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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院 加拿大學區 印發

跨 世 紀 的 傳 承
戴紹曾創辦 "中華福音神學院" 是承繼先祖 戴德生 "福音本色化"的思考
今年是戴德生來華宣教 150 週年紀念，不少地方都在掀
起不同的紀念活動。其實戴家的故事穿越兩個世紀,橫跨
歐、美、亞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區，直貫祖孫九代
人,而其中五代人直接與中國教會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
戴德生是中國內地會創辦人, 1832 年出生於英格蘭邦士
（Barnsley）,1854 年來華,1865 年創
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將克理威廉（William Carrey, 1761-1834）所開啟的基督教宣
教“沿海時期”（Coastland Era）向
前推進到“內地時期”（Inland
Era）。
戴德生於 1854 年 3 月 1 日抵達上海,
1856 年 10 月遷居寧波，展開在華第
一期的六年事奉。那時,中國因鴉片戰爭被迫開啟通商五
口;民心仇外;太平天國定都南京與清軍對峙.他在戰火與貧
寒交迫中;在文化與言語雙壓下,堅心依靠神。他剃髮、蓄
辮、穿中國服,帶著基督的愛深入民間;寧波人相繼接受耶
穌,日後成為他得力的助手。 1858 年初,他與瑪莉亞
（Maria Jane Dyer, 1837-1870）結婚,二人同心同行,事
工大得進展。但他的健康卻消磨殆盡,1860 年 2 月 14 日他
在病榻上寫信給新婚的大妹與妹夫（Amelia & Benjamin
Broomhall）說：“親愛的弟妹,來吧…請過來幫助我們。
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
救主,我們為他所做,會嫌太多嗎？”
原來,戴德生對中國的愛,來自他對基督委身的愛;是更
高、更深,也更徹底的愛。
創立中國內地會- 戴德生於 1860 年 7 月離華返英休養
近六年, 關鍵時刻發生於 1865 年 6 月 25 日柏萊頓海灘。
為了千萬中國人的靈魂,他祈求神差遣 24 位甘心而能幹的
工人,和他一同到中國內地去。兩天後,他以十鎊英金存入
銀行,於是中國內地會成立了。
神果然應允了他的禱告,除了已差出的 8 位（稱“蘭茂
密爾先驅團隊”pre-Lammermuiur team）,又賜給他 16 位
同工,合為 24 位；而這 16 位連同戴德生、瑪莉亞（共 18
位成人）,及戴家 4 個孩子,共 22 人,於 1866 年 5 月 26 日

搭蘭茂密爾號啟程來華,史稱“蘭茂密爾團体”
(Lammermuiur Party）。“內地會精神”- 在宣教史上成為
新的里程碑：
1) 內地原則：以從未聽聞福音的內地為第一優先；
2) 本色化原則：傳福音認同中國人（剃髮、蓄辮、穿華
服、住中國式的房子）; 工作以訓練中國同工,自立、
自養、自傳為目標；總部設於中國本土；
3) 信心原則：不勸募、不舉債,整体憑信心仰望神；
4) 合一原則：不分宗派、不分國籍,強調合作的夥伴關係；
5) 同工原則：不在學歷或頭銜,乃在屬靈生命,並啟用單身
婦女與帶職基督徒。
培植中國同工-1866 年 11 月內地會搬入杭州市新街巷一
號,成立杭州總部.傳道之外兼設診所,信主的人越來越多。
1867 年 5 月舉行第一次洗禮,7 月按立王來全為牧師。團隊
繼續向未得之地前進; 杭州教會由麥卡悌(John McCarthy)
夫婦與王來全負責;1870 年,信主一年的蘇州青年任檉園到
杭州學道,日後成為王來全女婿,1877 年按牧,協助牧會；王
來全則成為浙江北部眾教會的監督。
戴德生說：我看我們外國宣教士,就如建屋時所搭的鷹
架，房子建好，鷹架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遷移愈好；這
樣就可以在別處再做同樣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到足以遷移,
甚至不再需要我們,愈對福音未到之地有好處。”
繼續前進到內地 - 戴德生在揚州與鎮江時期（18681874 年）,雖歷經了教案、輿論壓力與親人的生離死別；然
而,靠著主,他都得勝有餘、繼續前行。
內地會第二個十年,戴德生以武昌為進入內地九省的根據
地；同工們或徒步、或舟車，向西、向南、向北，走出了風
起雲湧的一部內地開拓史。
第三個十年,由於劍橋七傑的投身（1885 年）,一百新兵
的差派（1887 年）,千位宣教士的徵召（1890-1895 年）,夥
伴差會的加入,與內地會第二代的興起,更多基督精兵在戴德
生帶領下向內地前進。
第四個十年,戴德生因健康崩潰而退休、庚子教難奪去
79 位寶貴同工的生命；內地會在何斯德（D. E. Hoste,
1861-1946 年）的帶領下繼續前進…。
戴德生兒子戴存仁牧師（Rev. Herbert Taylor）.孫為
戴永冕牧師（Rev. James Hudson Taylor II）是九個孩子
（轉下頁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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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的傳承
（續 篇）

