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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機會跟不同的教牧前輩,同工, 交通和討教有關於神

學教育的問題。其中涉及一些神學生半途而廢, 也有畢業後不

敢承擔, 當然也有充滿喜樂,積極參與教會的牧養工作。 

        另方面, 加拿大華神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經過了一半…過程

中 也勾起了一些聯想,..聖經中幾位熟悉的領袖 : 

1. 貴為埃及王子身份的摩西,學習了埃及一切的學問。就憑自己

想要救人民，結果呢,要逃到米甸曠野，苦修四十年 ! 後來他虛

已,神才呼召他，他又自認拙口笨舌和不配。神覺得時候已經到

了，幫他搭配亞倫同工, 使用他去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2. 神揀選了掃羅作王-原來是貴重的,卻因不聽從神的話,被神厭

棄,變成瓦器, 晚節不保, 非常可惜。 

3. 在 3 次雞啼之前的使徒彼得,充滿自信,性格衝動。在主耶穌復

活後... 3 次的追問他 :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在彼得

徹底悔改之後, 才被授予重任..”你餵養我的羊 !“ 

4. 好像新約中的掃羅,在前往大馬色路上遇見主之以前,是逼迫

教會的,是神不能用的瓦器。遇見基督之後，生命改變,主就提

昇他,成了貴重的器皿,至死忠心,為主打美好的仗。 

聖經中這些案例, 我們可以體驗到“身份和學問不如虛已

謙卑,自以為是不如聽從神的話;自信滿滿不如順服跟隨,不靠勢

力只靠恩典臨到。 

        士師基甸也如此說：主阿，我有何能？我家至窮，我在我

父家至微小-自覺沒有能力。 神說：我與你同在，你就能作！ 

有一天、也許是今天, 我們需要在教會裡作治理和牧養,如

果我們覺得自己許多地方都不足夠。而且靈性上,工作經驗上,

在處理教會各方面事務時,覺得自己不配..這是對的 !  因為你有

謙卑自己,覺得自己不行就依靠神,神的恩典就會臨到你。     如

果你自以為事事了得！這就顯示了你還沒得著！神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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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謙卑自潔，越被神所用, 因此, 保羅說 :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 2:-21 

       此外,我們必須求告神.. 幫助我們除掉幽暗面中一些不良的嗜

好、也許是某種情慾上的放縱,學像保羅所說、所做到的一樣 -先

前以為於我有益的,今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將萬事當

作有損,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丟棄萬事,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 

        能夠將我們以前認為有益的好像名譽、地位，金錢，權力..

等,一切屬世的價值觀和物質,如今為了耶穌基督都看為糞土,這將

是被神提昇為貴重的器皿。 

        一個神使用的工人,應當專心一意事奉他,為了主完全奉獻自

己。   你願意現在就奉獻為主嗎？ 你甘心為主撇下一切嗎？ 別忘

了, 神所看重的, 所在乎的, 乃是你愛不愛他！ 

    在這也分享一首心爱的詩歌 : 十架道路,數十年來,它常提醒

我,盼望它也感動您！  

          十架道路   https://youtu.be/imtTie3Vs8s 

         1.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要將一切獻與神 

            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壇上面,火才在這裏顯現 

         2. 當我們唱詩禱告時候,何等願說獻所有 

            但是前面有更重的十字架,有更艱難的生涯 

         3. 你要變節或忠心到死,讓一切完全損失 

             直等到永活主的豐盛生命,天天充滿在你靈 

         4. 神的救法是由死得生,你與主合為一人 

              你因信已與祂同釘在十架,從你身活出祂命 

         5. 我們的得失並不要緊,神的旨意當留心 

             我們若將萬事都看如糞土,主才不會受攔阻  

             (副歌) 

             這是十架道路, 你願否走這個 ? 

       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 

             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對神你是否全貞? 

                    互  勉                 林利雄 



 

上帝的教會(ㄧ)        

前華神院長 陳濟民博士  

       談到「榮耀的教會」的主題，真正準備的時候發覺很難講，一想到

榮耀的教會就想到啟示錄廿一、廿二章。我一生裡很少用這麼多時間

預備這篇講道。為什麼難講呢？因為榮耀二字本來就是非常抽象，啟

示錄的這段經文講的是異象。這異象用了很多象徵性的、圖畫式的表

達。以我個人的背景，中學開始寫作文從來不太會寫文藝式、抒情的

文章，而只會寫敘事、講理論的文章。這一段像似不著邊際、需要靠

感受的經文，對我而言是非常困難的。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預備的時候，就對師母說要不要用一個嚇死人

的題目：主耶穌要結婚了！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

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廿一 1、2 
 

       教會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在此講到一個新娘，打扮得非常漂亮，婚期到了，等著新郎娶她過

