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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

尼希米記 8:1-18

的前奏
吳克定牧師
加神多倫多署理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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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國肯塔基州 KENTUCKY 的 ASBURY SEMINARY 阿斯伯裡神學院 ( 現
在是 ASBURY UNIVERSITY 阿斯伯裡大學 ) 是美國循道衛理宗派 WESLEYAN
TRADITION 最大的神學院。這學院最著名是在歷史中屢次經歷屬靈的大復
興。不知怎的每次都常在二月份發生，像 1905 二月，1908 二月，1921 二月，
1950 二月，1958 三月，1970 二月三日，1992 三月。是否與新的學期開始有
關？最近期一次是 2006 年二月在學生週會 STUDENT CHAPEL 之後，連續四
天不停斷的敬拜讚美和禱告！
現在我們也是加神新學期開始，或許當我們全心仰望上帝時，聖靈也會
賜下大復興？
這也正是這段經文，以色列民在異邦被擄 70 年後，受神管教回歸，現
在尼希米帶領下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完成時，經歷的大復興。有以下重點值得
我們借鏡。

(一) 復興的條件
1. 重視神的話 - 當日是猶太人年歷的七月 ( 大概我們的九月份 )，當
文士以斯拉，與省長尼希米合作將摩西的律法書帶來，從清早到晌午，在眾
男女一切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而且以斯拉一展開
書，眾民都站起來。而且都舉手稱頌和低頭俯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尼 8:1,
5-6)

2. 教導神的話 - 在特為此事而搭的木
檯上，以斯拉本人朗讀，但是檯下，他右邊
有 6 位，左邊有 7 位；另外還有巡迴在會眾
中再有另外 13 名利未人，他們全部都作聖
經老師，像教會的小組組長般，不斷解答會
眾的問題，也幫助他們明白神的話語。( 尼
8:4, 7)
3. 明白神的話 - 8:8, 12, 13 都屢次
重複民眾要明白所唸律法書上神的話。
4. 實踐神的話 - 原來當時眾民明白神
的吩咐是每七月的吹角節和住棚節節期，是
要搭帳棚來記念當年在曠野神的供應和同
在，但是原來自從嫩的兒子約書亞到如今他
們都疏忽沒有遵行。所以現在既聽得明白，
眾民立即上山將橄欖樹、蕃石榴樹、棕樹
砍下樹枝搭棚照樣行，於是眾人就大大的喜
樂！所以明白了神的話就要遵行。

(二) 復興的渠道
1. 全職與帶職 - 文士以斯拉是一生專
心以「定志考究 (STUDY), 遵行 (OBEY) 和
教訓 (TEACH) 耶和華的律法；和以律例典
章教訓以色列人。」( 拉 7:10）；而尼希米
則是亞達薛西王的酒政，卻成為猶大省長，
興建耶路撒冷城牆。
2. 聖職與庶務 CLERGY VS LAITY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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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帶著召命，主動地求王讓他回祖國去建造城牆 ( 尼
2:5, 18) 可見得我們每一種的「俗務」都可變成聖工。

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
的力量。」”( 尼希米記 8:10)

3. 專職與義工 - 我們社會上每一種工作都應從謀生
工作 (OCCUPATION) 提升及專業 (PROFESSION), 再致召
命 (VOCATION)。以斯拉和尼希米兩人都能出於召命，對
上帝的忠誠，雖然站在不同的崗位，都對擴展神的國度，
建立神的子民，和諧合作，有無限的貢獻。

3. 真情流露的敬拜 - “…眾民就都站起來…就低頭 , 面伏
於地 , 敬拜耶和華。”( 尼 8:5-6)“當神在權能中出現時，祂有
時會帶來安靜，沉默，崇敬和敬畏。祂聖靈仍然很微細的聲音被
聽到了。人們驚奇地在永生上帝威嚴面前低頭敬拜。’耶和華在
祂的聖殿裡 ; 願全地在祂面前靜默。( 哈 2:20)” ~ JOHN STOTT
司托德牧師 ~

