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名 書名 

古氏新約神學(上冊)  古氏新約神學(下冊)  信徒神學  

基督徒社會觀  被提-災前、災中或災後？  救贖進程  

基督教科學觀  信望愛-聖經倫理學導論  女人與事奉-四種觀點  

基督教神學與教義圖表  聖靈古今論-

從聖經、歷史、神學看神的

同在  

靈恩神學與歷史探討  

創世啟示  基督教神學(卷一)  基督教神學(卷二)(增訂本)  

基督教神學（卷三）  更新我心-

從聖經、歷史、神學看靈命

成長  

新譯西敏信條  

跨文化倫理學  可有一席為你？-

後現代情境下的神學反省  

榮耀光中活水泉-

論救恩與靈恩  

不可討價還價的神？  衛道學概論-

以神為本、榮耀神的衛道學  

基督教教義史  

屬靈實際的追尋-

從聖經、歷史、神學看倪柝

聲的思想  

二二八的省思  舊約神學—

當代爭論的基本議題  

基督人：賈玉銘的靈命神學  聖地之旅錄影帶（套）  傾聽憂鬱之心(新版)  

以一不能蓋全-

多元化教會增長策略  

政教的分立與制衡-

從聖經看政教關係  

治理事的-

一種系統思考模式教會管理

以服務會眾  

教會中的牧養關顧  壓力終結者-有效的壓力處理  實用有效放鬆術(1+2)CD+壓

力終結者  

米氏基督教輔導手冊  饒恕的人有福了  基督教諮商倫理  

聖經輔導入門-

輔導原則與實踐的基本指南  

健康的教會-

十個讓教會健康的特性  

健康的教會實踐篇  

華神老師出版著作 

由於書目已達三百多套,未能盡錄,請上 www.cescan.org 網瀏覽更多著作 

華神老師出版著作 

由於書目已達三百多套,未能盡錄,請上 www.cescan.org 網瀏覽更多著作 

顧問的話 

二十一世紀神的僕人須要具備淵博的學識，健全的靈命和熟練的服事技

巧。靠著神的恩典，加拿大華神努力栽培這樣的人才讓主使用。 

Blessings,                                                                                        

Joseph Wang (王守仁) 

老師的話 
盼望我們全能的上帝，能夠更多地賜福加拿大華神，在未來的歲月：更多的

智慧，更多的豐富，更多的引導。我們也忠心地希望若干年之後，加拿大華

神能夠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神學院，造福也造就在加拿大地區的所有華人教

會和信徒。                     王貴恆 老師 

 

華神的建立與存在是為了裝備合神心意的僕人領袖,  讓每一位畢業生都在學

識、靈命、事奉上均衡發展,  願加拿大華神與教會有美好的合作,  以至能夠在

未來的日子當中繼續擴張你們的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 放長你的繩

子,  堅固你的橛子, 願主大大使用你們, 阿們！    

                        廖元威 老師 

 

加拿大華神分校的設立, 是為了兩個目標:  希望訓練華人在外邦，讓更多蒙召

的人像以西結被上帝使用。另外，美國、加拿大已經在離開神, 越來越墮落。 華

人教會在這個地方可以成為歐美教會的祝福,  因此這個神學院的功能是訓練

更多的傳道人。                                  吳獻章 老師 

                 

非常興奮聽到最近加拿大華神搬進新的地方,  求主繼續使用這個地方, 可以

栽培更多合神心意的僕人, 願你們的同工團隊建造一個好的神學院,  求神與

你們同在！            周學信 老師 

 

衷心的祝福你們在學習神的話語上能夠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願你們都能夠

成為神忠心的僕人！                        葉雅蓮 老師 

 

麻雀終於找到房屋, 燕子找著抱雛之窩,  新校舍的成立應該對同學的團契生

書名 書名 書名 

愛網重重 摩西五經導論 但以理書講解-

從福音角度看但以理書 

新舊約背景與年代表套書 思想起-從舊約看 傾聽憂鬱之心(新版) 

基督教中文期刊標題索引 

(1987-1990) 