去。這新郎就是耶穌基督。仔細讀廿一章、廿二章，可以發現，它並

不是講地上的基督徒怎樣修行、如何對聖經更熟悉、希臘文、希伯來

文掌握到可以原文解經、生活滿有能力，可以使教會改變。 
 

       天使給使徒約翰的啟示，讓他看見看到新娘，一個新耶路撒冷。是

真正創造天地宇宙真神的京城，是耶穌基督要作王的地方。啟廿一

11 ：「城中有神的榮耀。」歸根結底這榮耀是非常完美的，其實是上

帝的榮耀。因這城中有上帝的榮耀，所以上帝的教會是榮耀、漂亮的。 
      

        這現象與我們現在的世界有相同的地方，但卻是不一樣。使徒約

翰在他的異象裡曾看過另一個京城－名叫大巴比倫。約翰看到大巴比

倫和新耶路撒冷，都是天使的工作。是七位天使中的一位讓約翰看到

大巴比倫的樣式並宣告大巴比倫的滅亡，同樣又是七天使中的一位向

約翰宣告新耶路撒冷要來到這世界。當這七位天使向約翰宣告 這兩個

大城的 時候，天使都用了同樣一個字，講同樣一句話：「成了！」天

使宣告大巴比倫城最後一定滅亡，同樣天使宣告新耶路撒冷一定要來

到這個世界。 
 

       當天使讓使徒約翰看到大巴比倫的時候，在十七和十 八 章 用

「 大 」這 個 字 形 容 。假如今天形容大巴比倫，我們會說這大巴比倫

就像電視上巴黎、紐約模特兒的形像。每一個人看到這大巴比倫會羨

慕受吸引。 
 

       大巴比倫有個特色全世界的東西都可在這裡找到。但是啟示錄廿

二章使徒約翰看到的新耶路撒冷跟大巴比倫有些不一樣。新耶路撒冷

是從天而降的，這是上帝的地方，描述新耶路撒冷，解經家說跟舊約

的巴別塔有一樣卻不同的地方，巴別塔是人間所造，想通天，結果通

不了；但新耶路撒冷真正是一個通天的地方 ， 它非常的高。  

       假如我們根據啟 廿 一 章 的話語，這城可說是有千丈之

高，它是舊約至聖所在天上的原型。啟廿一章、廿二章中,聖經

兩次強調這城的裡面沒有聖殿。不是因為上帝沒有了，我們人

可以取代上帝，而是因為上帝就是城，整個城就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至聖所。不妨用一點想像力，榮耀的教會是上帝至聖

所。 

       在現實的生活裡，我想這是今天的教會需要非常誠心、更

深去領會的。靈恩運動要世界所有的教會學習敬拜，為普世教

會帶來非常特別及令人肯定的貢獻。這貢獻確實也反應出教

會的弱點，就是我們太過注重講道。有機會在福音派教會聚

會，會友常常等到講道時間才匆匆進來，這反應教會嚴重的問

題，因為我們的敬拜不是以上帝為中心。 
 

       在大陸聚會的時候， 得到一強烈深刻的印象，參加公開聚

會的人早早就坐定，若你聚會時間才來，保證沒有位置可坐，

這種教會是一種真正願意親近神的教會。但是，各位同學要經

常提醒自己的。進到華神很棒，老師很棒，每位老師都認為自

己的那門課是全世界 最 重 要 的。 我自己唸神學院的 時候，

我的老師也是如此。 所以每位老師的作業都非常的重，且用盡

各種方法，保證你們一定要讀這門課。我們需面對的是什麼試

探呢？一天到晚要交作業，急急忙忙上課、讀書、寫報告…等。

不妨問自己，到底我要做的是什麼？ 
 

       不要誤會，我不是鼓勵你不要讀書。 今天要告訴你要讀

書，也要告訴你為什麼要讀書，但是，讀書雖 然重要，決不是

生命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上帝。最 近 ， 在 預 備 哥 林 多 

課 程 時 ， 看 了 一 些 以 前 的 文章，其中有一篇是美國一位

大型教會的牧師所寫，說他當初去一個地方牧養教會時只有

幾百人，就跟一些教會前輩、牧師討教，教導他怎樣讓來到教

會的人感到滿足，得到他們所要的。之後拼命的做，最後變為

上萬人的教會。可是這卻搞得他心臟病發作，不得不休息，休

養的這段時間，他反省自己的事奉，回到教會再跟其他長老執

事分享，不只滿足那些人的需要，讓教會成為娛樂的地方，而

是要培養一批耶穌基督的門徒。那些長老執事說：「你要死

啊？！」因他的堅持，教會人數減為幾千人，但是他說這是真

正的教會。教會人數很重要，但教會不只是人數，教會是敬拜

神的地方.    
 