半個世紀的祝福
吳勇長老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創院主席

中唯一成為中國的宣教士。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今年二月七日由台灣基督徒地方教會主辦了“吳勇長
Hayes）出身於循理會基督教家庭背景,有極強的教導恩賜,分 老安息十周年紀念聚會”。 也許你對吳勇長老的名字感
別在中國開封和西北等地和台灣創立了聖經書院。
到陌生,就讓我們趁此認識一下：
戴紹曾於 1929 年 8 月 12 日生於中國河南開封宋門關,是
吳勇（1920/1/8- 2005/1/9）是台灣基督教的長老,在
戴德生的第四代曾孫，妻子戴賴恩（Leone Tjepkema）。他 華人基督教界頗具影響力的傳道人。他生於廈門,兩歲時
從小頑皮叛逆,因少與中國孩子接觸而有民族優越感。又因父 全家搬到新加坡, 從小眼見中國人受盡英國人的欺壓,因
母經常外出奔波而少與孩子談心。所以，他對中國人和上帝 此萌生反英的心理。稍長、在學校鼓動學生們愛國,策劃
隱含著敵意。1939-1945 的八年抗戰期間,戴紹曾又被迫與父 反英活動。1939 年被英國政府驅逐出新加坡。1945 年在
母分離,和爺爺、姊姊、弟弟和妹妹被囚禁在日軍集中營達三 福建泉州與賴多加女士結婚,同年進入中央警官學校教書,
年半之久,幼年時期的艱辛和苦情使戴紹曾立下絕不當傳道人 隨即奉命到台灣繼續在警界服務。1946 年於台北許昌街
的心志---即使當,也絕不到中國！ 1945 年戰爭結束,戴紹曾 國語禮堂決志信主,又創辦許昌街青年團契,並建立台北基
與其兄弟等在九月回到陝西鳳翔父母身邊。在一次勉強和父 督徒地方教會。1951/5/03,吳勇長老被診出罹患末期大腸
親前往安徽佈道會中,看見一位中國青年痛哭流涕地跪在台前 癌,手術時,醫生宣佈不治。然而僅僅 20 天後,得神憐憫奇
悔改,聖靈責備他：戰亂中有多少人失喪生命,而他原是該死 妙治愈,長老即開始全職服事。1952 年南京東路禮拜堂落
的,是神保守了他的性命！這個光照使他意識到自己對中國人 成,同時被按立為長老。
由於他這經歷,許多人慕名而來聽他講道而信耶穌。吳
的仇恨其實是針對上帝的,並且醒悟自己原來活在民族優越感
中,同時亦領悟神之愛是何等地深,隨即在那次聚會中悔改認 勇長老是教會領袖,對東南亞華人基督教會的影響很大。
60 年代,他開始推展華人教會的海外宣教工作。當時的我
罪,生命得到更新。
年少,卻有幸能在香港聽他的講道,滿有靈力,深受感動。
戴紹曾夫婦共育有二女戴美琳（Amelia Sue Taylor
吳長老在 1968 年創立中華海外宣道協會、1970 年中華福
Jackson）和戴美溪（Signe Jean Taylor Alsin）,
音神學院、以及 1981 年辦基督門徒訓練中心,1990 年代
一男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開始中國大陸宣教的工作。1992 年《不滅的燈火一吳勇
(也是台灣中華福
長老回憶錄》榮獲台灣新聞局頒發的圖書金鼎獎。2000
音神學院董事之
年初出版 33 卷吳勇全集。2002 年初開始錄製 DVD 事工。
一)。
造就了許多華人教會的傳道人,也是許多華人的祝福。吳
在台灣從兒子
勇於 2005 年 1 月 9 日凌晨在洛杉磯住家在睡眠中安息主
得的孫子女分別
懷,在世寄居 85 載。
為戴承約、戴承
書、戴承亞。女
兒們的子女加上
領養的共有六位,
故戴家第六代人
總共有九位。
戴紹曾在 1955 年 6 月踏上台灣成為中華循理會宣教士。
1956 年成為聖光聖經學院教師;1960 年接院長職位。1970 年
任中華福音神學院（簡稱"華神"）創院院長；戴院長創辦"華
神"是承繼先祖戴德生"福音本色化"的思考,也是推動跨文化
高等神學教育中心"華神"的關鍵。"華神"專門招收清楚蒙召
的大學畢業生,以"靈命、學識、事奉"三者並重為培訓原則。
1980 年戴院長出任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團總主任職； 1994 年在
香港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在中國開展專業
服務;至 2004 年卸任後仍擔任該會榮譽總裁。

