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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牧養和教學反思

當世界衛生組織在三月宣佈

新管狀病毒疫情定性為全球大

流行之後，加拿大的疫情在短

短幾天內急速惡化，全國各級

政府紛紛採取緊急措施來遏制

病毒的傳入和傳播。加神各校

區都需要關閉，以多倫多校區

為例，在安省政府頒佈緊急狀

態令後校舍全面關閉，所有進

行中的課程馬上改作網絡在綫

授課，原定在校舉行的聚會和

活動皆要暫停和取消。

感謝主的恩典，由於網上授課得

以進行，學生們的學習不至受到太大

的影響，尤其是應屆畢業生都能如期

完成課程，儘管實體的畢業禮和同學

們的差遣禮要延期至秋季舉行（網絡

畢業慶典則在五月初舉行）。在校舍

關閉期間，老師們仍能透過電腦網絡

和學生們保持聯繫，除了授課外，繼

續關心同學們的身心健康。學院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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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們也能透過電腦團隊協作工具在家

上班，彼此代禱，維持學院的運作相

對正常。

當疫情日趨嚴峻期間，我有份參與

牧養的教會就各項應對措施召開了不

少會議，從聚會和牧養方式，到上班

和清潔教堂；從會衆和教會所在社區

的焦慮，到受薪至義務同工的工作，

都要作出安排。在疫症危機來到時，

我們以為所經歷的無先例可循，其實

瘟疫對人類的威脅從未停頓，聖經的

教導和教會歷史往往提醒了我們，在

疫情下教會該如何合宜地應對。

我發現任何應對措施皆由禱告和

反思神的話語而來。聖經告訴我們，

瘟疫的發生往往與人犯罪得罪神有

關，我們這些生活在醫學進步和科技

發達時代的人，傲慢地認為瘟疫對人

類的威脅早已解除，從而缺乏對罪、

苦難和死亡應有的思考，失去對神的

敬畏。教會任何的應對措施都必須首

先回歸聖經，帶領會衆檢視靈性生

命，一方面鼓勵信徒揚棄罪惡，追求

聖潔，另一方面鼓勵信徒藉著禱告表

達對神持續信靠，把一切所需交託給

以不變的愛愛我們的神。

聖經亦同時處處教導人如何面對

危機和逆境，又如何處理因危機而起

的各種情緒和心理反應，在疫情下教

會更當把握機會，教導信徒如何戰勝

驚慌、焦慮、孤獨和憤怒，透過適切

的牧養幫助信徒經歷平安和安慰，倚

靠聖靈生發信心和愛心的行動，對抗

病毒的威脅。

教會各應對措施除了照顧信徒身

心靈各個層面的需要外，不可忘記

神給與教會的托付與使命。教會的崇

拜、成人和兒童主日學、團契小組、

祈禱會等聚會沒有停止，換了個方式

在網絡上繼續進行，目的除了是照顧

弟兄姊妹們靈命上的需要之外，也是

教會貫徹遵行聚會不可停止的聖經教

訓，在不信的人中為復活主作見證，

透過不同的媒體向一個充滿憂慮和鬱

王成偉牧師
多倫多校區拓展主任

特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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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的世界傳播充滿希望的信息。教會