        假如我們帶領弟兄姊妹，教會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

就不是教會，不管有多少人，這是我們事奉上帝時，必須牢

記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至聖所，在那裡我們要上

帝面對面，這是新耶路撒冷，是耶穌基督的新婦。教會是沒

有罪惡的地方，接下來，當時約翰看到這新耶路撒冷的時

候，整個形容有兩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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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是榮耀的教會，所以所有跟光有關係的名詞，經常在使徒

約翰的形容裡面， 教會是一個光亮的地方，所以在形容教會的時候

約翰說他看到「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啟廿一 11）。而使徒

約翰講到這些寶石的時候，非常的誇張，描寫城門是一個很大的珍

珠。，這在說什麼？在講這樣的教會裡我們談的是生命，, 
 

        這是新耶路撒冷，是昂貴又非常漂亮的地方。這段經文裡出現

的第二個形容詞是「水」。啟示錄廿二章描寫從上帝聖殿裡流出來

的是生命水。 
 

        生命的來源是耶穌基督，在啟示錄耶穌基督宣告的一句話

是：「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這是白白的，

免費的, 

        這是上帝的義。可是，人若死了，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啟示錄

廿一、廿二章使徒約翰是反面述。他告訴我們什麼東西是會威脅到

生命，沒有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現在所住的世界是上帝還沒有

救贖的世界， 這世界是罪惡、變形的世界， 在這裡我們有死亡、

悲哀、哭號、疼痛，到了廿二章，每個人都有水喝，有果子，葉子

可醫治萬民，以後再沒有咒詛。廿二章結束時候，不再有黑夜。但

啟廿一 2 7 ：「凡得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 總不得進

那城。」人不能帶著罪惡進到新耶路撒冷！ 
 

        每次講到這裡，我都喜歡跟弟兄姊妹說，我是加爾文宗的，我

相信「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作為一個加爾文宗的人，我也必

須說，在聖經裡我們找不到有罪的人可以進到上帝的國的教導。有

一些人說你有罪只是不能跟耶穌基督一同作王，在千禧年沒有份，

但聖經說，有罪的人不只在千禧年沒有份，在新天新地也是沒有

份。最要緊的是，我們要記得「離開罪惡」。這是我們作為事奉上

帝的人、作為建立上帝教會的人必須注意的事。假如我們帶領人來

敬拜上帝，但我們容許罪惡存在，不管是在我們身上，或在教會裡

面，我們要記得那些人絕對不是活在至聖所的裡面。 
 

       在這一點，我相信這是我們華人教會非常需要的信息，也是華

人教會的傳道人（包括我自己）經常要在上帝面前提醒自己的。在

我們現實的生活裡，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問題，我常說新生進到

華神，會覺得華神是天堂，每個人都有偉大的、感人的見證。在男

生、女生宿舍，特別是單身宿舍，住久了，到了第二年，會發現每

個人都是魔鬼，我們可以為著許多的事爭吵，甚至跟世俗人一樣，

可以為了搶男朋友、女朋友吵架。到底好的對象難找！確實華神是

一個找對象的好地方。但是我們為這些事吵架、為分數吵架、為許

多細節，吃什麼東西吵架，要知道魔鬼不會放過華神，罪惡就在華

神的生活裡，也經常在不同的情況呈現，就在這樣的時候，是我們

再次需要回頭來反思，到底敬拜上帝是怎麼一回事，活在至聖所裡

面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實際上我們可以來跟自己、跟別人作見證

的。反映基督耶穌的榮耀的時刻，就是我們必須離開罪惡。 

       來【華神】作為碩士班先修生唸書也有一年半載了，回首看

這兩年，無論是對自己恩賜的初步確認；一次又一次的經歷神；

認清神給我的託付；祂的恩典皆歷歷在目。 

選擇學校 

       當初決定來【華神】時，我雖沒有很清楚的呼召，卻總有預

感神有一天我會帶我走事奉這條路。記得在選擇學校時，曾花了

幾個月考慮讀中文或英文的神學院。我雖然國小畢業就出國，但

父親從小就讓我學習古文和詩詞，為我打下了穩定的中文基礎和

閱讀習慣，使我擁有中英雙母語的能力。這雖是好事，但多出來

的這個選擇卻使我在選學校時有些掙扎。原因之一是因為在大學

校園認識的一批同儕，多數都走向了服侍華人第二代的英文事

工。但除此之外，我對聖經的認識，解經方法，以及透過神話語

的框架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在西方教會的陶冶下形成。 

       在尋求神的旨意這段日期，祂讓我回想使我信主初期最關鍵

的國語學生事工，也讓我認識了北美華人教會面對數十萬計的第

一代移民和留學生所面臨的需要。這些都幫助我意識到，縱使選

擇英文是容易的，但在我成長過程中，神似乎早已預設，要我做

「半個」跨文化的事工。 

【華神】碩士班入學考 

       從先修生到決定正式報讀【華神】碩士班以後，緊接著面臨

的就是入學考試。我雖然聖經讀過幾遍，也帶查經幾年了，但第

一次從學校主任那裡拿到考試題時才真的開了眼界。考試範圍是

整本聖經，而且考的非常細。比如會出一段經文，然後要學生回

答是哪本書哪一章出來的。在舊約部分也特別注重列王和先知的

名字，事蹟，甚至日期等等。第一次考試時，我不太知道如何準

備，只能在網上找了很多聖經知識的速答題練習，結果考不及

格。但感謝神的恩典讓我有補考的機會，經過不斷的努力與總

結，過了半年我考了第二次，雖然目前成績尚未出來，但心裡還

是充滿了感恩，一點小小的心得，希望能幫助有意進修學習的弟

兄姊妹。 

       願主興起更多的工人，投入大使命的工作。也幫助他的子

民，即使一生的呼召是帶職事奉，也願意擺上接受神學裝備，成

為這個世代的祝福。  

上帝的教會(二)        