4. 教牧及長執 - 正因如是，作為神學院訓練出來的
傳道人，一定要學懂如何欣賞、尊重和鼓勵與教會長執衷
誠合作，杜絕權力鬥爭，這樣教會復興可期。
5. 門訓及組長 - 既有至少 26 位名字的利未人被記
載為解釋聖經的組長 ( 尼 8:4, 7), 一定是極其重視門徒
訓練，並要為產生更多對神話語有基礎的領袖，也能教導
別人的人。( 提後 2:2）

(三) 復興的果效
1. 知罪悔改的哭泣 - “尼希米省長、以斯拉祭司文
士，和教導百姓的利未人對眾百姓說：「今日是耶和華—
你們 神的聖日，不要悲哀，也不要哭泣。」這是因為眾
百姓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尼希米記 8:9) 他們是
因聖靈光照，知道原來一直多年來沒有遵守神的話語，便
哭泣了。“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要將歡笑變為悲哀，
歡樂變為愁悶。 要在主面前謙卑，他就使你們高升。”( 雅
各書 4:9-10)
2. 醒悟更新的喜樂 - “尼希米對他們說：「你們去
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

4. 全民投入的參與 - 「眾民」此詞語出現至少 18 次。復興
臨到的教會都是人人侍奉，全民皆兵的運動。
5. 相愛合一的見證 - “眾百姓去吃喝，也分給別人，都大
大喜樂，因為他們明白所教導他們的話。”( 尼希米記 8:12) 就
正如初代教會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之後 :“信的人都聚在一處，凡
物公用，又賣了田產和家業，照每一個人所需要的分給他們。他
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
坦誠的心用飯，讚美神，得全體百姓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加給他們。”( 使徒行傳 2:44-47)
6. 享受遵從的滿足 -“從被擄之地歸回的全會眾就搭棚，住
在棚裏。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
行。他們都大大喜樂。”( 尼希米記 8:17)  
每逢大復興臨到時，一定是當會眾聽明白神的話語，並且切
實遵行而恢復以神為樂的滿足！當我們「加神」師生都願重新奉
獻，委身研讀明白和遵行神的話語，以「講解真道、裝備教會」
(EXPOUNDING THE WORD AND EQUIPPING THE CHURCH) 為宗旨，
加上我們持續地禱告，但願天上傾下復興的靈火，福音遍傳，神
的眾民就滿足而喜樂！

請為加神在英國和歐洲的招生禱告，求主預備人心。

加神 卡加里
代禱事項

為在讀的學生禱告，本學期的功課較為繁重，願主賜給他們智慧和力量，使他們能夠很
好地管理自己的時間，以便他們能夠照顧家庭，在教會中服侍，同時參加神學院課程。
求主幫助我們，在加拿大和英國推動本科課程--基督教聖工學士課程（Bachelor of
Christian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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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023年5月要舉辦的 神學延伸課程“行走中塑造生命”禱告。雅各布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是位於西歐的一個古老的朝聖路網，終點在西班牙西北部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 。本課程透過與同伴一起走雅各布之路，日日親近神，得到全人
的操練和更新，在朝聖中與神親近。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C( 簡稱【加協】) 於 2004 年 3 月正
式在安大略省省會多倫多市註冊成立，正因為是眾教牧同道一致認
同華人神學教育的使命迫切性而從神領受的異象。為了能長遠有效
推動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的事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簡稱【加
神】) 於 2006 成立。並由【加協】代表【加神】與天道大學 (TYNDALE
UNIVERSITY) 於 2006 年簽署合作協議書提供華人神學教育的裝備。
蒙神的引領，歷年來【加神】持續提供道學碩士 , 基督教研究碩士 ,
宗教教育學士及其他校外進修課程。