弟兄姊妹們愛心的行動，從照顧獨居

長者，探望病人，為停學的學生和家

長們提供支援，到迫切為在抗疫前綫

工作的人代禱，這些信心和愛心的行

動都在履行教會在世的責任，在困難

中持守信仰，傳揚福音。可見在疫情

之下，教會的牧養和福音事工不但沒

有減少，反而加大力度，工作的廣度

和深度都明顯增加。

我又發現歷史上先賢的見證同樣

幫助我合宜地面對疫情。羅馬帝國時

代發生的居普良瘟疫，異教徒為求自

保，離棄患病親人，大舉逃離疫區，

相反地，備受壓迫的基督徒卻留守疫

區，照顧病殘，他們犧牲捨己的行

動，讓羅馬帝國從皇帝到平民都刮目

相看。羅馬皇帝尤利安被基督徒的愛

心弄得十分惱火，他甚至質問羅馬人

為什麽不學學基督徒向有需要的人伸

出援手。無論是宗教改革家馬丁路

德，還是詩人牧者約翰多恩，無論

是在小鎮擔任牧職的林卡特 (Martin 
Rinkart)，還是在大城市向千萬市民

佈道的司布真，全都經歷過瘟疫，也

都曾留下文字記錄（林卡特留下了他

在經歷瘟疫時所寫的名曲「齊來謝

主」 -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告訴我們當時的教會是如何在疫症爆

發時面對挑戰的。先賢們在極其困難

的境遇中以身作則，為信徒樹立信心

和愛心的榜樣，他們又鼓勵信徒以祈

禱、讀經和具體而實際的愛心的行動

來面對疫情，而奇妙的是，信徒們在

危機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愛心，叫福

音越加興旺，信主的人越發增多。

神學院老師在疫情下對學生們的

牧養同樣始於禱告、思想並教導聖經

和作歷史反思，學院更肩負了教導學

生如何應對疫情的責任，為教會和宣

教工場栽培在困境中具備信心和愛心

的工人。

加拿大的疫情逐步緩和，社會上

各行各業都正在籌備重新開放，教會

和學院都不例外，恢復實體聚會的教

會和恢復課堂授課的學校，將要面對

一個與疫症爆發前很不一樣的世界，

經歷過隔離、失業、患病、甚至家人

因感染病毒而離世的信徒，教會當如

何牧養他們？面對一個因病毒政治矛

盾激化的國際形勢，各種反智排外行

動不斷升級和種族主義再度崛起的社

會，教會又當如何謹守崗位，繼續履

行和睦的職事，在本地以至海外傳揚

和平的福音？教會是否只單一舉行實

體或在綫聚會，又或是兩者兼容？學

院又當如何培育能在「後病毒時代」

作有效服事的人？教學的模式和內容

又是否需要作出大幅度的調整？這些

都是教會和學院所關心的重要議題，

惟有藉著禱告，回歸聖經的教導來尋

求神的心意，效法先賢，以信心來迎

接一個充滿未知但又是神所掌管的將

來。

1. 凡事謝恩 ! 感謝神在嚴峻的疫情下，我們有主同在及賜下平安。學院在三月中開始所有課堂轉為網上授課，讓師生在

安全的環境下學習。

2. 請記念夏季的教牧學課堂，各地牧者同樣會透過網絡在線上學習。 

3. 為「加神溫哥華」的老師、同學和同工在這段時刻面對改變的期間祈禱，給他們安穩的心。

4. 請為「加神溫哥華」招生和學院申請成為可以取錄海外神學生的機關祈禱。

5. 求神幫助同學在這段抗疫的時間，有更多機會親近主及反思生命 ,並能積極地支援及祝福有需要的人。

1. 由於疫情的緣故，從 3 月開始，所有課程都在網上進行；對老師和學生都有一定的挑戰。求神幫助師生們的適應，能

繼續教學相長！

2.請記念一些海外學生，有部分在等候學生簽證審批，也有部分在等候封關重新開放，可以早日到學院開課，求神帶領。

3. 感謝神在這疫情大流行的日子保守眾老師、同工和學生身心靈健康！

4. 記念今年的畢業生，求神為他們開服侍的門，使用他們，成為多人的祝福，榮耀主名！

感恩與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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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網上神學教育的體驗
鄒永恒牧師博士

加神聯校教務長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

教育模式的發展一直都是與

時俱進的。一般的高等學府，除

了沿用傳統的課堂講授外，先

後引進函授課卷式、教育電視

式、錄影帶 /鐳射光碟式等等。

進入廿一世紀，電腦和流動電

話 ( 俗稱：手機 ) 早已成為人

類生活的必須品，更逐漸成為

一般學校進行教育的媒介之一。

根據美國網上教學研究權威機

構 Online Learning Consortium
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 2015 年

美國大專院校共有 580 萬大專

學生參與網絡上課，比 2007 年

的數字增加了 47.6%。報告顯示

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專學生 (28%)

