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神加訊   一個師生、校友、同工交流的平臺 

2017  Vol.01 

www.cescan.org    Tel. (416) 490-6262  (647)361-7822   (613)399-3952   (514)800-7615  infocescan@gmail.com 

中華福音神學院 加拿大學區 印發     

1 

明白聖經，紮根神學            編者：林利雄 

感恩主，2017 年是我院服侍加國眾教會和弟兄姐妹的第十五

年,因主的同在，給我們有最優秀的老師，以培養神國的工人 
- “明白聖經，紮根神學，倚靠聖靈，榮耀主名..”2017 年
學院課程設計: 

一． 多倫多本部 
1.大小先知書（必修）吳獻章老師 PhD （小組多媒體課程）
基督教聖經中的先知書是包括了大先知書五卷和小先知書十
二卷，按照內容的篇幅大小而分。舊約時代先知的角色非常
重要，記載了南北國列王與各先知互動史實，內容非常豐
富，同學上課之前最好能夠熟讀聖經。 
2.傳道書/詩歌智慧書（必修）張宗培老師 DMin 
本課程除了對詩歌智慧書做一個綜合研究以外，老師會帶大
家一起仔細研讀傳道書。傳道書本來就是所羅門王的教訓，
對象是當時的耶路撒冷居民。書名“Ecclesiastes”是召集
的意思，通過這書可以看見敗壞的世界，其中的人生所呈現
的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張老師接受過博士的訓練，又有多
年牧養教會的經驗，在培育同學方面，可以達到知識，靈
命，侍奉三育並進。 

3.教會領導與管理（主修）陳志宏老師 ThM ＆ DMin 
專業的管理是很多專才在日常工作上慣用的方法，很多基督
徒在不知不覺中以為治理教會也當如此，忘卻了學習聖經中
的領導模式。陳老師牧會的經驗豐富，曾任台灣信義會總監
多年，目前又是台灣“信望盟”政黨第一任輪值主席，相信
可以引導大家有更多看見。 
4.系統神學一（必修）周功和院長 PhD 
比較完整的系統神學包括不少於九個命題，對有心追求的基
督徒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本科的主要內容是系統神學的導

論，聖經和神論。讓我們通過了解聖經，有系統的逐一認識
有關的命題。同學們必須在信仰上牢牢的紮根和分辨異端才
能幫助別人, 鞏固教會。感謝周院長多年來對加拿大華神的

大力支持，這也是同學們的福氣，求主繼續祝福使用他！ 
5.四福音至使徒行傳（必修）葉雅蓮老師 PhD 
感謝主，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記載把耶穌基督的腳踪;生平
和升天以及早期的教會都記載的清清楚楚，讓我們讀的時候
猶如歷歷在目。神愛世人，實在無微不至！葉老師這一次百
忙中前來授課，非常感激。她的“跟耶穌學做僕人”也是不
可多得的好書。 
6.申命記/摩西五經（必修）賴建國院長 PhD 
摩西五經是用古老的希伯來文寫成，也是“猶太”托拉最重
要的經卷之一...曾經作為猶太國的律法書。其中包括了：神
的創造;人的尊嚴與墮落;神的救贖;神的揀選;神與人的立約;
神的律法等教義。 

申命記又是百姓在曠野流浪了四十年後，以色列的子孫

在進入應許之地前，摩西所完成的書卷，重點是闡明他
們的前路將會遇到的困境以及最後的訓示。賴建國院長
是著名的舊約聖經學者，著書甚多，教務繁忙，這一次
能夠撥冗來加教授實在不易，非常感激。 
7.箴言 T2 /詩歌智慧書 M3（必修）劉少平老師 PhD 
箴言 T2 -智慧的話教導人如何行事為人，並在為人生活
中建立他們的性情。這裡所指的“智慧，不是指人的智
力，敬畏神和順從祂的律法才是真智慧的實質。劉老師
將帶領大家了解書中精簡的警句，文體中如何重複地勸
誡讀者，並列出一些二極的對比..，闡明利害關係和是
非所在，讓人作出明智的抉擇，過智慧的生活。 
綜覽“詩歌智慧書 M3”的部分 - 約伯記，詩篇，箴言，
傳道書和雅歌，大部分會在碩士班最後兩天進行，劉少
平老師是著名的舊約聖經學者，箴言單卷註釋更是他的
代表著作之一。 