陳國瑄長老
加神多倫多署理副院長（行政）

加神多倫多
– 新組識, 新人事, 新運作

過往 16 年，憑藉神的恩典和引領，看到一批願意為華人神學教
育擺上的老師和同工們，也帶領一批蒙神呼召到神學院受裝備的同
學們。迄今【加神】一共裝備 163 位畢業生在國內外的教會及各類
型宣教機構服事 , 廣傳救贖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新組織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 ( 簡稱【加神多倫
多】) 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正式在安大略省省會
多倫多市註冊成立。【加神多倫多】常年會員大會
於今年 4 月 22 日正式通過修改【加神多倫多】的
行政組織架構 ( 參見附圖一 )。

院長也是由院長委任。協助院長管理和安排學院有關的行
政和財務，包括人事部和辦公室、財務收支和核數、以及
拓展籌款等事宜。行政副院長是財務委員會的主席。財務
委員會負責整理和收集每年的財政預算建議，然後呈交給
財務理事會審批。

新人事
按照【加神多倫多】常年會員大會上所通過的新的行
政組織架構，於同日委任吳克定牧師 / 博士為署理院長和
陳國瑄長老 / 博士為署理行政副院長。並定於今年 7 月 1
日上任，任命為期一年。

附圖一

這新行政架構包括一位院長，兩位副院長 ( 分別主導學術
和行政 ) 和兩個理事會。董事會委任院長和副院長及理事會
所有理事。
理事會 : 教務理事會 (ACADEMIC COUNCIL) 和財務理事會
(FINANCE COUNCIL) 分別處理和議決有關學院的學術和行政兼
財務事宜。理事是董事會的董事。院長和學術副院長是教務
理事會的常任理事，沒有投票權。教務理事會審核學術委員
會所呈交有關學院所有課程的更改，包括課程的增減，和聘
用學院的授課老師。院長和行政副院長是財務理事會的常任
理事，也沒有投票權。財務理事會負責每年財政預算案的最
後審批，然後呈交給董事會核准。
院長 PRINCIPAL: 院長是學院最高行政和決策的負責人。
統籌治理學院一切的院務，並代表學院向外界作為公關聯繫
人，也是負責為學院籌款的代言人。
學術副院長 VICE PRINCIPAL (ACADEMIC): 學術副院長由
院長委任，協助院長安排和管理學院有關的課程、授課的老
師和報讀的學生。學術副院長是學術委員會的主席。學術委
員會負責例常審核提供的課程，是否有更改或增減的需要、
建議増聘學院新的授課老師、處理學生錄取程序、報讀和修
課、學生靈命塑造和活動等事宜。
行政副院長 VICE PRINCIPAL (ADMINISTRATION): 行政副

經過數週的掘發，物色和聯絡，神差派和感動學院四
位資深的老師出任學術委員會 (ACADEMIC COMMITTEE) 的委
員。吳院長於今年 9 月 8 日向【加神多倫多】董事會推薦
王建熙牧師 / 博士為學術副院長 ; 方豪牧師 / 博士擔任道
學碩士課程主任 ; 高呂綠茵博士擔任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
主任和蕭智雄牧師 / 博士擔任宗教教育學士課程主任。董
事會於當天接納吳院長的推薦，任命即日生效。

新運作
【加神多倫多】提供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宗
教教育學士等三個學位的完整課程。一所結構成全的神學
教育的學院需要建基於完好的運作和配合。可以從學術、
行政、財務和拓展四方面來探討，並由四大支柱去支撐【加
神多倫多】的穩建成長和發展 ( 見附圖二 )。

學

行

財

拓

術

政

務

展

附圖二

學術的支柱 :【加神多倫多】的主要任務是提供華人神
學教育的訓練、重視和闡釋聖言、裁培神國未來合神心意
的工人。明顯地指出課程的設計和授課的操作必須達到應
具備的學術要求、所有的學科和課程必須符合神學協會認
證協會所制定的要求規格。在學術副院長的督導下，學術
委員會可以擔任並執行這項任務、推動學生尊重和研讀神
的話、裝備服侍的心志和技巧、並培育屬靈生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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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的支柱：即使有完善和獲得認證的課程、一批忠心耕耘又有
教學負擔的老師、以及願意接受裝備的一群勤奮學生，仍然必須從學
院的行政上提供和安排應有的老師和校務協助和管理、在授課和學生
修讀過程中一切的運作給予適當的支持，並且處理報讀的新學生從申
請到接纳的整個過程中提供一切的幫助等事務。