(本文取材自 《舉目》39 期、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
九代蒙神恩、台灣華神 宣教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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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取材自吳勇長老、賴多加師母紀念文集)

榮 耀 之 路
陳濟民博士
經文：約十二 20-36
啟示錄形容榮耀教會的另一個特色——宇宙型的教會。
在廿一章中可以看到幾個重點，就是要襯托出這個本質。當
使徒約翰看見新天新地之後，就聽到有大聲音：「看哪，神
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
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廿一 3）這個主題有些微
妙的變化。當上帝說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兒
女，明顯是要信徒回想到耶穌。而在舊約中，上帝帶領以色
列人出埃及，祂曾與百姓立約，這約在歷史中一再的重覆，
從詩篇或先知書中，此主題也不斷題說。上帝要建立祂的子
民，也就是上帝帶領他們出埃及的百姓。但這批子民不只是
在舊約時代存在而已，使徒約翰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城牆有個
特點，就是城門是十二顆珍珠，這珍珠不單代表著以色列十
二個支派，他更揭櫫這城牆的根基是十二使徒。換言之，上
帝的子民不只在舊約存在，也是藉著十二使徒在這世界上繼
續發展。講到新耶路撒冷的子民時，使徒約翰更清楚的說：
城門是永遠開著。誰可以進去呢？不犯罪的人可以進去，是
屬乎萬民的，是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
己的榮耀歸與那城（廿一 24）。
今日華神的學生來自台灣以及海外各地，所以要把眼界
放得更大、更遠。因為在耶穌基督的寶座前一起俯伏敬拜
的，是全世界各處之人，這正是上帝的國、上帝的教會。她
跨越時空的隔閡，超越人間一切的藩籬，也因此教會的使命
是向普天下傳揚福音。
提及現代教會的趨向，可以用兩種趨向來表達：
一、注重教會增長；二、注重宣教。
筆者曾在富勒宣教學院教書，因此面對當今教會的兩個
趨勢，正出自富勒學院所推動，自覺於有榮焉。可是看見某
些教會雖受富勒神學院之影響，但實際所執行出來，心裡難
免責難，因為誤解富勒宣教學院所講的「教會增長」之真
諦。更令人傷心的是，在華人教會中，牧者不謹慎仔細的唸
聖經，只一昧的跟著西方宣教學家走，以其為圭臬，若是真
願意檢索華人教會自身所面對的景況，則會發現西方所講的
教會增長原則，不一定適用於自己的環境中.
過往年間筆者曾參與在北美港台華人教會的事奉中，發
現海外地區的教會增長，無形中深受美國資本主義的社會影
響，因此教會增長是需要「資本」。什麼意思呢？因為在現
今的大都市裡，要像幾十年前單槍匹馬從無到有的去開拓植
堂，是非常艱難辛苦。
第一個困難是沒錢租聚會場所，特別是居處於大都會，
其房價租金極其昂貴。幾個植堂成功的案例，都是五百人規
模的教會，於是差派二、三百人，依照植堂模式，購買位於
交通方便或高速公路附近之處,而且是很大的場所.

