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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來參與「祂的故事」
各位 華神之友、 同工們平安 !
近幾年,世界各地的氣候變化非常罕見,全球暖化,造成了暴雨或

的老百姓不安 ; 加上娼妓合法化, 除了產生不良風氣此外,可能引
起很多相關的社會和道德方面的問題。

者乾旱; 美洲大量的龍捲風,不同地區的地震– 最近比較嚴重的

相信很多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希望找到一個安樂窩, 好像我 還

像幾個月前尼泊爾 7.8 級地震和年前海地的海嘯...越來越頻密,這

以為移民加拿大之後,可以在一個比較自由空間去生活,參加一些

是天災 !

教會的服事,享受一下寧靜 。原來天下無樂土,只有神的國度才叫
人感覺到被愛,充滿喜樂和滿有活潑的盼望 。

人禍 : 前陣子 聖地博克的恐怖行動,在非洲造成了難民潮； 烏克
蘭與俄羅斯的邊境,也不斷發生衝突, 雙方的領土之爭不停;另阿

聖經 彼前 4:7 記載說 : 萬 物 的 結 局 近 了 。 所 以 ， 你 們 要

富汗的局勢嚴峻, 上星期美國才宣告延遲撤軍;法國巴黎在年初

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更發生漫畫出版社作者被追殺案後, 掀開了進一步的恐怖活動。

在這境況中,教會牧養的工作將更沉重, 因此,加拿大華神今後的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內戰,亂成一團,造成數以百萬計的難民陸續湧

神學教育事工, 將會堅持華神 40 多年來蒙神 所賜的恩典,先賢的

向歐洲,令歐洲各國束手無策…

屬靈傳承 ..更強調學識、靈命和事奉三育並進的理念去裝備各同

日前 ISIS 入侵菲律賓南部 ,在宿霧附近綁架三名觀光客,要求贖

學,期待將來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務求使每位同學都能夠 ：–

金.. 他們也訓練 13 歲少年,殺害敘利亞軍人:訓練 6 歲兒童,殘害

1. 明白聖經

自己的母親; 近幾個星期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境內對付 ISIS, 增加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

與美國的矛盾 ;在亞洲,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戰爭的可能性也是一

真理的道。 」提後 2:15

觸即發 ;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沙群島主權所屬,還有跟日本的釣魚
台主權爭議,也不容忽視; 中台的問題,一中兩表,還是一中一
表 ? 香港一國兩制,時至今天,分化為兩極,各自表述,永無寧日!

2. 扎根神學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一
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太 13:5-6

在本國,自從渥太華國會山莊受到恐怖份子的攻擊,才發現原來恐

3. 倚靠聖靈

怖活動和自己的距離並不遥遠。

「…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
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 」亞

去年還有多倫多著名的律師因為重病,跑到瑞士尋求安樂死,轟動

4:6

了華人社會 ; 同性戀慢慢變成一種光榮,除了公開以外,還有一種
向人炫耀的感覺, 安大略省的同性戀遊行一年比一年大,越演越

4. 榮耀主名

烈 ; 同性戀人士按照自己的意願,可以隨時出入不同性別的公共

「這樣，按照我們的神和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我們主耶穌的名

洗手間,真是匪夷所思 !

就得以在你們身上得着榮耀，你們也得以在他身上得着榮
耀。」帖後 1:12

今年暑假後，多倫多差不多有 3 萬 5 小學生罷課.. 才 5,6 歲的孩
子需要接受太過份的性教育,這又是什麼道理 ?

各位、昨天的事已經過去–成為了今天的歷史,今天又是明
天的歷史。 我們如何參與 History – His Story 「祂的故事」？

11 月開始,自由黨成為執政黨,不少人都在擔心事情還多 : 過去自

成為加拿大華神之友… ㄧ.作代禱勇士,紀念華神的事工 二.加

由黨的理財政策,相當混亂,支出往往超過收入,簽訂的合同也常

入裝備 三.參與義工行列 四.奉獻支持…

常要賠錢; 單就安省債項已達三千億。
他們主張大麻買賣普及化, 將來社會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癮君子。
自由黨也提倡廣設毒品注射屋,方便吸毒者,容易引起 附近社區

同心同工, 榮神益人！
我們深深相信神仍然坐著為王,
任何環境都能成為神賜福的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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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與正行
周功和
願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因著純正的信仰，得以實踐彼此相愛的
團契生活（加五 6）。 從加拉太書，我們可以看到兩條信仰路線：