加神 多倫多
代禱事項
感謝主的預備，加神多倫多董事會所委
任的署理院長吳克定牧師/博士和署理行
政副院長陳國瑄博士，已於7月1日正式
上任，為期一年。董事會也於9月份委
任王建熙牧師/博士為加神多倫多學術副
院長，並與方豪牧師/博士、高呂綠茵博
士、蕭智雄牧師/博士成立學術委員會，
負責課程改革與增減、聘請老師、處理
新生錄取程序、學生修課、靈命塑造和
學生校內活動等事宜。任命於9月生效。
感謝主帶領9月秋季開學師生退修會順利
進行，主題為：“復興的前奏”，由吳
克定牧師/博士和陳國瑄博士擔任講員。
求主保守新學年課程的教與學，保守老
師和同學們的身心靈健康。
學院於10月8日於天道大學校園舉行步
行籌款活動，當天除了有集體敬拜和禱
告的時間，還有potluck和精美小吃分
享。籌款目標為十萬元。
普及神學課程 – “十字架的道理“將
於10月22日至11月5日三個星期六下午
1-5時透過網絡舉行，課程講師為王成偉
牧師。報名詳情請瀏覽加神網頁：www.
ccst.ca.

財務的支柱 : 獲得學術和行政兩大支柱上的妥善安排之後，從經
費層面去支持學院的一切運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環。自從 2016 年以來，
【加神多倫多】每年的財政開支預算都超過加幣一百萬元。這龐大的
開支需要有足夠的奉獻，更需要有良好、完善和嚴格的財務管理。學
院的會計師負責收取透過奉獻方式的奉獻和其他非奉獻的收入，也處
理出納的事務，並負責核數以碓保數據無誤。財務理事會除了審核每
年的開支預算，也擔任財務監督的任務。
拓展的支柱 : 為了保證【加神多倫多】有足夠的學生報讀，以及
儲備學院運作所需要的款額，拓展部門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學院需要
透過柘展的程序與地方教會和宣教機構有密切的聯繫。祈盼報讀神學
生的來源能來自教會或機構的牧長推薦和鼎力支持。教會或會眾和基
督徒的公司可以透過奉獻支持學院的經費。學院和教會的關係或拓展
事工主任可以帶動院長和師生們去承擔學院的代言人或見證人，接洽
並徵詢機會和到各教會作推展和宣傳的工作、引介新學生、並鼓勵信
徒們樂意奉獻。

結語:
從以上四個支柱的描述，更能認清和瞭解互相運作的相關性。任
何一個支柱都不能缺少或不平衡，並且這四個支柱有它們的順序性。
更説明【加神多倫多】能夠成為合神心意的學院必須在這四方面的運
作上互相搭配。祈求神賜給【加神多倫多】一批蒙神選召和敬畏神的
同工團隊，帶著誠篤無偽和同蒙恩召的心志，靠著遵行神的話和神所
賜的能力，去完成所托付去訓練和裝備神國未來工人的使命。
感謝神，十八年前神將培育華人神學教育的異象和使命賜給一批
前輩的牧長們，當今是晚輩的同工們齊心努力，迎頭趕上，傳承他們
的異象和使命。祈盼神使用我們靠著學術、行政、財務和拓展四大支
柱去支撐【加神多倫多】，深願神所差派新崗位的同工們，按照新组
織的架構模式去建立神所要建立的華人神學院。