（中華福音神學院學前靈修會講稿）

一開始中、英文崇拜、主日學、各種大小聚會皆齊
全，於是人數增長立竿見影，但這種規模與投資是小教會
望塵莫及的。而在筆者牧養的教會，則發生另一種現象，
就是家長為了青少年的孩子的需要，於是就跟著孩子去到
別間教會。這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教會。
傳福音、建立神的教會，假如先天沒錢、後天缺人怎
辦？可以從啟示錄七教會中得到安慰，因為其中兩間大教
會，是受嚴厲的責備。一間是以弗所教會，她們什麼都
有，但被遭受責罵；另一間老底嘉教會，她們非常富有，
但主耶穌卻問：妳知道自己有多貧窮嗎？
而在啟示錄中，沒被指責的兩間教會：一是士每拿教
會，耶穌說妳貧窮，但是卻富有；另一個是非拉鐵非教
會，耶穌說妳雖只有一點力量，但是妳要成為得勝者，一
切仇敵要在妳面前跪拜。
原來教會居處貧窮、缺乏資源，弱小無力，這並不妨
礙神真正的教會，存在於在這世上，反而啟示錄說明教會
增長、傳福音最基本的條件——是有一群人他們敢死，意
即是一群殉道者。
啟示錄六章，使徒約翰看見一個異象，就是在祭壇下
有許多的殉道者，不住問上帝：什麼時候讓耶穌基督再來
這世界，建立國度、伸展公義？所得到的答案是：要再等
一等，因為數目還沒有足夠。第七章有一群不可勝數的殉
道者，站在耶穌基督寶座前歌唱敬拜。
上帝在世界上施展救恩，是要祂的百姓也為著耶穌基
督的道，而將自己的生命全然擺上，而且這些殉道者的數
目若沒有足夠，耶穌基督的國度是不會來臨的。因此，啟
示錄跟約翰福音有何關係？就是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必須
把自己的生命擺在祭壇上，約翰福音十二 24 說：「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當耶穌基督講這句
話真正的重點是——麥子落在地上，因為這是主要動詞。
麥子必須是死，否則結不出子粒，就如在約翰福音十二
（轉下頁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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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
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意即
跟隨耶穌基督的腳蹤行，而耶穌基督到了什麼地方？上十
字架與死亡，而後祂回到天父那裡去。唯有透過死亡，信
徒才看到生命的能力在那裡運作、延伸。
廿年前有一位西方的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檢索與研
究早期基督教教會的增長秘訣。在其研究中指出，早期教
會的基督徒是一群肯將自己的生命擺在刀口與死亡之下的
人。他特別舉出一例：早期教會曾發生過一次瘟疫，死了
很多人，當人們面對死亡的威脅時，直覺反應就是離開與
逃亡。因此許多有錢、有辦法的人，都離開城市，當時留
下的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得瘟疫者；另外就是基督徒。
這群基督徒留下來做什麼？
照顧在瘟疫肆虐下的病人。這位學者結論說：基督徒
贏得那時代的世界！
談及近代教會，就不能不提及中國大陸的教會。富勒
宣教學院曾提出十個教會增長的原則，沒有一項可以在中
國大陸教會中找到。
教會增長的原則第一項是要有一個好牧師。這在外界
的教會的確如此，因為好牧者致力於截然不同（Make a
Difference）。在台灣教會或華神過往的歷史中，處處看
見良牧典範，足以改變教會。可是在中國大陸，卻沒有好
牧師，在動盪時代中，他們不是殉道，就是在監牢裡，或
放逐遠方。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既無錢也沒牧人，中國
的教會怎麼增長？
這是上帝奇妙的大工！研究中國情勢的專家指出：當
世人以為中國教會已從地上消失之際，暗夜中屬神的教會
卻在這片土地上悄然成長。而這些專家中有些是新派的，
甚至連中國官方的三自教會都說：那是在嚴冬之後的春
天！
大陸的家庭教會說明了什麼？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也正
是耶穌基督對歷世歷代的宣告。當教會覺得缺乏人力、資
源之際，仍有增長之途徑。
啟示錄甚至揭櫫，在教會覺得擁有資源人力、恩賜豐
富，可以大有作為時，或許在耶穌基督眼中卻是羞辱與貧
窮，因為耶穌基督所走的是一條截然不同之路。當耶穌基
督要上十字架之前，約翰福音中記載耶穌基督所行的最後
一個神蹟——拉撒路從死裡復活。因著拉撒路的復活事
件，轟動了當時耶路撒冷的周圍地方，約翰福音說到有一
些耶路撒冷的人特意跑到伯大尼去，就是為了要看復活後
的拉撒路。然後此際耶穌基督卻定意要從伯大尼前往耶路
撒冷，因此當這消息傳開後，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之
際，當時場景是萬人空巷、凱旋入城的高潮，眾所擁戴唱
和著：和撒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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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中華福音神學院學前靈修會講稿）