中華福音神學院前院長

二、倚靠恩典的路線
什麼是正確的路線？保羅教導加拉太教會，若是回到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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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叫做『行律法』 （加三 2，5），選擇這路線會激發各種『肉體 傳的「因信稱義」（加三 5-9）福音，就是選擇倚靠恩典的路
的私慾』2 ；另一條稱為『聽信福音』3，選擇這路線會在生命中結

線，也就是『在聖靈裡行走』（加五 16）。所謂「因信稱

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16-23）。保羅非常焦急加拉太的信徒被提倡行 義」，即信靠神的應許（加三 16-18），被神算為義（加三 5割禮的教師所誤導，選錯了路線，所以勸勉他們要歸回純正的福
音，在聖靈裡行走（加五 16）。

9 ；參羅四 1-8）。
信了主以後，經常要學的一個功課，就是「惟靠恩典、一

一、律法主義的路線

無所誇」。我們宣揚基督、彼此相愛、建立教會，都要倚靠恩

加拉太的教會偏離了保羅所傳的福音，想要藉著遵行律法，使自己

典。教會若是選擇正路，就結出聖靈的果子（加五 22-24），信

被神算為義，以賺取今生或來生的益處。如何賺取？包括謹守日

徒生活裡就會彰顯保羅所講的九項美德。 5 問題是， 如何倚靠

子、月份、節期、年份與行割禮（加四 10 ；五 2-3 ；參徒十五

恩典？因著篇幅的關係，無法提供比較完整的答案，6 簡單地提

1）。試圖靠自己的能力來取義，即『立自己的義』（羅十 3），也 供以下兩個原則：
稱為『立功之法』（羅三 27）。這條『行律法』路線，筆者稱之為
律法主義路線，偏離了「惟靠恩典」的原則，是一條死路。
我們需要分辨律法與律法主義。神藉摩西所傳遞的律法，其核
心是十誡（出二十），是神百姓的倫理準則。保羅說神的律法是聖
潔、公義、良善、屬靈的（羅七 12、14），而人是屬肉體的（羅七
14）。所謂『肉體』，即墮落的人性。 墮落的人不可能靠著行律法
在神面前被算為義（加二 16 ；羅三 20）。我們一方面需要教導信
徒守律法，因為神的律法是分辨善惡的準則，也彰顯神聖潔的本
性。可是若靠自己的能力，藉行律法來取義，則是死路一條！因為

(1) 倚靠贖罪祭
耶穌說，祂來，是要作多人的『贖價』（可十 45）。羅馬
書第八章 3-4 節稱耶穌為『贖罪祭』：「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
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
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這裡說，「律法因肉體軟
弱，有所不能行」，意思是：律法本身不能使我們成聖。馬丁
路德有一句話說得好：「律法不提供能力。」路德在修道院裡

我們所行的義，必被惡所污染（羅七 21），無法達到神的律法的要 非常誠懇、認真地追求聖潔。有一次他告解（認罪）有六小時
之久。雖然如此地努力，卻發現神的律法不提供他能力來守律
求（加五 2-4）。有時候，信徒所要守的『律法』，不是神藉摩西
所賜的律法，乃是某些人擅自發明的律法（參太十五 5-6）。

法；律法只是定他的罪！那怎麼辦呢？惟一的出路，就是在律

今日的信徒有沒有試圖藉行律法來取義？答案是肯定的。譬如

法以外，神提供贖罪祭，就是神的羔羊，耶穌基督。所以，我

說，張三心裡有需要，向神求一件事，並試圖藉『立功之法』來賺

們來到十字架面前認罪悔改，信靠神的應許，以致得救。如此

取神的應允。他以為重複地求一千遍，比求一百遍更有效，因神會

的信，就是『生發仁愛的信心』（加五 6）。得救後，還是要

以他的「苦勞」算為他的義。若是加上禁食，則更可能蒙應允。後

經常來到十字架面前認罪悔改，維持潔淨的良心（約壹一

來李四又告訴他，還要加上信心的『宣告』4，神就更可能會垂聽。 9）。潔淨的良心是彼此相愛的先決條件（提前一 5）。倚靠贖
張三與李四對禱告的看法，是按照人所發明的律法，就是靠禱告的 罪祭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
功勞或苦勞取義，賺取從神而來的好處。這是一種律法主義。聖經
說，把自己的需要告訴天父（腓四 6-7）就可，不必加鹽添醋。當