透過網絡方式來學習。報告亦

指出，大專學生透過網絡方式

來修讀大學學位只會是有增無

減。

電腦網絡科技亦同時影響著神學

院校。現時，不少北美的神學院校已

經提供網上學習的科目，部分華人神

學院亦開始使用網絡方式來進行教

學，但與現時大專院校採用網上教學

的情況比較，神學教育仍是大大落

後。但是，今年的新冠狀病毒疫情卻

成了神學院校使用網絡授課的催化

劑。由於疫情嚴重，世界各國政府均

實施嚴格的人群聚集措施，神學院不

能面授上課，只能轉向網絡授課的方

式，讓培訓神國工人的事工不會因疫

症而停止。只是神學院校大都沒有這

方面的經驗，神學院講師一般都沒有

網上授課的經驗，甚至對網絡教學反

感。其實根據上面提及的報告，雖然

透過網絡方式上課的人越來越多，但

講師對網絡教學的信心仍一直停留

在不足 30%。這亦是神學院校對網絡

教學裹足不前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Lowe & Lowe 2010, 85; Write 2006, 
304)。究竟透過遙距方式進行神學訓

練，是否能夠像傳統教學模式一樣地

預備學員生命成長、成為牧者？

韋特 (Roger Write) 在 2006 的研

究中以保羅書信為個案，指出保羅與

收信人雖然分隔兩地，仍然能夠透過

所寫的書信叫當時收信的信徒得著靈

命造就，顯示建立學生的屬靈生命，

不一定需要學生身處於院校的建築

物之內。從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保羅

是函授方式神學教育的先驅，我們又

憑甚麼說只有面授的神學教育方式

才能夠建立神學生呢？韋特指出真

正有質素的教學是超越教學途徑的 

(True quality teaching transcends 
setting)，在傳統方式中老師的教學

方法、技巧、策略、並生命的投入，

同樣能夠在遙距的方式，包括網絡教

學中出現 (Write 2006, 309)。
對於如何有效地進行網絡教學，

基督教神學教育工作者在這方面的研

究遠遠落後於一般的教育學者，華人

基督教教育學者在這方面的正式研究

更是缺乏。筆者在美國南方浸信會神

學院修讀的博士課程，正是當年美加

神學院協會 (ATS) 首個認可的「互聯

網輔助式」(Internet Enhanced)的研

究博士學位 (Research  Doctorate)。
到畢業後，神又帶領筆者參與當時全

球唯一一所透過網絡教學的神學院事

奉，並參與了整個取得亞洲神學協會

認證的過程。所以筆者嘗試就自己的

親身經歷，簡單分享一些有關網絡教

學的感受。

網絡教學與一般教學一樣，並

非只講求上課過程中的教與學，而

是建立一個學習的群體 (A Learning 
Community)，包括：課程大綱、課本、

課堂設計、教學過程、教學檢討 ( 目

標與果效的比較 ) 等。這當中又分為

課堂內與課堂外的兩個部分。就課堂

內而言，雖然教學內容和目標基本不

變，但網絡教學並非單純地把本來在

教室現場的過程搬到互聯網中進行，

不少在面授時候的情況，並不可能在

網絡中複製。因此，老師在設計課程

的時候，有幾方面要注意：

1. 了解網絡教學的平台：每一個教學

軟件都不一樣，老師需要了解這些軟

件的操作，才能設計出一個可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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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軟件平台特色的課程。在面授課