約翰福音在描述這一幕的群眾情緒之高張，藉法利賽人之
口說出：「全世界的人都隨從祂去了。」即便法利賽人處
處掣肘的反對祂，卻是白費工夫，因為這是耶穌基督事奉
的高峰。
這群人有多少？聖經形容說，整個耶路撒冷的人都去
迎接耶穌，甚至上來過節的希利尼人也加入行列，換言之
這是一件轟動海內外的新聞。
耶穌不只受當地猶太人歡迎，也受海外的猶太人歡
迎，全世界都跟祂了。假如換做你我，一定異常興奮，因
為連希利尼人也來看我，表明我贏了！但耶穌基督焦點之
心中，卻是注目正在走的十字架道路。為什麼？因為在耶
穌基督的教導中，榮耀與得勝是必須從十字架上贏得的。
真正的榮耀不在眾人迎接祂進耶路撒冷；不在希利尼人也
要尋找祂，真正的榮耀是在十字架上彰顯出來的，而這樣
一條路容易嗎？絕非易路。
約翰福音經文的另一個特點，是耶穌基督看到這個景
況說—這是我得榮耀的時候。
約翰福音十二 27 說到：「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
才好呢？」然後耶穌又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
中文聖經把這當成是耶穌的禱告，而有些解經家認為這不
是禱告，而是耶穌的自問，因此不應用逗點，而應該是問
號。意即耶穌自問說：「我是不是應該在上帝的面前禱告
什麼？ 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
然而，不管用什麼標點，重點在於耶穌接下來說：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是禱告也好；還自問也罷，
但耶穌清楚知道這是祂來到世界的使命，也是讓全世人真
正能夠跟從祂之唯一道路。
接著耶穌基督說：「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記得
主禱文嗎？這不是主禱文的禱告嗎？「父啊，願你榮耀你
的名！」怎麼榮耀？
或許我們讀主禱文的時候，不會想到這一點，但是在
約翰福音中，約翰告訴我們上帝在耶穌基督身上榮耀祂的
名，就在耶穌基督走十字架道路上彰顯出來了。
有位天主教的神學家寫了幾本有關約翰福音信息的
書，從十二章開始他給了一個標題：「Glory, Not
Shame.」
在今日值得省思的是，雖然信徒會唱「十字架，十字
架，永是我的榮耀」，但實際生活若真正遇見十字架，需
要面對苦難與死亡，不單是猶太人不要，連基督徒也想逃
避。 所以當耶穌基督說：「人子必須被高舉，然後才能吸
引萬人歸我。」猶太人一聽，立即回應說：「在聖經中讀
到的是基督永遠不死，你卻說人子必須被高舉，這人子是
誰啊？」
十架上的基督是猶太人無法接受的；也是這世上所有
的人無法接受的。十字架的道路對耶穌基督而言， 祂一路
(續下頁 )

榮耀之路
陳濟民博士
走來不是沒有掙扎、沒有問號的，但祂知道「我原是為這時
候來的」。
在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後，看見祂真正被高舉，看到天下
萬國都要在祂面前俯伏敬拜，天下萬國萬民都要因祂進入上
帝的國度。
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榮耀，因為十字架正是上帝榮耀的
彰顯。而天上的父肯定耶穌基督所行所是，所以當耶穌基督
求父「願你榮耀你的名」之際，父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
名，還要再榮耀。」這是聖經的原則。
耶穌對全世界之人宣告，不管相信與否，十字架本身就
是上帝榮耀的彰顯，在這十字架上，世界的王遭受審判；也
是在十字架下，這世界所有的權勢都被趕出去，這正是十字
架的能力！
也許我們當中有些人自認已經放下很好的工作，來華神
裝備，不是已經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嗎？的確如此，但筆
者所要強調的是，這條十字架道路不是過往你作的一些決定
而已，而是從現在起你必須一直走的路徑！在華神怎麼揹十
字架？或許是背誦希臘文、希伯來文；或許是難以下嚥的英
文書籍，所以十字架的榮耀不是在教會事奉，受教會信徒的
誇獎與歡迎，而是在華神的圖書館裡專注研讀。這一關若沒
有通過，日後則會看見後果將如影隨形。
筆者是過來人，因為接受中文教育，所以不多機會接觸
英文書，在唸伯特利神學院的時候，書籍以英文居多。閱讀
英文已經非常辛苦，若是要背希臘文，更是今天背明天忘，
考試才複習，考試時腦袋卻一片空白，非常的痛苦。
就在那時上帝提醒筆者，來這裡是要作什麼？因此即便
非常痛苦仍是繼續追趕。日後則會發現過往的這些痛苦經
驗，其實對一生是很有功用的。
在事奉中經常要面對若將神的話語直接說出，其後果有
時是沒有辦法承擔的，特別是講上帝的救恩，祂對罪惡的憎
恨，有時往往會捫心自問：應該講嗎？應該這樣做嗎？若真
是如此去說與做，教會的長執、會友不喜歡時，又該怎麼
辦？因而所要面對的，可能就是失業、或是被棄絕。但在這
些以外，筆者以為華人教會中，特別在台灣教會，有兩方面
需要注意的：第一方面是海外宣教。這件事容易嗎？很困
難，尤其對弟兄特別難。十九世紀放眼望去，很多海外宣教
是女性做的。而現今教會的生態，華人的女性宣教士超過一
半甚至四分之三。為什麼？因為男性在這方面所承受的壓力
大過女性，華人的父母可以接受孩子作傳道人，但很難接受
去作宣教士。而成家的宣教士則更為困難，因為將要面對各
樣的難處，特別是兒女教育問題，導致許多信徒在最後一關
時，無法堅持的跑下去。第二方面，台灣教會目前面臨什麼
挑戰是「需要下鄉」。因為絕大多數的不信者是在這一區塊
之中。若是不去得著這塊地方，講什麼全民歸主其實都只是
空中樓閣。從過往華人歷史中可以看見教會問題的核心，就
是不願意走向最底層的地方。
廿世紀上半，共產黨業已開始注意到中國農村的需要，