(2) 倚靠天父
單單倚靠贖罪祭還不夠，因為認罪悔改只是處理過去，我

然，如果信心軟弱，心裡缺乏平安，可以多求幾遍，這也無妨。只

們還需要面對未來。如何面對未來？答案是：倚靠天父；藉禱

是不要以為求一千遍，一萬遍，或大聲宣告，就比較容易得到所求

告祈求，把一切需要告訴天父（腓:四6-7）。 羅馬書八章15節

的。其實恩典是不能賺的！我們不要效法外邦人那種重複性的禱

說：「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

告，因我們沒有祈求以先，我們所需要的，天父早已知道了（太六

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更準確的翻譯是：「你們所

7-8）。相咬相吞（加五 15、26）。為什麼？原因之一就是，走律法 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名份的靈，因
主義路線是靠自己的能力取義。既然靠自己，就會產生驕傲與自
此我們呼叫阿爸！父！」這段經文裡，「兒子名份的靈」，就
卑：成功，就驕傲；失敗，就自卑。驕傲與自卑使信徒「貪圖虛

是聖靈（參加四6-7）。羅馬書八章16、17節講到確據的來源：

名、彼此惹氣、互相忌妒」。所以，教會若是有內鬥，可猜想背後

「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

的原因就是一種律法主義。基督徒一旦偏離純正的福音，走律法主

嗣，就是神的後嗣。」我們既然有後嗣的身分，就可以坦然無

義路線，各種邪情私慾會發作，使得他們無法建立彼此相愛的團契

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得以蒙恩惠，支取隨時的幫助（來四

（參加三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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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與正行

財務狀况

16）。「呼叫阿爸！父！」就是使用禱告的權柄。這樣做，

2105/01/01—2015/12/30

幫助我們面對生活中的壓力與試探。在十架前認罪，是處理過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收入

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出人意外」，意味著神所賜的平安是超過我們
理性所能瞭解的。藉禱告得以經歷一種超理性的平安。並不是
說，每次禱告都有這樣的感受，乃是說，經過一段時間，因多次

至十二月(預算)

一月至九月

去；『呼叫阿爸、父』，是面對未來。 腓立比書四章 6-7 節說：

課程

$

106,061.08

$

125,261.08

奉獻

$

44,374.12

$

44,374.12

$

150,435.20

$

169,635.20

總收入

經歷到神的信實，心中就會有從神而來的平安（參羅五 3-5）。筆
者鼓勵弟兄姊妹們每天第一件事，是把你那一天所要面對的重
擔，一項項告訴天父。早上起來，可能有四、五個重擔，壓在心
頭。譬如說，要考試了，或者要面對非常惡劣的同事，或者是要

支出

帶領一個沒有可能達成協議的會議，或者是某人生病了；怎麼

課程費用

$ 96,919.35

$ 115,919.35

辦？很簡單，把一切的需要告訴天父。當然，如果沒有重擔，就

辦公室雜費*

$ 10,106.32

$ 13,475.10

貸款利息與
銀行費用

$ 21,302.72

$ 28,403.63

保險

$

$

同工薪酬

$ 36,745.26

$ 48,993.68

總支出

$167,437.98

$ 209,156.09

未償還私人貸款
2015/9/30 (已過期)

$ 20,000.00

$ 20,000.00

需要款項

($ 37,002.78)

要感謝主！但是，如果有重擔，就要藉單純的信心，把重擔告訴
天父，然後一無掛慮地出門迎接當天的挑戰。屬靈的意義就是：
不靠肉體面對人生的挑戰，乃是倚靠天父。

結論
靠自己的力量遵行神的或人的律法，會激發各種肉體的私

2,364.33

2,364.33

慾，以致破壞主內的團契。 7 唯有回轉，效法小孩的謙卑（太十
八 1-4），信靠神的應許，才會結出聖靈的果子，以致能切實地彼
此相愛。求主在新的一年裡，幫助我們更徹底地倚靠恩典，落實
彼此相愛的團契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行律法』是 ἐργων νομου。
2.《和合本》譯 ἐπιθυμιαν σαρκος 為『肉體的情慾』。可是『情
慾』讓人想到的是『性慾』，而保羅所講的，不只是性慾。
因 此，用『私慾』比較好。

$(59,520.89)