前華神院長 陳濟民博士  

感恩與入學考 
研碩先修生：張君宇 



 

要行在神的心意裡(一) 
兼任老師 江榮義博士 

引言:  

    有許多人問我，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宣教師？如何才會有傳

福音的熱忱？我的回答是：「我自己本來以為得了更高的學位，學

了跨文化宣教、神學、人類學等許多知識理論，就可以成為一個成

功的宣教師。其實不然，就算是我們學會了道地的非洲土話，仍然

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宣教師。」  

    這就好像一個對寫作有興趣的人可以成為作家，對科學有興趣

的人可以成為科學家，對電腦有興趣的成了電腦專家，但是他們不

一定都要對人有興趣。  

    但是有些領域若是對人沒有興趣就無法成為卓越，譬如一個醫

生花了十年學醫，醫術高明，若是他對人沒有興趣，就不可能合乎

「仁心仁術」的標準。又如心理學家對人心很了解，卻對人沒有興

趣，也沒有愛，仍然與世人無益。 

    宣教士與傳道人一定要對「人」有興趣才能成功，因為宣教與

傳道的對象就是「人」，要面對人的需要，要愛人的靈魂，有全人

的關懷，所以對人沒有興趣的，根本就不必去宣教。  

    原來學識只是一種工具，使人更有效的去了解人、幫助人。  

    神創造宇宙萬物，他愛天空飛鳥，也愛野地百合花，但是耶穌

並沒有為百合花及飛鳥釘十字架，而是為人捨命。因為神在萬物中

最有興趣的就是「人」，所以要成為宣教師，一定要對人有興趣。

      在這一個人情淡薄的世代中，怎樣才能對人產生興趣呢？如何

能夠覺得人可愛呢？除非他有美好的靈命，才有可能去愛神所最愛

的人。  

    同樣的，當一個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先對神有興趣，如

果他對神沒有興趣，他怎麼會對他的旨意有興趣呢？我們又要怎樣

對神有興趣？首先就是要成為神的朋友。包括我們與神交往的深度

如何？而交往要有深度，是需要花很多時間與神溝通的。 

我們當如何才能行在神的旨意裡呢？ 

ㄧ. 如同以諾與神同行 

    我們都非常羨慕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我想一個能夠與神同

行的人，一定是非常明白神旨意的人。因為經上記著說：「二人若

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摩三 3）。可見同行的條件就是要同

心，而同心的條件，就是要彼此了解，彼此了解的方法，正是要有

溝通。而且我們與神溝通的方法，還不能是單行道，必須是雙行

道，有來有往，才算是正常與神的溝通。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不同的地方，有許多的宗教，一生不斷的拜拜，一生當中從來沒有