(續)
（中華福音神學院學前靈修會講稿）

正確而言，這現象應該是從基督徒開始，雖然他們看見農
村的需要，但始終沒有做起來。廿世紀沿海的中國教會較
為興旺，很多人看見必須向內陸走，但尚未走出一條路徑
來。結果上帝藉著二次大戰，把沿海的人趕向內陸去，因
此內陸的教會就從那時開始成長。在一九五○年代有人看
到東南亞福音的需要，但沒有人願意走向前線，上帝又藉
著國共戰爭，將一些人送往東南亞去，因此當地的教會才
建立起來。可惜的是一九○○年至一九五○年，教會觸角
並未伸向農村，結果中國共產黨反而得到農村。若是不願
意付代價與死亡，就看不見上帝的福音在這世界上傳揚出
去。上帝不一定呼召你去宣教，也不一定差遣你去農村，
若是自身根本不去，就沒有任何條件或資格。因為要從事
海外宣教，或是農村工作真正能做起來，都市的教會必須
成為強有力的後盾與支持！在城市中事奉的教會，筆者有
幾個勸告：
一、不要因為教會的建堂所需，而影響教會對福音工
作的支持。建堂經費必須是在福音工作之外的收入，而不
是減少福音工作的支出用以建堂。
二、全力支持這些冒著困難走向農村、進入宣教工場
的同工，因為這些人不僅需要經濟支持，而且是把全家都
擺上去，在這樣的景況中，他們全家大小都需要被支持與
看顧。
現今教會所需要的是整體動員、人人參與。因為一粒
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每個人都願意自
己犧牲與投入，則會看見福音將會在這塊地方上成長、傳
開，雖然教會不一定擁有豐富資源與充足人力，但是若能
像一粒麥子死了，結出果子，這就是上帝榮耀的彰顯。因
為對世界上的人來說，你什麼都沒有，但唯一能夠做得到
的就是上帝的榮耀在十字架上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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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有耶穌

福音派神學

I’d Rather Have Jesus

MCS 學生 孫慕華

(節錄自聖詩史話 103 首)
I’d
I’d
I’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rather be His than have riches untol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houses or lands;
rather be led by His nail-pierced hand

Refrain: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I’d
I’d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en’s applause;
rather be faithful to His dear cause;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wide fame;
rather be true to His holy name

He’s fairer than lilies of rarest bloom;
He’s sweeter than honey from out the comb;
He’s all that my hungering spirit needs;
I’d rather have Jesus and let Him lead

這首詩的作者是米勒夫人(Rhea F. Miller 18941966),其生平不詳。但是作曲者喬治.謝伯偉(George
Beverly Shea)卻是現代著名的福音聖詩歌唱家。他出
生在加拿大，少年時全家遷居紐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
牧師，母親雖出生在基督化家庭又常在教會獻詩，卻不
肯接受耶穌為救主。
喬治在大學畢業後就職於一家保險公司， 他有一副嘹
亮的歌喉， 經常被邀在電臺和銀幕上演唱。 有一天,喬治
在家練琴時， 發現她母親放在鋼琴的這首米勒夫人的詩，
喬治隨手拿起，讀完之後心受感動，就在鋼琴上配上曲調，
他內心自問：“我終日忙碌到底為得是什麼？我若賺得全
世界賠上自己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太:16/26)這一是
他人生的轉捩點,他決心奉獻傳福音。 他辭去高薪的廣播
歌唱工作， 在 1940-1950 年間他跟隨《青年歸主運動》賓
士於美加各地。 二次大戰結束後，名佈道家葛理翰的佈道
團興起， 他加入該團擔任獨唱。三十多年下來，他這首《我
寧願有耶穌》感動了很多人，改變了很多人生命的抉擇。當
年美國總統宴請英皇時， 請一位印地安人的基督徒演唱，
在唱了幾首英國歌曲後， 唱出這首《我寧願有耶穌》，在
副歌還餘音未了時，英皇大聲說：“我也寧願有耶穌”。
在喬治.謝伯偉退休時，教友們為他募集一筆鉅款贈他做
養老金，他悉數捐出作為福音基金。每當他唱《我寧願有耶
穌》時，在場者皆為之動容。他沒有屬於自己的洋房汽車，
但神總是讓他無缺， 他常與達官顯要同席，但卻以終身事
主為榮。
真教會在 50 年代將這首詩收錄為附錄第一首，70 年代
改編為 103 首。(現載於….) 讓我們一起輕聲唱：我寧願
有耶穌，不要金錢；我寧願屬主，不願財富無邊：— 我寧
願有耶穌，不要塵世任何繁華，光榮…。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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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國內蒙恩得救的，到今年信主已整整 17 年了，
主在我身上的恩典千言萬語也說不完,我短短的見證, 求主
幫助我講得清楚。我感謝主，在我信主這些年中， 我很多
次被聖靈感動要把自己奉獻給主，但是真正要到把感動變
為行動， 我一直沒有信心邁出這一步，其中實在是因為自
己對世界還沒有死心， 對神的愛還不夠認識。但是神的手
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他一直做工在我身上， 開啟我，引
領我，直到我能夠真正認識他的愛，降服在他面前。我真
是知道自己浪費了許多年輕的時光，實在是虧欠主的恩
召，但是神說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當我迴轉向他， 我
曉得說， 神的恩賜和選召從來沒有後悔過。人縱然是失
信，但神仍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
選擇華神是神自己的帶領。我 2012 年正式移民加拿
大，在禱告尋求半年多的時間後，神帶領我第一次走進加
拿大華神，華神的背景和學校的福音使命以及為神國培育
肩負福音使命的工人的異象深深吸引了我，親近感由心底
而生。我看見雖然在遙遠的異國他鄉，神仍舊預備了一群
人，為我們的骨肉至親的得救毅然肩負起神的託付，這樣
的使命感深深地激勵我，我知道這也是神給我的命定和呼
召，我沒有理由再推脫退後。第一次看見華神的課程安排
表， 有幾個熟悉的老師的名字赫然紙上， 這些人以前是
在書里和電視（GOOD TV）上看見過的屬靈長者， 是我心
目中的明星，想到可以面對面親見他們，親耳聆聽他們的
教導， 讓我充滿興奮和期待。還有一個原因讓我選擇華
神，我身邊就有一個最好的見證， 這個學校的畢業生，
在教會裡一同服侍一同禱告， 親見他對主的忠心， 對弟
兄姊妹的生命成長的負擔，對教會復興的熱切，我說，主
啊，我也要像他一樣在你面前，忠心耿耿，一生不回頭。
就是我們華神的校友我的學長，我們美堅堂的謝飛鵬牧
師。
這些都是我個人情感上對華神的認同， 我相信也是神
親自引領我來華神讀書的原因， 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
因， 據我對華神的了解，華神是個絕對保守的福音派的神
學院，你可以放心在這裡學到最全備的福音真理，將你的
信仰紮根在最純正的福音派神學觀點上，不用擔心自己讀
了神學，到最後讀到不信派那裡去了。