3.『聽信福音』原文沒有『福音』二字，只是 ἀκοης πιστεως。
4. 例如宣告所求的已蒙垂聽。

* 雜费包括; 印刷、郵政、 電話、 網絡、

5.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賜、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水電、等。

6. 比較完整的答案，還有（3）以神為義（羅九-十一）與（4）把
身體獻上（羅十二 1-2）。第 4 點，把身體獻上，包含按恩賜
事奉、順服掌權者、捨己地相愛、參與宣教等等（羅十二 3-十
五 33）。
7. 近來有些神學家、聖經學者強調團契生活，但貶低或篡改因信

備注:
未償還銀行貸款
（院址）

$

277,138.60

未償還私人貸款
（院址）

$

392,500.00

稱義的教義。這是很大的錯誤。在保羅的思想裡，唯有『聽
信』因信稱義的福音（加三 1-7），方能結出聖靈的果子（加
五 6，16，22-23），落實團契生活（加三 28，六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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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服 事”

“走 出 文 化 的 衝 突”
(研經培靈會摘錄)

陳宇恆 DCS 同學

(更 新 )

李月航 MCS 同學

在這次的培靈會中，很有感觸和收穫，我們常是片段的讀羅
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馬書。雖然我們了解書中的各個主題，但是卻沒有看到整本書的 來跟從我。”自己對“捨己”的解釋，就自然而然地與“拋頭顱、
全貌，所以沒有完全認識保羅透過這封信要給我們的全部精義。 灑熱血”聯繫在了一起。可經過多年在教會的服事才明白到,
陳院長提到”我們自認教育水準高”，這點我心有戚戚焉。 “捨己”不僅僅是那奉獻生命的一腔熱血，更是長年累月謙卑順服
因為當自己初來加拿大，在新移民的英語班上課的時候，班上有 的堅持。有時是藉著服事來操練積累，有時卻是神親手在自己生命
許許多多包著頭巾的同學，原來他們就是慕斯林，就是回教徒。 中作翻轉的工作。
坦白說，看到他們的言行舉止，我常常心裡看低他們。保羅說:

多年前剛信主，心裡火熱，自認願意全然為主奉獻。初信之時

外邦人，不虔誠，以偶像取代神。這讓我想到，基督徒也容易有 仍一身傲氣，對教會事工多有不同意見，遂遭一位前輩“挑戰”：
別的東西在我們的心裡，取代了神。
“既然這麼多意見，就奉獻自己出來服事吧！”我卻不屑一顧，心
保羅當時所處的時代，是有神和多神的對抗。這點我也有很 想“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不沒人願意讓我來帶領嘛！”現在想來實
強烈的感觸，因為我是在台灣長大，台灣的環境也是如此。大部 在可笑。
分人所信的是民間信仰，要在清明節掃墓拜祖先，讀書考試要拜
剛開始負責一些事工時，躊躇滿志，自信能將事工作得更好。
文昌君，結婚要求姻緣，就拜月下老人。要做生意賺大錢就拜財 自己的努力的確收到一些果效，也常得到弟兄姊妹們的稱讚,
神爺。台灣也是有神對抗多神。和保羅當時的環境十分相似。

就飄飄然地以為這就是討神喜悅的服事。然而，服事的越多越深

而對於無神論者的認識，我是來到加拿大，接觸中國大陸的 入，就會發現自己裡面越來越空，這才意識到自己根本就是憑血氣
人，才開始了解，有些無神論者也有偶像，以歌星影星為偶像， 在做事。雖然自己受到“肯定”，但裡面越發不安。用“行話”說
以世界首富為偶像。這些無神論者的心裡不是沒有神，而是沒有 就是偷竊了神的榮耀，做賊心虛啊！
把神當神，以人或物質取代神。當無神論者追求科學，就知道宇

神讓“我”看見自己實在是有限，自己僅有的那點才能和愛心

宙的浩瀚，科學家所懂的也非常有限。
根本不值一提。更何況自己還憑著這些有限，在無限的神面前沾沾
陳院長還講到，神創造的兩性關係，真的是好美、好完全。 自喜。藉著服事，自己開始發現這點，同時也是神將“我”裡面滿
再看到同性戀，就知道他們的缺乏，沒有像兩性一樣的完美、互 滿倒空的過程。唯有倒空，神的能力和恩慈才會逐漸地充滿在裡
補。所以，講到安省的性教育:同性戀者會發現的，同性戀是人