堂中，老師一舉手一投足，都在同學

當中，所以長時間的演講不一定有問

題。但在網絡教室，老師長時間講

授，就會很沉悶了。其次，在教室中

學生可以分組討論，網上教室要分組

討論就需要視乎軟件的功能。

2. 教學過程要具想象力：即使現在

老師也可以看見學生，但大都只是小

小的視窗，平常習慣看學生的眼神和

反應的來竹行教學的老師，自然就甚

麼都看不見。加上網絡總會有一定的

滯後 (delay)，畫面傳到學生的電腦，

學生看見後的反應再傳到老師的電

腦，大概已經是老師在講下一句的時

候了。因此老師要有想像力，預設了

一些學生反應，自己才能自然的進入

教學之中。筆者看見過不少老師到了

網上，就只是一個會動咀巴的木偶，

這樣學生也很難投入上課。

3. 藉教學設計確保學生學習：在面

授教學中，老師很容易察覺學生是否

投入上課，網絡教學卻比較困難，特

別是學生人數較多，能發表意見的同

學比例就愈少。因此，筆者的經驗是

改用課堂與課堂之間的網上討論區中

進行課後討論，這種方式的好處，在

於學生若沒有專心上課，老師在其發

表的內容中就知道了。其次，由於討

論是在整個星期中進行，自然就不可

能被一兩位多說話反應快的學生壟斷

了。另一方面，在課堂中亦可以考慮

經常請同學們表達意見，這樣就確保

學生在專心學習了。

4. 錄影上課過程作後備之用：網絡

科技雖說日新月異，但很多基本問題

仍在。最常見的是停電。沒了電力，

電腦網絡自然就不能運作。另外，網

速一般受所在的地區上網整體流量的

影響，加上一些軟件 ( 如：zoom) 

將所有學生的視頻上載，如電腦內存

不勝負荷畫面就會卡住不動。這些情

況就不能當成是學生打瞌睡不理會，

唯一的方法，就是錄影了整個課堂，

供學生重看。至於課堂外的，當然包

括了上課前後的預備與跟進：

A. 建立網上交流分享平台：傳統面

授，上課前後學員都可以與老師及同

學聊天，但是網絡教學一下課，學生

就離開虛擬教室，回到「現實」之

中。從某個角度來說，網上學習是很

孤單的。因此，老師宜在學期中加設

一個交流分享平台，讓同學們都分享

團契、互相代求、守望關懷。

B. 上課器材使用教學分享：網絡教

學比傳統面授複雜得多，從個人電腦

器材的設定、軟件下載及使用，到網

絡速度及穩定性，都是學員經常有可

能遇到的困難。老師雖不一定是電腦

專家，但對於上課所使用的器材和軟

件，都應當有基本的認知，可以幫助

學員使用。筆者一般在上課前幾週就

已經把上課平台設定好，並邀請學生

進入試用，看看會有甚麼毛病，千萬

不要等到上課當天才測試。

C. 其它輔助資源的安排：網絡教學

最大的需要就是參考資源的安排，

傳統方式都是實體圖書館，進行網

絡教學，就需要開闢網上圖書館

(Rossman 1995,6)。這方面英文電

子書發展比較健全，建議神學院校投

資建設網上圖書館。中文基督教書籍

絕大部分都沒有出版電子書，即使

有，也沒有授權可以放進網上圖書館

供學生借閱。主要原因，是中文基督

教書籍出版量太少，再加上買電子書

的人也不多，自然就不會有電子版。

近年不少舊書不會再版，有不少原作

者弄成電子版放到網上，老師應按自

己任教的科目，收集這些資源，作為

學生參考之用。美加神學院協會早於

1999 年就邀請了基督教教育家 Linda 
Cannell 撰寫了一份名為 “Review 
of Literature: Distanc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April 1999” 的研究報告，在文章的

結語提出了十一條問題 (Cannell 

1999, 57)，值得任何一個預備進入

網絡教學的神學院校及老師去思考、

去回答。

參考資料：

Cannel,  Linda. 1999. Review of 
L i te ra ture :  D is tance Educat io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April 1999. Copyright by the Author for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of 
USA and Canada.  

Ko, Susan and Steve Rossen. 2001. 
Teaching Online: A Practical Gui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L o w e ,  S t e p h e n  D .  &  M a r y  E . 
Lowe. 2010. Spiritual Formation in 
Theological Distance Education: 
An Ecosystems Model. Christian 
Education Journal. Series 3, Vol. 7, 
No. 1, 85-102.

Palloff, Rena and Keith Praff. 1999.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Rossman, Mark and Maxine Rossman 
(eds). 1995. Facilitating distance 
education .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Wr i te ,  Roger.  2006.  Promot ing 
Spir i tual  Format ion in Distance 
Educat ion.  Chr is t ian Educat ion 
Journal. Series 3, Vol. 3, No. 2, 303-
315.