輔導科課程學習心得
MCS 學生 李秀珍
我曾因著驕傲和無知而使自己的婚姻幾近觸礁.神憐
憫我，光照我，讓我得以認識他，從而使得深陷絕境的婚
姻峰迴路轉. 婚姻困境的突破帶給我許多新的思考和極大
的感動，正是這份持續的感動帶領我走進神學院，接受專
業的裝備，渴望幫助更多的人認識神，避免或走出我當年
的困境.
兩年的神學裝備不僅使得我更多認識神、順服神，在
專業方面也通過【家庭輔導】、【寧養及哀傷輔導的實務
及安樂死】、【教牧輔導與關懷】等課程的學習，幫助我
在面對教會婚姻、家庭、傷殘、憂鬱症、安樂死等具體問
題時，知道如何更好地去應對。作為未來的傳道人，當面
對弟兄姐妹實實在在的問題和困難時，如果沒有具體實際
的方法，只是一味引用聖經上的話語，往往大而無當，難
以實際幫到求助者。
在教會服事中，我們除了從事聖經的教導外，大量面
對的是會友在生活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如何增進冷淡乏味
的夫妻關係？如何減少夫妻間的吵架？夫妻如何同心施行
對孩子的管教？家人有重病和離世，如何面對，行過死陰
幽谷？有著多年實踐經驗的吳子良老師把這些問題列為一
個個專題，告訴我們如何在找出表層問題之後，從身體、
心思情理、人際關係、靈性領悟四個方面進入深層問題，
並針對每一方面提出切實可行的輔助方案，同時在每一層
面的輔導中又自然融入聖經的教導。吳老師不僅教給我們
方法，更是在我們小組討論之後，再到台上模擬，使大家
現學現用，進入實際的操作，最後老師加以點評。這種鮮
活實際的教學於大家在教會的服事大有裨益。
今天抑鬱症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公共衛生問題，可與
這一疾病涉及到的廣大人群不相稱的是，無論社會上還是
教會內，人們對抑鬱症普遍存在著誤解。作為精神疾病專
家同時又是基督徒的徐理強老師明確教導我們：抑鬱症是
一種大腦神經功能紊亂所造成的精神疾病，發病原因是基
因與環境誘因的互動，與罪和靈性沒有直接的關係；信仰
可以減少誘因，幫助信徒應付誘因，以信心盼望面對抑
鬱，但不能改變基因。因此，面對教會內身患抑鬱症的會
友，正確的態度是支持他們積極進行藥物治療，同時予以
關愛和禱告。
對於聖經明確指為罪、可今天已被一些國家合法化、
甚至也被一些教會所認同的同性戀又該如何看待？老師也
幫助我們一一釐清，要把性慾、性取向、性行為、性身份
分來討論，華人教會往往把四者混為一談，結果造