8.僕人領袖（/基督教聖經中的領導學）（必修） 
佘亞弘老師 PhD 
這是作為培養基督工人品格的重要科目之一。“低頭妥
協” 或“據理力爭”在今天的事工上都可能沒法立足。
佘老師將帶領同學看遍聖經中領袖的不同特徵，去蕪存
菁。眾所周知，佘老師是教導領袖學的知名老師，他的
教學嚴謹，題材廣泛，千萬不要錯過。 
9. 異端與伊斯蘭教研究（主修）王瑞珍老師 ThM 
本課程將特別邀請王老師傳授分析不同的異端，讓我們
知道如何預防並抗衡;特別是因著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迅
速發展的現況，大家對它的認識可能並不清楚，甚至感
到不安。主要因為媒體在報導的時候，往往只呈現西方
的立場，而將伊斯蘭教片面化,妖魔化,貼上了標籤，卻
沒有真正的認識理解穆斯林之所以對基督教反感，其中
大部分原因是誤解，但基督徒確實也犯了不少的錯誤，
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去年開始，我們也已經有同學
參加了大西北宣教。目前我們生活的加拿大，伊斯蘭教
也在我們身邊形成和發展，我們理應了解和相容。王老
師所作的《第三隻眼看伊斯蘭教》將會是很好的讀物。 

二. 滿地可教室 
1. 傳道書/詩歌智慧書（必修）張宗培老師 DMin 
（課程內容與多倫多 1. 相同，請參閱） 
2. 家庭輔導（主修）吳子良老師 MSW,LCSW 
這是一門實踐課程。除了教導輔導原則以外，將會通過
一些真人個案，研究老，中，青夫婦的輔導技巧。同學
應將以前在“神學與輔導”及“婚前輔導”兩門課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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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揉合一起使用。吳老師是美國羅省資深的社工;神
學院的輔導老師。 
3.教會歷史 II- 古後期至宗教改革（必修） 
周學信老師 PhD 
中古時期到宗教改革發生了很多事情，也是教會的重要階
段。周老師今年又來到我們當中，帶領大家研究教會歷
史。今年剛好是宗教改革五百年，希望通過這一門課程，
給同學們從歷史的角度帶來更新的理念。 
4. 青少年教育與學生事工（主修）田玲老師  PhD 
按照加拿大政府最新的移民政策：高學歷青年，專門的人
才，對加國有貢獻的人..都是吸納的對象。同時，加拿大
的專科學院為了增加收入也希望大量的爭取海外學生，這
樣可以帶動經濟發展，降低社會的平均年齡，應付每年增
加的醫療開支。很明顯這個趨勢會形成社會結構上的改
變。今天不少的教會，青少年和學生的事工已經做了相當
的調整。我們學院在 2015 年特別在多倫多開辦了這個課
程，同學受訓以後可以幫助教會的事工發展。田老師是專
注青少年學生工作的博士,具多年經驗。 
三. 渥太華教室 
1. 約翰福音（必修）王守仁老師  PhD 
本書卷相對其他三本共觀（符類）福音書非常的獨特，而
且特別注重基督論，約翰用的辭句看起來簡單，但意義卻
很深奧。王老師將帶領同學們仔細研究此書 - 不單要了
解耶穌的言行,更要注意闡明其意義。王老師是資深的新
約聖經解經家，神學家，擅長原文解經，特別被美國政府
表揚為優秀教育家。 
2. 系統神學二：人論;罪論;基督論（必修）周功和院長 
PhD   （課程簡介與多倫多 4.相似，請參閱） 
3. 僕人領袖(基督教聖經中的領導學)佘亞弘老師 PhD (必
修)   （課程內容與多倫多 8.相同，請參閱） 
4. 異端與伊斯蘭教研究（主修）王瑞珍老師 ThM 
（課程內容與多倫多 9.相同，請參閱） 
 

有人說：“有志者，高山是台階;無志者，小溝是江
河”，“主啊！靠您的恩典，讓江河成為我的小溝; 
讓高山成為我的台階 !” 這是我的禱告,與你共勉。 
 
 

感謝主的恩典、帶領和保守，2017年是加拿大華神第 15年

向各位和眾教會提供信仰純正的神學裝備; 繼往開來，我院
將會繼續努力，持守戴紹曾院長、吳勇長老等等先賢的治校
理念- 以知識，靈命，事奉三育並重，培育神國工人，成為
更多後來者和教會的祝福 ! 
面對今天的世局，天災人禍 每天都不斷在重演，日光之下
無新事 ; 我們的生活環境，也受到多種的困擾。很多人覺

得做真正的基督徒要抗衡很多問題 ; 同時對陶醉在物質享
受，舒適生活，講究自由，人權高漲的加拿大人傳福音是相
當困難的事 ! 
眼看近日當權者的管治頗有問題，如揮霍無度，貪圖私利，
省債高築，經營大麻, 強迫幼兒性教育，設立同性廁所，縱
容墮胎, 贊成不公平的宗教歧視.. 都叫人感到不安，後果
可能禍延後代 ! 
我輩華人基督徒一般都是政治冷感，不少人對“政教分離”
實意不清楚 ; 對很多社會倫理和議題都不關心，作沉默的