Online Learning Consortium:
“onlinelearningconsorti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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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不一樣的牧養
王志強牧師博士

加協執行董事 
證道浸信會美城堂主任牧師

經過疫情的洗禮，政府要求人

的隔離，好多教會都在無可奈何

下關閉所有實體的聚會，這都是

對教牧在牧養上很大的挑戰！

使徒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說過

一句話「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

來的異象。」（使徒行傳 26:19）

保羅在逆境中，面對迫逼，仍不

忘神給他的異象和使命！他在嚴

峻的環境下仍關心和牧養教會，

搶救靈魂。這給我們很好的榜樣

和激勵！

台灣宇宙光機構一年的送炭標

語：「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見自己的責任」，作為神所呼

召的神僕，我們也要在這疫情中

看到羊群及靈魂的需要，盡我們

最大的努力去牧養神交託我們的

羊群！

由被動到主動
加拿大疫情措施急轉，政府勒令不可以

有太多人的群眾聚集，由 250 到 50，

再到 5 人，最後連在教會錄影都改為在

家中錄影，由有幾百的講道對象，到對

着電腦講道，有些平常對電子不通的教

牧，真是顯得措手不及、叫人覺得很無

奈，但作為神僕，要以此為神給我們的

挑戰，要勇敢樍極面對，眼見羊在流離，

我們要招聚他們，一同敬拜、一同參與，

教牧與教會中有 IT 技術、恩賜肢體緊

密聯絡和商議找出方案對策，如何更能

有效進行電子崇拜和聚會，而自己也要

適應，講道時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好像

主出來時，『看見許多人如同羊沒有

牧人一般，就開口教訓他們。』以看

見主所看見的作為動力，叫自己仍不

失講道的熱忱和負擔！

信徒在疫青中常呆在家裏，會變得被

動，教牧可否設計網上課程和活動，

叫信徒有屬靈追求的目標和方向，使

教會仍有動力和熱忱！

由因循到敬虔
電子敬拜在家，有否變得輕鬆而聚會

態度也不太打緊，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考驗，我們不是只在見得到的實體崇

拜顯出我們的虔誠，就是在家中，沒

有在眾目睽睽下我們仍帶着敬虔去敬

拜我們的君王，教牧要鼓勵會眾在家

敬拜時仍要有敬虔的態度：不忘崇拜

的『六要』：

準時參與、衣著端裝、踴躍唱詩、專

心聽道、真心奉獻、彼此祝禱

由隔離到親密
疫情下常要隔離，難得有肢體與我分

享當知道不能在教會有實體崇拜和

聚會時，不奇然地想哭，這種渴慕之

情，實在難得！神在教會中仍會保守

祂的子民對神家有這渴慕的心，應在

教會中彼此鼓勵、讓這愛慕之心彼此

影响和鼓勵，一同彼此看守！

好像中國大陸教會面對雙重的挑戰，

一是宗教的打壓：不單聚會地點被

封剎，連在網上講道也被禁止，另一

是疫情的緣故常要隔離而不能見面，

但聽說不少中國教會信徒仍積極的聚

會，平時聚會一週只兩三次聚會，但因

用網上功能，隨時可見面，一起禱告、

一起查經！一起敬拜， 反而更加親密！

由整體到家庭
以前是全家到教會聚會，到了教會各自

分開，但因疫情全家大小留在家中，雖

然可能仍分語言，但在聖餐時，可讓家

庭的長者如父親、丈夫作領導，帶領大

家一同擘餅，同紀念主，多麼感動，真

有初期教會的體驗呢？崇拜後作為家長

的可與子女一起有半小時的唱詩禱告的

時間，彼此關懷代禱！

由實體佈道到虛擬佈道
再不像以前的在教會推動信徒領人到教

會聚會，又或領導信徒外展派單張、拍

門、到社區活動，我們所能作的，是鼓

勵信徒邀請參加電子崇拜，將網上教

會福音主日或網上福音信息傳給未信親

友，又可鼓勵信徒參與福音機構舉辦的

網上佈道訓練，根據有構構的分析和報

道，有人在這疫情中自殺和患有憂鬱症，

他們對前路無望，教會能在嚴峻的期間

能作甚麼呢？信徒能否伸出援手將希望

帶給未信的親友鄰居。

結語：

人生都有起伏和變幻，但我們相信神給

我們使命是不會受時空影响，仍要堅守

信念、抓緊主話，與羊群共渡時艱，必

定叫我們仍得豐盛恩典，見主時必得主

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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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再思教會的意義