聽過他們的神講話，雖然沒有回應，還是天天拜，這樣的敬拜是單

行道的溝通。 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是神向我們說話，當我們禱

告的時候，是我們向神說話，彼此進行有來有往雙行道的溝通。 

二. 與神溝通如同甚麼？ 

    這如同一對夫妻，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可能要花一段時間適

應。年輕人血氣方剛，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也都不一樣。但是你會

發現，鐵磨鐵磨出刃來，只要有愛在他們裡面，起初也許還要花時

間來溝通、了解，但是到老的時候，只要稍微看看對方的眼神，就

知道對方在想什麼，這叫做默契。 

       如果他們是非常恩愛的夫妻，客人來到他們的家，談話談

到一半，丈夫的眼睛稍微看一下他的妻子，妻子就知道要趕快

進廚房切一點水果出來，再談一陣子，丈夫稍微瞄他妻子一

眼，她就知道要趕快進廚房去預備午餐。這樣就是非常有默契

的恩愛夫妻。 

    當客人問他們夫妻一些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答案都是一

樣，丈夫的意思在妻子心裡，妻子的意思在丈夫的心裡，有一

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無論在什麼地方看見他們，他們總

是走在一起。若是沒有默契的夫妻，可能是這個答這樣，那個

答那樣。 

    如果我們與神的關係能夠如此有默契的話，我們就能夠愛

神所愛，作主所作，聽主所聽，看主所看，恨主所恨，以耶穌

的心為心。因為主說:「我必使他們倚靠我，得以堅固；一舉一

動必奉我的名。」（亞十 12）牧人在哪裡，羊群也跟到哪裡，

良人在哪裡，新婦也在哪裡，這便是與神同行，也是一生一世

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人。 

三. 進入神的話語中 

    那麼我們要如何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呢？除了禱告以外，

背誦聖經的本身已經包括了一切。神的話是指南針，神的話是

地圖，要帶領我們走天路。神的話已經教導我們如何與神溝

通，如何向神禱告了。 

        這一篇將比較著重在如何將神的話藏在我們的心裡，不是

作者告訴你神的旨意，而是讓神的話告訴我們祂的旨意，好引

導我們一生一世行在他的旨意中。 

    在聖經中凡是神所重用的宣教師，得勝的秘訣都與靈命有

關。拿約瑟來說，神與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大衛因神公義

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神；但以理則是一日三次靈修，固定的

靈修生活使他和朋友們能勝過難關，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今日在美國及加拿大有許多神學院的教授發覺，花了很多

時間、金錢來栽培神學生，但有些神學生得了高學位之後，卻

不傳福音，也不牧會。他們認真思考：如何使學生能更真實有

效地為神的國度努力？  

     這些教授最後的結論是：「回到聖經，回到正典，從根基

開始」，他們將「靈命塑造」的課定為必修課。 

人類知識的來源？ 

    今天有許多人，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了最高的博士學位 

（Ph.D）。進一步，還有的人得到了諾貝爾獎，但是無論我們

研究什麼學問，其實都跟神的創造脫離不了關係。譬如天文學

家，研究宇宙、太陽月亮星辰，人們把研究的結果寫成論文，

得到 Ph.D 博士學位。神沒有寫書，是我們在寫，我們在研究 

神的作品。   

            如果神不創造動物，人就不可能寫出動物學的博士論文

來。神創造礦物，生物、人就寫出礦物及生物方面的博士論

文，神創造了人類，人就寫出人類學博士論文及心理學的博士 

 



 

要行在神的心意裡(二) 
兼任老師 江榮義博士 

論文，世界上一切的學問幾乎都是在研究神的作品，我們有什麼

不是領受的呢？既是領受的為什麼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人

們有什麼可以誇口的呢？ 

        有了幾個博士學位算什麼？ 才登陸了月球，就驕傲的說，

「人定勝天」。沒有把榮耀歸給天上的神，神才是一切知識和智

慧的源頭。因為「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作為。天天

發出言語，夜夜傳出知識。他們的聲音傳遍全地，他們的言語傳

到地極，神在他們中間為太陽安設帳幕。」（詩十九 1-4） 天地

萬物都在述說神創造的偉大與榮耀，唯獨人不曉得榮耀祂。 

    我們的研究不一定正確，神的作品才是更寶貴。固然不錯，

神創造宇宙萬物，讓神的作品給人類帶來了許多研究的論文報

告。但是神的作品，並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終極目標，因為神大過

他的作品，正如同我大過我所寫的文章。因為文章有限，思想無

限。 

       神所創造的宇宙萬物，並沒有寫出文章來，但是神的思想，

卻向人表露無遺。因為他非常愛人，人是他談話的對象，他向人

講了許多話，總共有一千五百頁。神的思想，遠遠超過他的作

品，而他的思想，就是這本聖經，就是神智慧的言語。被神的思

想所充滿的，就是被神的智慧所充滿。 

聖經是一切知識及智慧的源頭  

       早期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本來是修道院、神學院。牛津大

學有九百年的歷史，前七個世紀都是以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

文的聖經為主要的課本，以聖經神學為主，最後的兩百年才開始

加上其他的科目，天文，地理，科學，哲學，心理學，文學，而

聖經，神學反而從主角變為配角，變成幾億本書的其中一本，在

角落上抹了一層灰。起初只是讀聖經、禱告， 並且差遣了許多的

宣教師到第三世界宣教，只是到後來這一百多年才漸漸的變成世

俗化 .  

       美國的哈佛及耶魯大學起初也只是一間教會，後來變成神學

院。早期的哈佛大學的院訓是「基督至上」，一千位畢業生中，

差派了四百位宣教師到世界各地，還有五百位當牧師，其他有些

則當了總統，和高級官員……。  

      但是，後來其他如文學、天文、地理、心理、哲學、科

學……的科系漸漸加進來，讓這些大學就漸漸世俗化，而喪失了

屬靈的標準。  

 

A.其他知識與聖經的關係：  

 1. 歷史：一般的歷史，只能講過去，不能預測將來。但聖經是全

人類歷史的作者，將創世到末世，從今生到來生，寫得清清楚楚. 