一群，並未為真理站起來，隨波遂流，後果可能是坐而待
斃，最終更可能是禍延後代 ! 
感謝主，神一直把最優良的師資賜給加拿大華神，這一次，

夥同士嘉堡華人浸信會， 華夏聖經教會東堂，加略山證道
浸信會，北約恩典福音堂，及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在本年
五月十二、十三及十四日(五、六、日) 三個晚上, 特別安

排我院陳志宏老師 遠道而來，分享“基督徒生活實踐”專
題：- 1.基督徒如何在社群中發光。 2.信仰與政治參與。 
3. 信仰和社會倫理的爭議，以供獻各位主內兄姊。(詳情請

參考下表) 
 

註 : 陳老師，牧養教會多年，曾任台灣信義會總監，現任
“信望盟”政黨輪任黨主席，具多方恩賜，歡迎各位參加，
推介並代禱，同沐主恩 ! 

公開講座：基督徒生活實踐系列 

專題 
基督徒如何 

在社群中發光 

基督徒信仰 

和政治參與 

基督徒信仰 

和社會倫理的爭議 

時間 
5/12 (週五) 

7:30pm 

5/13 (週六) 
7:30pm 

5/14 (週日) 
7:30pm 

地點 

協辦 

教會 

士嘉堡華人 

浸信會 

3223 Kennedy Rd 

Scar., ON  

M1V 4Y1 

華夏聖經 

教會東堂 

加略山證道 

浸信會 

241 Alexmuir 

Blvd.,Scar.,ON  

M1V 2W6 

北約恩典福音堂 

加拿大校園 

福音團契 

201 Tempo Ave. 

North York, ON  

M2H 2R9 

“基督徒生活實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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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愛的兒女一樣效法上帝！  
此外，保羅還提醒我們，不要在性的方面開玩笑， 感
謝。這是一個性開放與混亂的世代。自我中心的人放縱
情慾、貪得無厭，至於生命改變的基督徒， 則是以神
為中心，願以真愛與犧牲為動力，並為上帝豐富的賞賜
獻上感恩。基督徒絕非禁慾主義者，對於性的議題不需
羞於啟齒，不需有恐懼心理。我們清楚知道，性是上帝
的禮物和創意，因此存感謝的心面對，既不拿來開玩
笑，更不放縱情慾。開玩笑只是加以貶損，心存感謝則
是肯定它應有的價值，承認那是上帝的禮物，需在婚約
的委身中被保護。  
2、光明之子。黑暗代表無知、錯謬與邪惡；光明表明
的是真理與公義。保羅提醒我們，過去我們是暗昧的，
如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因此改變的不僅是所處的環
境，更是生命特質。成為基督徒的重要意義，在於我們
的生命改變了，從黑暗變成光明。這一切都因為基督是
世上的光（大光），而我們這些信靠基督的人也成為光
（小光）。生命改變了，生活就能夠且必須跟著改變。
所以行事為人當像光明之子，發出良善、公義和誠實的
光輝，結出光明的果子。光明之子生活的消極面，是不
與人同行暗昧無益的事；積極面，則是揭露暗昧無益之
事的錯誤。要責備錯誤的事，讓它被光顯明，使之無所
遁形。更關鍵的，是宣揚福音，使人能有機會被基督光
照，使睡著的人醒過來，看見黑暗、罪惡的可怕，使人
悔改歸向基督。所以保羅在這裡大聲呼籲，睡了的人要
醒過來，死了的人要活過來，在黑暗當中的人，要行在
基督的光中！  
3、智慧之子。聖經要我們作智慧人，不要做糊塗人，
更不要成為愚昧人；所以要在主裡過有智慧的生活。智
慧人的記號有三，首先是愛惜光陰。這裡的愛惜是贖
回，買回；而光陰指的是稍縱即逝的機會，須讓神所預
備的每個機會發揮最大的功用，因為過去可能就沒有
了。為什麼？因現今的世代邪惡。愛德華茲在廿歲那年
就下定決心，絕不浪費一刻光陰，總要盡最大的努力加
以利用，為主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何等心志！  
智慧人的第二個記號，是清楚分辨主的旨意。得著屬天
真智慧的途徑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的旨意。主耶穌是
我們的榜樣，若非出於父的吩咐，祂就不說、 不作。
面對十架苦難時完全順服，乃因基督立志照父的意思，
不照個人的意思.當我們用主禱文禱告時， 我們所求也
是願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智慧人的第
三個記號，是被聖靈充滿。這不是一時的經歷，而是時
刻的體驗；不是事奉者或靈命高超之人的特權，乃是每
個基督徒該有的裝備；它絕非可有可無，而是得智慧、
得勝的不可或缺。被聖靈充滿不僅得著能力，弗 5五 19
-21節還特別提醒我們，這樣的人會讚美主、感謝父上
帝，並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我們若渴望教會的復興與覺醒臨到，讓我們在神面
前切切祈求，也讓我們每個人時刻活在神所預備的恩典
中，經歷身分的復興與覺醒，預備神更深的工作成就在
祂的教會，成全在這個世代！  