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爭端。
安樂死也是當今社會熱議的問題，當然在教會中也有
反映。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姚牧師幫助我們明白這一問
題存在法理與人情方面的爭議、道德與社會方面的爭議、
宗教上的爭議，在拓展視野的同時，也明確了我們不贊同
安樂死的立場。
於我而言，在華神兩年的學習不僅收穫了知識和靈命
的成長，更收穫了同學間的友誼，尤其是課堂小組討論時
同學間思想火花的碰撞、主內肢體的相交，帶給我極深的
感動和啟發：在神的家服事，任何時候勿忘弟兄姐妹的相
幫相助、彼此扶持。

【華神】喜訊
1.預計本季度推出的“網絡多媒體聖經課程”已經完成編
程及設計,目前在調試階段,敬請各位代禱。這一事工的
完成將有利地幫助有心的弟兄姐妹接受裝備, 謝謝！
2. 在當今時代之下，教會和機構服事漸趨多元化和事工
複雜化， 在服事上急需具備多種恩賜。 學院也因為
事工發展的需要， 希望有更多人力資源的加入。 另
一方面，同學希望學院能夠提供更多課堂外的知識，
以便提升日後在教會及機構實際事奉的能力。 今年 3
月份學院班委會正式組建成立，其目的是通過參與學
院的一些事務性工作，讓同學盡可能多有操練事奉能
力的機會。 <學生班委會>成員名單：

班長：韓志雄 副班長：孫慕華
· 學習組：組長：王律
副組長：陳福林
· 宣傳組：組長：何永祥 副組長：余潘燕玲
· 校刊組：組長：韓志雄 副組長：陳宇恆
· 總務組：組長：楊啟文 副組長：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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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12 月課程、講座、聚會一覽
課程/時間
5
月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蔡珍莉 Ph.D

加拿大華神

蔡珍莉 Ph.D

滿地可宣道會恩雨堂

佘亞弘 Ph.D

渥太華華人真道堂

劉加恩 Ph.D(in study)
張楷弦 Th.D(in study)

加拿大華神

蔡金玲 Ph.D

加拿大華神

周功和 Ph.D

美城華人宣道會

課程： 教案編制 T2/M3 (國) 8 月 5 – 11 日

劉秀嫻 D.Min

加拿大華神

課程：倫理學 T2 (國) 8 月 15 - 19 日

廖元威 Th.D

滿地可宣道會恩典堂

課程：教會歷史 I – 早期至中古初期 T2/M3 8 月 21 - 27 日

廖元威 Th.D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劉加恩 Ph.D(in study)
張楷弦 Th.D(in study)

加拿大華神

課程： 宣教策略 T2/M3 (國) 9 月 28 日 - 10 月 3 日

林安國 D.Min

加拿大華神

課程： 系統神學 IV — 教會、末世 T2/M3 (國)10 月 23 - 30 日

周功和 Ph.D

加拿大華神

異象分享餐會 10 月 25 日

周功和 Ph.D

待定

課程：系統神學 I — 導論、聖經、神論 T2/M3 (國) 11 月 1 - 7 日

周功和 Ph.D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課程： 十二先知書 T/2 11 月 13 - 17 日

馬志星 Ph.D

滿地可宣道會恩雨堂

劉加恩 Ph.D(in study)
張楷弦 Th.D(in study)

加拿大華神

課程：兒童教育與事工 T2/M3 (國) 5 月 13 - 19 日
事工專題研討會：從教會教育思考健康家庭 5 月 17 日(日):7:30PM
課程：後現代教會的信徒訓練實務 T2 (國) 5 月 20 - 24 日
課程：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T2/M3 (國) 6 月 20 – 26 日

6
月

領袖品格塑造專題：社群關係中的人生發展- 6 月 20 日(六):7:30PM
課程：新約希臘文 I M3 (國）6 月 15 日 - 8 月 10 日（每週一）
課程：耶利米書 T2/M3(國) 7 月 2 日 - 7 月 9 日

7
月

專題研討會：如何研讀先知書 7 月 5 日（日）： 7:30PM
課程：倫理學 T2/M3 (粵) 7 月 23- 29 日
專題研討會：基督教倫理 7 月 25 日（六）7:30PM

8
月

課程：新約希臘文 II M3 (國）8 月 17 日 - 10 月 31 日
（每週一/週六）
9
月
10
月

11
月

課程：新約希臘文 III M3 (國）11 月 7 日 - 12 月 26 日
（每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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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列課程、聚會等日期，只供參考，並將酌情調整，資料以教務部最後公佈作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