面，而來自於神的是不會枯竭的。

造的，沒有神造的兩性好。再講到性，羅馬當時有奴隸，而奴隸
當自己在事工中作帶領的角色時，就會常常遇到來自人的挑
也是性奴隸，那個時代就有的。當然，除了基督徒，保守思想的 戰。有持不同意見卻不願溝通生悶氣的，有說的頭頭是道卻自己總
人也是只有和配偶性愛，所以性奴隸的現象，顯然又是個不完

是藉口推辭的，更有自認剛正不阿口無遮攔的。看著這些諸多不同

美，沒有夫妻間只給予對方的性，來的完全美好。
的弟兄姊妹，自己雖著急卻無奈，隊伍不好帶啊！雖然自己盡量克
院長又提到一點，中國人常認為除了”殺人”，其他的罪都 制，並不斷提醒自己，這就是我的十字架！但細想之下，這種狀況
是小過，沒甚麼關係。其實這些小過常常是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的 還真有點熟悉，這不就是當初的“我”嗎？！以前常挑戰教會同
原因。這點我很認同，因為在聖經中，神命令以色列人除滅迦南 工，將對方的閉口不言當作自己的勝利，如今才明白自己當初的無
人，顯然神既然叫人殺人，代表這不但不是罪，反而是除掉罪， 知。 面對“我”的翻版，才發現自己是如此的無能為力。我能用
反而是榮耀神的事情。因為可以把神的聖潔表達出來！相反的， 口來說服人嗎？我有能力征服人心嗎？絕對不可能！看著自己周圍
對中國人來說，收紅包、貪污好像司空見慣，合情合理，反而在 的這群弟兄姊妹，心中只有絕望，神啊，你讓我怎麼牧養這群人
神的眼中是大罪，因為在聖經中，我們看到亞干，他拿了因戰勝 呢？
敵人所留下來的東西，神竟然命令約書亞把亞干處死。可見神對
當“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神就成為“我”的遮蓋。遮蓋之
偷竊這個罪是如此的恨惡。

下，“我”逐漸褪去、淡化。在服事中，自己就像一匹正被馴服的

院長接下來講的這點太有趣了，他說我們因為“因信稱義” 野馬，生命就這樣被神翻轉。雖然自己遍體鱗傷，但心裡卻十分的
而得到的入場券。票在我們的手裡，但是我們竟然不入場去現場 清楚，那個當初的“我”正被神不斷地敲打，就如經過了火的試煉
看球賽，而坐在家裡看電視的球賽直播。院長說：這就好像我們 一樣。慢慢地，在挑戰面前自己變得笨口拙舌，但心中卻充滿平安
“因信稱義”之後，和神和好了，有通路了，卻依然靠著自己在 和感恩。因為是神將我放在祂的工作中，在洗去鋒芒的我身上顯出
過生活，有困難還是靠著自己，沒有去倚靠神，求問神，享受神 祂的作為來。正如神對保羅所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
與我們同在的權利。這真是世界上最可惜的事阿!
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我在服事中，卻沒有了以前的“我”；自己成為樸實的器
皿，而不是一件華麗的擺設。謙卑替代了以往的自信，順服成為自
己在服事中站立得住的唯一支柱。捨己，猶如馬利亞用香膏抹主的
頭，用頭髮擦主的腳。捨己，以神來代替，祂才是服事的中心，
4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學神學的目的
吳獻章 華神台灣本部 博士班主任
學神學是為了什麼？如何踏入神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先從

救恩論等。研究神學的目的，是為了認識這位真神的屬性，也

偉大的孫中山先生的人生觀，來找尋一點靈感和啟發：「從容乎

認清人的墮落，更要尋求歸向上帝的管道。從上帝乃獨一真神

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

的角度看(賽四十五5-7)，認真研讀聖經，就能幫助我們避開極

初動之時。」

端與異端，也避免跌入不可知論和懷疑主義的陰溝裏。研究神

攫取於聖經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由此釐出學神學的目的──

學必須留心，人類歷史中所出現的自然主義、唯心論證、存在

「從容乎教會之上，沉潛於經文之中，窮理於神國始生之處，研

主義等(如否定神的超越性的自由派神學家Schleiermacher，和全

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盤否定神的超越歷史啟示的E. Troeltsch)，都無力將人從道德淪