教牧協談概論 以一不能蓋全-

多元化教會增長策略 

卡森神學與教牧講座DVD 基督教教育概論 政教的分立與制衡-

從聖經看政教關係 

作三一信仰的基督徒DVD 教會藍圖 治理事的- 
一種系統思考模式教會管理

以服務會眾 

預言解釋 心靈醫學– 

精神醫學與教牧神學 

教會中的牧養關顧 

偏差溯源 從聖經看長執 壓力終結者-有效的壓力處理 

早期基督教教義 靈命知多少 實用有效放鬆術(1+2)CD+壓

力終結者 

舊約詩歌智慧書導論 創意聖經教學 米氏基督教輔導手冊 

靈修日誌 教會增長的秘訣 饒恕的人有福了 

馬可福音歸納式查經 教會行政管理學 基督教諮商倫理 

約翰福音敘述與主題 當代教會傳播 聖經輔導入門-

輔導原則與實踐的基本指南 

羅馬書註釋 (上冊） 教會成人教育 健康的教會-

十個讓教會健康的特性 

羅馬書註釋 (下冊) 新約解經式講道 健康的教會實踐篇 

啟示錄注釋（上冊） 典型在夙昔 行在其間-

畢維廉教授論文暨退休特輯 

啟示錄注釋（中冊） 實用解經講道 愛的挑戰-戴紹曾牧師講道輯 

啟示錄注釋（下冊） 實用解經講章 勝任輔導<<聖靈的勸戒>>實

踐本 

Osborne啟示錄註釋（上冊）  豐盛生命面面觀 當代心理治療 



書名 書名 書名 

希伯來文化與聖經19卷  哥林多前書26卷  釋經講道 

（約翰福音）1995年7卷  

舊約釋經講道 （1995）4卷  舊約工作坊（1995）3卷  舊約工作坊（1995）3卷  

新約工作坊（1995）3卷  希伯來書20卷  信仰與文化27卷  

創世記15卷  如何促進教會質的增長 (4卷)  1996研經培靈會 

（研經）4卷  

天國子民的憲章– 

登山寶訓（1996研經）4卷  

神學補遺18卷  1996研經培靈會 

（培靈）5卷  

聖靈真理17卷  新約神學（1996）20卷  釋經講道學理論 

（1997）4卷  

講道示範（1997）4卷  釋經講道講章操練 

（1997）7卷  

工作坊（1997）3卷  

釋經講道（1997）4卷  1997研經培靈會 （培靈）5卷  1997研經培靈會 

（研經）4卷  

釋經學進階（1994）26卷  1997研經培靈會 （研經）4卷  1998研經培靈會 

（研經）4卷  

1998研經培靈會 （研經）4卷  1998研經培靈會 （培靈）5卷  監獄書信20卷  

啟示錄19卷  苦難神學22卷  基督化精神醫學與心理學20

卷  

1999研經培靈會(4卷)卡帶  摩西五經29卷  聖靈（上）14卷  

聖靈（中）12卷  信仰之環  神、啟示、權威 （II）  

神、啟示、權威 （III）  千禧年四觀  神、啟示、權威 （IV）  

舊約倫理學探討  舊約神學探討  祇是道德  

偏差的誘惑  誘惑的超越  賴氏新約神學(上、下合訂本

)(精裝)  

華神老師出版著作 

由於書目已達三百多套,未能盡錄,請上 www.cescan.org 網瀏覽更多著作 

華神老師最近出版的新作 

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約拿書註釋  

 道 聲 出 版 社    

吳獻章 老師著 

新約希臘文的慣用語 

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出 版 社  

作者：斯丹利 .  波特 

葉雅蓮 老師譯 

目睹生命之道 

-解讀約翰福音 

校 園 書 房  

陳濟民 老師著 

舊約中的彌賽亞預言 

道 聲 出 版 社  

 

賴建國 老師著 

希伯來書  

明道社有限公司 

吳存仁 老師著   

天註：彌迦書 那鴻書  

天道書樓出版社 

胡維華 老師著   

詩篇-

默想式生命讀經(下冊)  

天道書樓出版社 

陳興蘭 老師著  

獅子坑裏的職場戰士-

但以理書註釋  

校園出版社  

吳獻章 老師著  

五經導論  

香港天道書樓出版  

賴建國 老師著  

新約希臘文基礎 

華宣出版社 

葉雅蓮 老師審定 

 張奇軍 譯  

馬可福音(卷上) 

香港天道聖經註釋系列 

葉雅蓮 老師著  

踏不死的麥種 

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 

周學信 老師著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e9%81%93%e8%81%b2%e5%87%ba%e7%89%88%e7%a4%be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e9%81%93%e8%81%b2%e5%87%ba%e7%89%88%e7%a4%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