 2. 心理學：心理學家可以分析人心，把人的心理疾病，病因分析

得清清楚楚，但不一定有好的藥方。而聖經說，「屬靈人能看透

萬事」，並且能夠提供最好的藥方。  

 3. 經濟學：世人都想辦法拚命賺錢，但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愈給愈蒙福，似乎完全違反經濟學原理。經上又記著說：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

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

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  

  4. 兵法：古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利沙可以將敵國國

王在臥房講的機密說出來。「亞蘭王與以色列人爭戰，和他的臣

僕商議說：『我要在某處某處安營』。神人打發人去見以色列

王，說：『你要謹慎，不要從某處經過，因為亞蘭人從那裡下來

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窺探神人所告訴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

備未受其害，不止一兩次。亞蘭王因這事心裡驚疑，召了臣僕

來，對他們說：『我們這裡有誰幫助以色列王，你們不指給我

嗎？』有一個臣僕說：『我主，我王！無人幫助他，只有以色列

中的先知以利沙，將王在臥房所說的話告訴以色列王了』」（王

下六 8-12）。 

 5. 未來學：先知可預言將來要發生的事。 

 6. 醫學：西方有一句話說，「神醫病人，醫生收藥費」。馬可福

音十六章 18-20 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門徒出去，到

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7. 文學：聖經是一本偉大的文學作品。 

 8. 倫理學：聖經的倫理道德遠超過世人。世人說：「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聖經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

告」（太五 44）。   

 9. 法律：法律的制裁，是在犯法以後，有憑有據地去追蹤。古話

說，「事前補一針，勝過事後補九針」。聖經說，「恨人等於殺

人」，又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

淫了」（太五 28）。 

       律法只能處罰人已經犯過的錯誤，惟有聖經能阻止人犯罪的

動機，除去人想要犯罪的意念。所以，聖經是人類一切知識智慧

來源的總綱。 

(敬請留意,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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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为宣教工作带来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如果按照温德

博士（Dr Ralph Winter）所划分的近代宣教史的三大时期，相

信我们正处于第四个时期--借助网络无国界无地域进行宣教。两

百年前，委身的基督徒群体将宣教的力量集中于世界各大陆的沿

海地带，一百年前，注意力放在各大洲的内陆，而过去的一百年

中，则致力于福音未得之民。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也是

网络化资讯化的世纪，科技和交通的飞速发展，将地球压缩成了

一个村庄，各国各方的人都可以跨越国界，紧密相连，资源共

享，互通有无。教会通过网络宣教，超越时空地域国界的限制，

将福音传到地极的盼望亦是指日可待。 

全球化为宣教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十五年前，社会学

家卡斯特在跨入新千年之际宣告：“一个网络社会已经崛起”， 

时至今日，该预言已经成为现实，网络不再是一种技术， 而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和个人。计算机

科技、多媒体传播形式，卫星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福音信息

能翻译成任何本土语言，传递至地球偏远角落，世界一夜之间变

成了平的，传福音不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条条网络

通全球”。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当如

何抓住机遇，乘着圣灵的浪潮，运用现时代这个最有效的宣教工

具，去回应主的大使命？教会当如何认识网络对当代人的影响？

教会当如何承担起网络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该实行什么

策略，持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全球化带给教会宣教的挑

战？本文将初略探讨这些问题，也展望一些网络宣教的策略，盼望

帮助教会思考如何利用网络，开展传福音的事工，也使教会能够看

见网络传福音的紧迫，尽早投入网络宣教的事工中。 

改变世界的互联网 

     “ 互联网”一词从出现到如今，不过只有短短 50 余年的

时间，随着新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其突飞猛进的姿态成为

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

程，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在互联网已

经覆盖全球的今天，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超过 39 亿人，与 1997 年

相比，18 年来暴增了近 900 倍。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如此庞大

的使用人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今天，人们用手机或 iPad 上网读写、聊天、看小说、浏览新闻，

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下载音乐视频、预

订住宿交通，进行网上购物和网上支付。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

活、沟通、娱乐休闲，乃至消费方式，由此也正在改变企业制造产

品和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整个世界的思维、逻辑、商业模式甚至

伦理都随着互联网的推进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通信更加快捷，

社交更加广泛，生活更加便利，交流更加顺畅，贸易更加频繁，这

一切都是被互联网改变了的世界。 

网络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互联网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机，正如默歌 

在《网络时代的福音和文化使命中》所言：“一个话语狂欢的年

代，我们的心灵却无比孤独；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却无法

获知真理；一个网恋泛滥的时代，我们却寻不着真正的爱情；一

个通讯发达的时代，我们却只有和陌生人交流内心；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如此的便捷，但心与心之间却如此地冷漠”。由此可见，

借助网络承担起传扬福音和改变更新文化的使命，实在是教会在

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今日全球仍有超过三分之二人口未接受福音，网络上每一天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线寻求帮助，这些人正在经历着内心的孤