（1）從容乎教會之上
Emil Brunner 說得對：「神學家的職責是駐守教會廚房門口，

亡中救回；不要被許多哲學家，乃至所謂的「神學家」(骨子裏
乃無神論者)所誤導。他們無神的理論其實比撒但還可怕，因為

遍嚐要端出去的菜，以確保會眾不致中毒。」神學離不開教會，

「撒但都相信有上帝」，連撒但都不是泛神論者或無神論者(只

神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會信徒的好處，神學工作的重點是為了

是和上帝的關係中沒有恩典) ！

傳遞信仰和宣教。神學研究不是為了拓展神學家的學術空間，以
提升他們的知名度；也不是藉著舞文弄墨而譁眾取寵、顛倒是
非，好為自己沽名釣譽；更不能付上傷害教會的代價，假藉神學
研究的名目，以寫作換取名利，Dan Brown 的《達文西密碼》就是
這類型的書。這種絆倒人的人，在短暫的世上或許得勢得利，但
在永恆裏卻要經受不能解除的苦楚(見太十八 6)。
（2）沉潛於經文之中
Van Til 精準地指出：「神學家的工作就是在神背後思想神的
心意(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而上帝的心意，就是關
於祂國度的救贖計畫，乃完全記載在聖經。聖經才是上帝給人間
的啟示(次經、偽經等，如《猶大福音》……都不是上帝的啟示，
約間文獻、教父作品、教會的傳統、猶太傳統等或有其參考性，
但是絕對無法比擬聖經的權威性)。聖經是真理的根源，神學的中
心就在聖經，而非人間的哲學理論、政治理想、科學印證；人類
的理性不過是辨識真理的工具。沒有「沉潛於經文之中」所產生
的神學著作，尤其是教義性著作，往往會「以人當作上帝」取代
了「上帝成為人」。沒有以聖經為惟一根基的神學，還可以荒
謬、迷惑到將「上帝」讀為「世人的完美投射(God is the projection

（4）研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神的兒女最需要了解的聖經真理，除了創造論、基督論、
救恩論、聖靈論外，就是末世論了。Carl Henry 深邃地指出，一
神觀是支撐世界觀的著力點，這觀點或許可以擴充為：認識聖
經中的末世論是支撐神兒女事奉的著力點。其實，舊約的書
卷，不論是五經、歷史書、詩歌智慧書，特別是先知書，都充
滿了末世論的信息。最近新約的學者才漸漸體會，包括保羅書
信的新約正典，背後的主軸是建立在耶穌再來的基礎上，啟示
錄的焦點更是在末世。撒但攻擊創始成終的上帝，簡言之就在
於聖經的第一卷──談創造論的創世記，以及最後一卷──談
末世論的啟示錄。楊腓力在《克里姆林宮的鐘聲/Praying with the
KGB》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除滅人們對今生以外任何生命
的指望，消滅人們對上帝的懲罰的畏懼(頁 133)。若將這觀點拉
得更高，意義將更深遠、更準確：撒但必須除滅人們對今生以
外任何生命的指望，消滅人們對上帝的懲罰的畏懼。因此，研
究神學的重點除了創造論、救恩論、教會論之外，更不能不
「研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

of human perfection)」(費爾巴哈 L. Feuerbach 如是觀)；或天主教神
學家 Karl Rahner 所主張，「神學是來自俗世的人學和人的自我詮
釋(Anthropological theology)。」沒有以經文為中心的神學建構，神
學就被「人類學」所取代了，是可惜也可悲！
（3）窮理於神國始生之處
許多神學家的問題源自沒有從「窮理於神國始生之處」來定
規，反之，正確的神學則完全本著聖經來研討「人之初」與「神
國之初」；而神學之初的精粹核心乃教義，範疇包括了神的啟
示、聖靈的感動、三位一體、基督論、創造論、人論、原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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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熟 的 果 子(泰北—事工分享)
莫家華、葉潤翠 夫婦 - M.Div 校友
感謝神的帶領，我們在泰北的侍奉終於看到了成果。今年 3
月 20 日是金三角宣教學院第一屆神學生的畢業和結業禮。有九位
同學經過兩年的學習，終於完成了副學士和證書的課程。當天有
三百多名嘉賓參加，大部份是畢業生的親友、和他們教會的會友
或是他們實習過的
教會 的會友。畢業
典禮是在熱鬧和喜
悅的氣氛中完成。
今年九位畢業
同學中有兩位將在
九月到我們另外一
個神學院繼續進修神學士課程，其他同學則投身在泰缅不同地方
的工場侍奉，他們也 可以一年兩次的到這個神學院修讀一些教牧

