca

城 北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t., L4C 9X9
Email: mailbox@rhccc.ca Website: www.rhccc.ca Tel: (905) 884-3399 Fax: (905) 884-9465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rhccc.ca

城 北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Fok’s Insurance Agency 霍氏保險代理行
(A Division of 1216251 Ontario Inc.)

Our Service starts with Honesty, Maintains with Integrity

旅遊醫療保險 Travel Insurance

人壽、危疾、長期護理保險
Travelling Abroad: Emergency Hospital and Medical, 保本基金、退休計劃、遺產捐獻
Flight Accident, Trip Cancellation, Loss of Baggage
Life & Health Insurance, Group Insurance,
出境: 旅遊醫療/飛行意外/取消旅程/行李保險/
RRSP, RESP, TFSA, Legacy Giving
海外僱員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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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s to Canada: Landed Immigrants, Super Visa,
International Students, Youth Adventure Package
入境：新移民/ 訪客/ 超級簽證/ 國際學生

905-480-9993 或 1-800-811-9988

Eliza Fok 霍黃綺兒
CPA, CGA, MTS

電郵:travel@fok.ca 網址:www.fok.ca

905-771-8960
elizafok@fok.ca

由 Brokerforce Insurance 代理
200 Consumers Road, Unit 608, Toronto, ON M2J 4R4

9140 Leslie Street, Suite 306,
Richmond Hill, ON L4B 0A9

佳美腳蹤
主內共勉

基督善牧堂
Good Shepherd'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7 Gretna Avenue, North York,
ON M4A 2H5

Tel: 416-291-5858
e-mail address: gsccchurch@yahoo.com
www.gsccchurch.com

www.ccst.ca / dmin@ccst.ca / www.accte.ca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Statement of Faith 信 約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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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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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協」接納華福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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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CCST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M2M 3S4
416-226-6620 ext.2219 ccstts@tyndale.ca
w w w.ccst.ca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403-410-2000 ext. 8914 ccstas@ambrose.edu
www.ambrose.edu

#202-8120, 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 1P3 • 778-251-5678
info@ccst.ca
w w w.ccst.ca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CCST

CCST

Office address: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P. 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 880-3983 (647)797-2648 www.accte.ca admin@ acct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