单，寂寞，空虚，抑郁，恐惧和绝望，他们在网上搜索，渴望找

到解决的办法，岂不知唯有福音能够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 另

一方面，教会在过去的两百年间，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差派宣教

士走遍世界各地，到处寻找失丧的灵魂，可是基督徒的人数仍然

停留在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岂不知神赐下网络为媒介，神

使用网络为工具，正是为了让未曾传与他们的，都必看见，未曾

听见的，都要明白吗？（賽五十二 15） 

或许教会中还有人对网络宣教持负面的看法，认为网络上充

斥着洪水猛兽，暴力色情，歪理邪说，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教会更应该担负起影响和改变网络文化的使命。基督徒若不在黑

暗中为神发光，不在网络上匡正人心，维护正义，就不能传扬和见

证神的道，基督徒若不在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平台上发出正义

的呼声，基督的信仰就会被边缘化，将来就会有丧失传福音的可

能。“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

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太五 14-15）。 

网络宣教的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宣教策略最重要的著作《普世福音遍传

策略》的作者说：“作为基督徒，策略使我们专心寻求神的心意

和圣灵的意愿，神渴望的是什么？我们怎样可以塑造出他所渴望

的未来？”，笔者相信，发展网络事工，按照神的心意制定有效

的策略是信心的表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神的心意就是叫万人

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因此，遵行大使命，传扬福音，救人灵

魂始终是网络宣教的目的。策略的目标明确之后，还需要了解网

络的特征，从而去选择适当的人才和正确的方法。 

网络传福音的特征 

与传统传福音的方法不同的是，网络媒体的信息是被用户主

动“拉取”而得的，因此不能如以往采取强推的方式，把福音信

息强加给用户，另外网络上讲求平等，每个人都有公开发表意见

的愿望，因此不能采用讲道或审判的教导方式，而应该充分利用

网络的互动性和敞开性，在与人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将福音信息

传递出来。网络用户以年轻人为主体，因此如何以灵活先进的媒

体方式传送信息，是吸引他们的关键。此外，网络福音不应该自

我封闭，只局限于为信徒服务，而应该主动与其他社群论坛建立

联系，做好福音预工，再找机会谈及信仰。  

人人都参与的宣教 

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门徒的，并非只有宣教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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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传道才有宣教的呼召，然而教会中有多少信徒真正遵行主的

大使命，去天天传福音使万民作门徒领人归主呢？今时今日，网

络为每一个门徒打开了宣教的门，每一个门徒都可以成为“网络

宣教士”，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

人，无论身处何地何方，只要你愿意遵行大使命，有圣灵的感

动，对人灵魂有负担，你就可以跨越时间空间，将福音信息传递

给需要的人，同时教会也应当使用网络帮助门徒生命成长，鼓励

培训教导门徒，利用网络传福音。 

利用多种媒体方法 

    近几年中文福音网站发展迅猛，许多有恩赐又有见识的弟兄

姊妹制作了高质量的福音网站，包括信仰与生活，福音见证影

视，教学与培训网站，其中活水网，恩典在线，信仰之门，约拿

之家，赞美网，福音影视网等等，都早已被华人基督徒熟知并喜

爱，网站中的福音资料大都可以被下载转发或分享，我们只要动

动手指，就可以将福音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 

       在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 如中文用户最多的微信，微博或

英文的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上创建网站或开通各人页

面，分享各人生活见证， 灵修感悟或热点话题，或者参与各大网

站论坛，建立博客，微博，发表文章，与人对话互动，每一次交

流，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机会。 

       华人教会近年也都建立自己的教会网站，提供网上聚会，团

契，培训等。虽然大多是给信徒使用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与福音

朋友分享这些网站，让他们认识教会团契生活，从而为他们进入

实际的教会打开一扇窗户。 

整合网站建立伙伴关系 

中文网站的初创阶段基本是以个人网站为主，近几年已经开

始转型为专业团队服侍，各网站的定位逐渐明晰，技术也更加完

善，但是目前仍存在较多同质化的问题，需要各网站之间能够建

立伙伴关系，加强沟通交流合作，提倡走特色化，独特性的理念

错开经营，同时也提倡尊重版权，避免抄袭。目前有类似整合网

站地址的基督网站大全，基督教 114，耶稣 123 等网站，为网络事

工整体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教会和网站之间也需要合作，因为网络毕竟不能代替教会的

肢体相交的团契生活和会堂的敬拜，所以如果教会能够在网络中

互相沟通协作，对网上接受福音的人跟进栽培和牧养，必定能加

倍扩展网络的福音事工。 

 

依靠圣灵的能力 

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网络上充斥着的属世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满眼都是暴力色情，物欲横流，那恶者正借着网络侵蚀掌

控人的心灵，属神的儿女务必要认清这场争战，是在与空中属灵

气的恶魔抢夺灵魂，所以应当竭力避免用血气，人意，或者用人

的智慧或无谓的争论，只有单单依靠圣灵的大能，随时多方祷

告，在此警醒不倦，才能将人心夺回。因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 

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结语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宣教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个科技和资讯瞬息万变的时代，福音真理却永不改变，传福