寶文是一個新開發的工業區，有十萬工人在這裡工 作，其
中約有四萬名工人是從中國來的，也有很多中國人在這裏開工
廠。這兩位同學是在一所新成立的華人教會事奉，這教會主日
崇拜的人 數大概有四十人。這兩位同學都懂泰文和普通話，他
們的工作是幫助教 會發展新的事工。他們參與了不同的侍奉-包括兒童中文和英文補習 班、家庭探訪、家庭小組和工廠小組
聚會，以及每月兩次的講道。現在 他們也計劃開辦週六的兒童
聖經班和提供主日崇拜後的針炙義診。
這幾位畢業生經過兩年的學習後，已踏上人生的一個新階段。
在這 兩年內，我們常來到泰北與他們相處，分享聖經的話語。
現在他們已在 不同的崗位上侍奉神或繼續學習，實在為他們感
恩。我們也樂意看到他 們的成長，並願意在往後的日子繼續鼓
勵和幫助他們。我們願意把這些 初熟的果子奉獻給神，求神賜
福給他們。

學學士的課程。
在九位畢業同學中，有一位在前來我們神學院讀書前已經是
一位傳 道人，他來是要在中文神學教育上有更多的學習，他修業
完後仍回到自 己在美赛市一個美國宣教士開辦的教會服侍。其他
同學中，有兩位姊妹 是從金三角山區上的一所拉胡族教會來的，
她們畢業後也回去了她們的 少數民族教會服侍。另外一位女同學
則留在金三角宣教中心內的學生中 心侍奉。
餘下的三位同學都去作開荒佈道的工作。其中一位是緬甸華
人，他在靠近泰北的一個緬甸邊境城市大其力租用了一個小寓
所，在五月開始 他的開荒事工。他每天出去派單張和作個人佈
道；又開辦中文和緬文 班，並在今年七月開始主日崇拜。雖然開

豐富尊榮在我，
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
箴言 8:18

荒工作不容易做，但他還是願 意擺上自己，為主使用。他開展的
佈道所雖然是在緬甸，但離開我們在 泰北的宣教學院不到一個小
時的車程，所以我
們每次來泰北教學
的時 候，都可以去
探訪他，給他鼓勵
和幫助。同時我們
也可以關懷和支援
其 他在泰北侍奉的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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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這一切都將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 6:33
請在禱告中紀念加拿大華神的神學教育、教
會合辦的事工、老師們的身心靈健康、學生的學
習、在工場上的服事 、各方面的需要 …都能夠
榮耀主的名，阿門 !

“宗 派 ”雜緒
陳兆康

全球化與宣教策略 (課後感想)
TEE 校友

何永祥

MCS 同學

不久前一天與同學午飯閒談, 話題講到近來學校的學習氣氛,
在今天的光景，每當教會提及差傳、宣教的事工，一般來說

這現像是過去十年都未見過, 有老師被強烈地要求對某議題作出
明確的表態 ! 與我共餐的同學感慨的說：若所有老師都持相同的
神學觀點就好辦了。 我說：若然這樣, 部份同學便不能與其他人