在加拿大亞省牧會以來，經

歷了兩次始於中國的大瘟疫：

一次是 2003 年的 SARS，再就是

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2003 年

SARS 解封的時候，我剛到亞省

愛城服事，儘管那時人們也很

緊張，但教會並沒有停止正常

的聚會。始於武漢的這次瘟疫，

隨著一月的封城和國內確診和

死亡人數的飆升，我們除了替

國內擔憂和揪心，也有些緊張，

教會也受到一些影響，但包括

我在內的很多人想當然以為，

這次也和 SARS 一樣，會很快

恢復正常。三月伊始，加國病

例成倍增長，教會主日敬拜人

數急劇下降，為安全考慮和配

合政府提出的 STAY AT HOME
的要求，教會隨即決定使用網

路敬拜，以持守“不可停止聚

會”的聖經原則。

  這次疫情對教會的衝擊可以說是

史無前例。我們從三月十五日開始

鄭藝牧師博士
加協執行董事

加神卡加里校區院長
彩虹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使用 ZOOM 軟體進行直播的網上

敬拜，同樣，主日學、禱告會、小

組查經聚會等一系列活動，除了聖

餐，基本都是網上進行。我仍然堅

持每個禮拜天去教會敬拜，為的是

在心裡上讓教會仍有象徵意義的開

放。走進寂靜的敬拜大堂，望著一

排排空蕩蕩的椅子，湧上的是淒涼

和傷悲，難道這就是末世的感覺？

看到我們花鉅資和精力所修建的教

堂空無一人，現代化的影音設備被

束之高閣，不禁讓我反思教會的真

實意義。

  教會就是一群被召聚的人群，人

在則教會在，人去則教會亡。近幾

年常常耳聞和目睹一些上百年的教

堂掛牌出售，皆因會眾沒了教會也

終止了。因此，作為牧者需要反省，

我們引以為傲和羡慕的是什麼？堂

皇的教堂建築？眾多的人數？一個

個生命的改變？我們常常將建堂或

擴堂作為牧者的一個標誌性成就，

將大量的金錢、精力投入其中，當

然，不可否認這是教會發展的需

要。而當下，在人去樓空的大堂，

面對著冷冰冰的排椅講道時，我們

應該思考疫情結束後我們的投資方

向。我正在加神卡加里教授“華人

教牧學”的課程，有學生問我做牧

師最大的喜樂是什麼，看到一個個

生命從一種生命狀態被改變，昇華

為另一種狀態是我的的喜樂。這也

是所有牧者為之努力的。

  每次講道會陸續收到會眾的回

饋，網路敬拜後，回饋比以往要多。

在這個非常時期，大家宅在家裡，

疫情被媒體和不同管道傳來的資訊

渲染而引起恐慌和焦慮中，弟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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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和慕道的朋友更需要來自神的安

慰、鼓勵、引導而帶來的平安，這

也給了我們一個前所未有的牧養和

傳福音的機會。面對疫情，作為牧

者，需要把握時機，教導和引導會

眾明白我們的使命、反思生命的價

值和我們的信仰以及與神建立親密

關係。疫情是傳福音的契機，也是

門徒培訓的切入時機。教會組織的

每天讀經活動異常活躍，提問和分

享爭先恐後，真的如鹿渴慕溪水般

渴慕神的話語。猶豫中的慕道友主

動要求受洗，主日敬拜、小組聚會、

禱告會和其他類型的聚會，人數超

過以往。得益于現代科技網路的便

利，教會的弟兄姐妹無論在加國，

還是國外，都可以參加這些聚會。

因此，我們新一輪的門徒培訓也即

將借著網路開始。

  網路敬拜，這在疫情之前不能想

像，但在非常時期已成為常態。從

目前的狀況看，出席率高與疫情下

人們的需求有關，但與足不出戶的

便利也不無關係。相信一部分人習

慣這種新常態，更多的人懷念在教

堂中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光景，更

加珍惜實體聚會中主內肢體相交的

機會。疫情給教會正常生活帶來的

衝擊，但也顯示出教會牧養方面實

質性重要的東西。

1.往上看：讓我們不要單是往下看，

看到的只是全球性 (pandemic) 新
冠 病 毐 (coronavirus) 的 肆 虐。

讓我們舉目往上看，看到上帝

榮耀的冠冕 (Corona of Glory)–
神 的 榮 光 (Shekinah Glory of 
God)。 上 帝 是 這 位 全 能、 全

在、全知的 神 [All-Mighty (Pan-
potent, Omnipotent), All-Present 
(Pan-present, Omnipresent), 
A l l -Knowing (Pan-sc ient ia , 
Omniscient) God]。 