請繼續為多倫多校區獨立頒發神學學位
的申請案一事祈禱，求主為學院未來進
一步的發展開通達的道路。

加神 國際使命學院
代禱事項
感謝主帶領國際使命學院進入第二年，求主保守學院結合後疫
情宣教工場的需要，把握宣教時機與時代脈搏，栽培出具有使
命感及為福音大能作見證的宣教士。
教務長杜枝生牧師師母開始在柬埔寨使命學院的服事，在工場
的一切對他們來說滿了新奇和挑戰，求主保守眷顧他們有好的
適應，賜福他們身心靈興盛，大大使用他們成為更多人祝福！
為著學員們禱告，求主賜給他們屬靈悟性，幫助他們在學習、
服事、家庭生活與個人成長方面得以平衡發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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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院長盧潔香宣教士任重道遠，她需要從神而來的智慧力
量，使她在教會與學院事工，培訓神學生與本土同工，以及激
烈的屬靈爭戰中得以平靜安穩。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董事會為區應毓
博士舉行榮休感恩晚宴，為區博士過去十五年擔任加神院長一職表
達由衷謝意。當晚筵開四十三席，超過四百三十人參加，包括了加
神的董事、老師、校友和同學們，天道大學的同工，和多年與區院
長同工的教會教牧及長執、差會及福音機構同工。加神多倫多董事
會主席麥振榮牧師與天道大學校長 DR. MARJORY KERR 向區牧師致
送紀念牌匾和禮物，董事會也在晚宴上宣佈成立“區應毓牧師師資
儲備基金”，為學院老師提供進修所需的資源。

區應毓博士
榮休感恩晚宴

天道大學校長Marjory Kerr博士向區院長致送紀念禮物

麥振榮牧師向區院長致送“以生命影響生命”紀念牌匾
區牧師一家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代禱事項
經過兩年疫情，學院定於10月22日舉辦異象分享午餐會，主題為：“要作更大
的事”，向各位主內同工報告過去兩年的發展及分享未來的挑戰，請禱告記念
此次活動，求主保守和引領此次活動。
請為1月博士班新生禱告，求主賜他們智慧能力投入全新的學習旅程。
為正在完成論文的博士生禱告，求主加給他們智慧和力量完成學業，使他們的
研究切實地幫助華人教會。
本院畢業生黃愛淳博士的畢業論文《看孩童畫信仰》即將出版，求主使用本書
為兒童培育事工提供新的創意教學。
為2023年學院未來的發展禱告，無論是在全球的課程拓展，還是學院行政管
理，都蒙主恩手引領扶持，使用學院的事工為主作更大的事。

加神多倫多董事會在
區牧師榮休晚宴上公佈了
委任吳克定牧師 / 博士為
署理院長、陳國瑄博士為
署理副院長（行政）的消
息，並在九月份開學時舉
行的退修會上公佈委任王
建熙牧師 / 博士為署理副
院長（學術）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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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Canada L4R 9Z4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880-3983 647-797-2648
admin@accte.ca www.accte.ca

加神多倫多

加神卡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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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211, 240 Midpark Way SE., Calgary,
AB Canada T2X 1N4
Tel: 587-968-8100
info@ccstcalgary.ca www.ccst.ca

加神・國際使命學院
#99, Street 294, Sangkat Boeng Keng
Kang Ti Mouy, Khan Boeng Keng Kang,
Phnom Penh, Cambodia.
Tel: 855-12-848545

ccstmission@gmail.com
mission.ccst.ca

675 Sheppard Ave. E., Toronto,
ON Canada M2K 1B6
Tel: 647-478-8574
info@ccstisce.ca www.ccstisce.ca

「加協」現接受電子轉帳 (e-transfer) 奉獻，
電郵是 donate@accte.ca，如需要退稅收據，
請在 memo 一欄填上地址。

網上奉獻請登入
donate.ccst.ca

2022年1-8月財務報告
加協/
加神（多倫多）

國際基督教
教育學院

總結
（不敷）

收入

$376,020

$51,483

$427,504

支出

$586,515

$58,996

$645,512

結存

-$210,495

-$7,513

-$2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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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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