信徒參與都不會太多，甚至在神學院裡，舉辦相關的宣教課程，
也有相似門堪羅雀的情況出現。
我感謝神，學院能夠了解並看重宣教這方面的需要，為同學

一起在這裏學習, 因為他們都是來自不同宗派背景的教會, 而華神
最大的優點就是歡迎福音派內之各個不同宗派的信徒來一同學

們提供學習宣教的課程，也感謝林安國老師來到我們中間傳授和

習, 採用的師資也是來自不同宗派的最頂級老師, 這樣學生能夠

分享他寶貴的宣教經驗。

獲得最寬廣的視野及最豐富的知識。

藉著“全球化與宣教策略”之課程範疇裡，林老師教導我們

沒有一個人的成長能說他是沒有背景的。實際上是華人一般

如何面對其中的挑戰，現今教會又該怎樣去作出適當的回應，一

去教會並不一定有意識到走進什麼宗派的教會。也許我自己就是

再激勵我們學生宣教的心志，當中不乏許多很好的分享和討論，

一個例子, 最初走進去的是平安福音堂, 35 年前我獲得的福音性

使我對現今宣教的挑戰，能有更好的認識與了解。

神學知識是從吳主光牧師學來的, 他主張浸禮, 反對牧師的稱呼,

課程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份：首先是在全球化的議題上給同

每星期有擘餅聚會 (一個小時的敬拜活動, 當某弟兄或姊妹有感

學們有許多的認識和學習，及後就全球化的影響下，去思考教會

動、便開聲禱告、或選詩共唱…), 他們主張前千禧年。 當我後

與信徒如何面對？ 我們的宣教策略該怎樣轉變和發展？

來移民温哥華, 參加過宣道會, 見過灑水禮(內心雖堅持浸禮, 但也
見到實際的需要和神的憐憫), 所以每個成長的人都有其經歷, 也
就有背景了, 只是我們華人教會向來集中注重傳福音, 又因移民,
住處常變等種種原因, 造成華人信徒不一定關心宗派這回事。
吳主光不承認他所創立的平安福音堂已形成宗派 (參 : 10 大
香港宗派巡禮, P.6), 可是、最近遇到林安國牧師, 他大讚平安福
音堂的宣教事工, 近年已經發展到 32 間會堂, 會眾超過 6 千人, 從

每晚課堂裡，林老師必先以聖經中有關宣教的教導與我們分
享，讓我在神的話語裡被教導和提醒。課堂上，林牧師不單分享
到國內事工的發展和需要，更介紹世界不同地方如歐洲，東南亞
和非洲的近況。當中的地區宣教士所面對的環境，差會與宣教士
的配搭，世界各地的教會的參與等等。林牧師都樂意與我們討論
與分享他個人的意見。
藉著林老師的課堂教授及他所寫的課本，使我能夠在宣教的

別人的角度看, 實在已是一個香港華人地區的本土宗派了(參: 溯
源追本 , P. 171)。 其實吳主光本人對基督教宗派林立持正面的看
法 (參 :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分別, P.39-41), 他們在傳福音的事工
上特別注重接受福音的人是否真的“得救”, 每個接受浸禮前的
信徒必須通過嚴謹觀察和信仰查問, 由此不難看出為什麼他不接
納天主教徒為弟兄, 雖然他同意天主教內也有得救的人,但信眾偕
被教庭所訂立許多違反聖經的教條所誤導,再加上甚少機會接觸
能使人得救的核心信息; 然而, 今日在華神學習, 蔡麗貞老師如此

範疇，特別是在教會推動短宣、訪宣之事工上，從回應神有關宣
教的話語開始、如何分享異象並建立隊工、行動之前的安排與預
備、其間所遇見的難處、經歷和及後之跟進各方面等等。都得著
很多重要提醒，啟發了我在宣教的事工有很好的反思。我相信透
過教會以長期性、按需要而靈活求變的宣教策略，應該更多鼓勵
信徒回應神的使命，積極地以各種形式參與不同地區的宣教事。
工。

說“基督教三大宗教團體 (羅馬天主教、希臘正教、更正教) 都
接受三個基要教義 (三一論、基督論、救恩論) 的信經, 既然羅馬
天主教也接受三個信經, 是否就不算是異端！(參: 我信聖而公之
教會, P.329)”。
回到要評價議題的對或錯, 可從上面兩位模範老師看出, 他們
都毫無保留為真理作工, 只是很多博大精深的神學並不是非黑即
白那麼簡單, 作為華神學生,能夠從不同宗派的老師獲得多方面的
鑽研心得, 所以我們要抓緊機會, 敞開胸懷, 耐心聆聽尋求, 很可
能在你的學習旅程中很快找到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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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6 月課程一覽
課程/日期
教會歷史 I - 早期至中古初期 (多媒體課程) : T2/M3 (國)
1/15-17，1/22-24
聖經宣教神學: T2/M3 (國)
2/19-21，2/26-28
1-3 月

青年（學生）事工的實務與生命輔導: T2/M3 (國)
3/14-21
約翰福音: T2 (國)
3/28-4/02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T2/M3 (國)
3/28-31，4/04-07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T2/M3 (國)
4/08-15
當代基督教倫理 : T2/M3 (國)
5/14-20

4-6 月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T2(國)
6/01-07
教牧書信: T2/M3 (國)
6/03-09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 T2/M3(國)
6/08-15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廖元威 Th. D

加拿大華神

江榮義 Ph.D

加拿大華神

田

加拿大華神

玲 Ph.D

王守仁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張宗培 D.Min

渥太華國語
宣道會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周功和 Ph.D

加拿大華神

佘亞弘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馬志星 Ph.D

渥太華
(待定)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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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