2. 往前看：讓我們往前看，看到不

單是現今疫情的嚴峻，而心驚膽

慌；而是看到上帝是昨日、今日、

明日的主。祂是昔在、今在、永

在的神；在祂的裡面是沒有轉動

的影兒，祂的屬性與應許永不改

變。祂仍是掌管著未來，明天將

會更好、更光明燦爛。 

3.往內看：讓我們省察我們的內心，

鑒察我們的心靈。我們與上帝、

自己、家人、朋友、教會、社區

的關係如何呢？讓我們更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 愛主我們的

神，也要愛人如已，愛家人、鄰

社、人類、自然。

四月份多倫多疫情至為嚴峻之

時，多倫多校區的學生會錄製了一段

短片，在網絡上合唱了「天韻」的一

首詩歌 —「眼光」，鼓勵學院的師

生們面對疫情時，不要失去屬天的眼

光：「不管天有多黑，星星還在夜裡

閃亮，不管夜有多長，黎明早已在那

頭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

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遠，心中有

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誰能跨過艱

難，誰能飛越沮喪，誰能看見前面有

夢可想，上帝的心看見希望，你的心

裡要有眼光。哦！你的心裡要有眼

光。」1 ( 葉薇心。2000。「眼光」。來

自天韻合唱團創作專輯 13【飛翔】。)

4. 往後看：讓我們回顧我們的過去，

看看有沒有虧欠神、虧待人、虧

缺神的榮耀呢？沒有省察的人生

是虛度的；讓我們在上帝的恩典

中，鑒察我們的生活。 

逆轉新冠病毐為上帝榮耀的
冠冕！

新冠病毒的省思 -區應毓牧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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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務報告未經核數師核實。盼望以上資料讓各位了解學院的財政狀況，求神繼續感動眾教會、

牧者、長執、弟兄姊妹在禱告中記念並給予行動支持;使能造就更多神國的工人，承傳牧養宣教!

1.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求神保守各個家庭平安，保護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保守教會和神學院的各項事工都得蒙

神的悅納。

2. 2020 年冬季課程已結束，感謝神的保守。求神繼續賜給同學們饑渴慕義的心，專心在各方面建造自己。

3. 為 2020 年夏季課程的開展禱告。5 月 4-8 日由曾思瀚博士教授的《加拉太書》，因疫情的原因，改為網路授課。同時也

為 5月 12 日 -6 月 23 日的由朴牧師教授的《希臘文初級 II》獻上禱告，求神看顧保守老師和同學們的身心靈的健康。

4. 為 5 月 12-28 日每週二和週四晚上在愛民頓舉行的普及神學禱告，課程是楊麗紅姐妹教授的《利未記》。

/ 愛民頓
/    Edmonton

收入

支出

結存

加協 +加神 (多倫多 )     加神 (卡加里 )     基督教教育學院        總結 (不敷 )

$131,883 $39,590 $193,033$21,560

$151,938 $54,875 $226,176$19,363

-$20,055 -$15,285 -$33,143$2,197

2020 年 1 月至 3月財政報告

1. 新冠疫情帶來很多影響，除了很多課堂要轉換在網上進行外，我們所按排不同的特別聚會也要因此延遲或取消，請為學

院在這段非常時期的運作祈禱，以致學院的發展和同學的學習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2. 為學院的出版事工禱告，特別為新書的印刷和分發祈禱，讓學院可以找到理想的印刷商，也為之後將會出版的書籍祈禱。

3. 為學院的博士生禱告，有些同學現正忙於論文寫作的最後階段、也有不少同學努力準備論文的提案，為他們的學習禱告，

特別在這疫情，同學們在教會已有額外的工作，求主保守同學們的學習進度。

4. 記念學院前面發展的方向及經濟的需要，特別最近在奉獻收入上明顯減少，求神施恩，讓學院的經濟需要可以得到支持。

感恩與代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