音的使命也不会随着环境和时代而更改。神赐下网络为工具，相

信神也一定赐下不同的人才，资源、智慧和能力给教会，好叫我

们灵活地运用互联网，以完成他所交付的工作。盼望教会认识到

网络传福音的紧迫性，真正明白“得着今日的网络，就得着明日

的世界。”能够勇敢地承担起网络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在公

众交流平台和大众传媒中发出福音的信息和正义的呼声。求主使

用每一个愿意委身宣教的基督徒，在末后的世代回应神的呼召，

与主同工，运用各种方式，得时不得时为主传福音，也求主使用

教会，靠着圣灵的大能，善用网络，同心侍奉，高举基督，传扬

真道。 

 

 

     

 

       

 

    
 

 

 

 

 

 

 

 

 

 

 

 

 

 

 

 

 

 

8~12 月份 多倫多本部的課程與活動 

啟示錄 8/22-28 

神學與輔導 8/27-31 

發展心理學 9/01-07 

舊約歷史書 10/03-09 

碩士班秋季入學考試 10/29 

14 周年感恩異象分享餐會 10/16 , 6:00pm 

本年度的畢業典禮 12/11 下午 

紀念救主降生 12/10 

碩士班學生的課程心得交流 課後的第四-五個週末 

 2015 年赤字 ( - 43,000 ) 

  造就神國工人 

奉献支持; 郵寄 或 來電 416-490 6262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Canada) 

1029 McNicoll Ave. Scarborough, ON M1W3M6   



 

8 

         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2016 年 課 程、講 座 一 覽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1-2

月     

教會歷史 I-早期至中古初期（多媒體課程）： T2/M3 (國)/1 月 15-17 日,22-24 日 廖元威 Th.D  加拿大華神   

聖經宣教神學： T2/M3(國） / 2 月 19-21 日，26-28 日 江榮義 Ph.D  加拿大華神    

3-4

月   

青年（學生）事工的實務與生命輔導: T2/M3 (國)/3 月 15-21 日 田  玲 Ph.D   加拿大華神    

約翰福音(2): T2 (國) / 3 月 28 日-4 月 02 日 
王守仁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深度研經聚會：你們是世上的光 /4 月 02 日(週六): 7:30pm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T2/M3 (國) / 3 月 28-31 日，4 月 04-07 日 張宗培 D.Min  渥-國語宣道會 

個人成長靈命進深: T2/M3 (國) / 4 月 09-15 日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同氣連枝-基督身體與靈命成長 / 4 月 09 日 (週六) : 7:30pm 

5月  當代基督教倫理 : T2/M3 (國) / 5 月 13-19 日 周功和  Ph.D  加拿大華神  

6月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T2/M3 (國) / 6 月 02-08 日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教牧書信: T2/M3 (國) / 6 月 03-09 日 
馬志星 Ph.D 

渥太華 

主恩宣道會    研經培靈會：事奉中性別角色的再思 / 6 月 04 日 (週六) : 7:30pm 

自我認識與全人發展 : T2/M3 (國) / 6 月 9-14 日 
佘亞弘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終極璀璨的恩召一生 / 6 月 11 日 (週六） : 7:30pm 

7月 
哀傷與危機輔導： T2/M3(國) / 7 月 07-13 日 

張宰金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健康的兩性觀—兩性危機的預防 / 7 月 9 日 (週六） : 7:30pm 

8-9

月  

婚前輔導： T2/M3 (國) / 8 月 20-25 日 
麥耀光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典堂  公開講座：原生家庭的影響 / 8 月 20 日 (週六） : 7:30pm 

啟示錄： T2/M3(國) / 8 月 22-28 日 
吳獻章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末世雙城記 / 8 月 28 日 (週日） : 7:30pm 美堅華基 

神學與輔導： T2(粵) /  8 月 27-31 日 
麥耀光 Ph.D    

美城華人 
宣道會   公開講座：神學與心理學的關係 / 8 月 27 日 (週六） : 7:30pm 

四福音至使徒行傳： T2/M3(國) / 8 月 30 日- 9 月 04 日 
吳存仁 Ph.D    

加京華人 

聯合教會  公開講座：路加信息的文本互涉 / 9 月 3 日 (週六） : 7:30pm 

發展心理學： T2/M3(國) / 9 月 01 日-9 月 07 日 
麥耀光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人生的發展與生命任務 / 9 月 4 日 (週日） : 7:30pm 

舊約歷史書： T2/M3(國) / 10 月 03-09 日 
蔡金玲 Ph.D    

加拿大華神  

10

月 

 公開講座：以斯帖記信息精華 10 月 08 日 (週六） : 7:30pm 北約恩典福音堂

當代基督教倫理 ： T2/M3(國) / 10 月 11-18 日 
周功和 Ph.D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公開講座：隨從聖靈 10 月 15 日 (週六） : 7:30pm 

11 

月 

出埃及記： T2/M3(國) / 11 月 07-13 日 
江榮義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一代偉人-摩西 11 月 12 日 (週六） :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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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