復興的內涵 
委身的基督徒都渴望看到神的大作為，渴望復興的臨到。復
興的廣度超過我們想像，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加以了解。 
1. 更新（renewal）。 
面對新舊物品的抉擇，通常我們會選新的事物， 但若新東西
品質差，我們寧可用舊的。上帝在基督裡為我們預備的救恩
與福分，是最高品質的新禮物！ 救恩就是一種更新的經驗。
林後五 17告訴我們：「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得救即經歷新的創造，不單在
信主的那一刻，終其一生都可不斷經歷。羅馬書十二 2講到
「心意更新而變化」。歌羅西書三 10 提到，要脫去舊人，穿
上新人，而且這新人要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象。 保羅曾說過一句足以描述基督徒真實盼望的一句話：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
天。」（林後四 16）。在亞當裡，我們天然的生命（以外體
為代表）會走向毀壞；但在基督裡，我們可以不斷更新。這
包括對神和祂旨意的認識，對神恩典、大能的經歷。在救恩
中，更新應該是 進行式。 
2.奮興（revival，或譯「復興」）。 
若說更新是從陳舊到新穎，那麼奮興或復興，就是從死寂的
狀態到復甦。十六世紀的改教家早就看到，並提醒教會， 
「真實改革的教會，必定不斷自我革新。」 很不幸，宗教改
革不過半個世紀之後，更正教各個團體就進入了正統教義時
期，信義宗如此，改革宗也是如此。強調教義的正統很對，
更是應該；但十七世紀的正統教義時期，卻發展出死寂和冰
冷的特質。信仰不再以是否愛主、遵行主旨來衡量，而是以
能否正確陳述正統教義為標準。 這種死寂、冰冷的狀態，需
要重新經歷火熱、復甦，與生命力。以西結書三十七章講到
一個奇特的景像：平原遍滿骸骨。神問以西結：「人子啊，
這些骸骨能復活嗎？」接著神使骸骨生筋長肉，並賜下氣
息，使枯骨成了大軍。這是神終極的心意，也是祂在教會中
所要做的事!  
3、覺醒（awakening）。 
聖經多次呼籲，叫神的兒女不要沉睡，要醒起。教會歷史的
發展，也顯示神於歷代興起祂的僕人，傳講使人心甦醒的信
息，且使教會復興的震撼擴及整個社會。史上稱為大覺醒運
動的，是十八世紀發生在北美的大事。愛德華茲牧師所傳講
的「在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因聖靈奇妙的工作，使人心
受震撼，並徹底悔改。不過，愛德華茲提醒我們，覺醒不能
只是感情的、外在的，更須是全人 的、由內而發的。當時的
復興，發生在大西洋的兩岸，除了北美，還有英國，且由約
翰衛斯理等人所帶動。  

身分的覺醒與復興 
以上所講復興的定義與屬靈特徵，若應用在個人層面，那就
是每個信徒都需要經歷身份的覺醒與復興。 弗五 1-21這段
經文，幫助我們從蒙愛之子、光明之子、智慧之子三方面來
看。   
 1、蒙愛之子。身為基督徒，表示我們是蒙愛的兒女，上帝
的愛透過基督捨身流血的救贖已經臨到我們，因此我們也要
憑愛心行事。基督之愛所展現的是捨身流血的犧牲；清楚傳
遞一個信息：愛就是捨己。 然而，舊人的特性卻是自我中心 
神的兒女，必須脫去六種舊人的心思與態度：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惡毒。且憑愛心行事：以恩慈相待，也
就是以仁慈、親切、和藹的態度、方式善待他人。也就是存
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像 



 

如何從啟示錄的信息向佛教徒佈道 
MCS 同學：鄭美寬 

一、前言: 
據統計，現時世界人口中,佛教徒佔三點八億，佔 5.75%，是
第四大的宗教信仰。 1.而佛教教徒大多是華人，因著過去二
十年來，佛教在台灣蓬勃發展，推廣「人間佛學」，舉辦各
種的活動及社會公益事業，除了在學校裡有各種的營會，也
辦佛學講座，弘法大會，佛教電視台等， 甚至為人證婚。因
此，不單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法鼓
山的聖嚴法師、中台禪寺的惟覺法師等人，已成為家喻戶曉
的公眾人物。甚至很多人利用週末或撥個三天、五天不等，

到佛堂去打坐、參禪、聽師父開示，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例
行活動。 2.尤其星雲法師更不遺餘力的推廣，到世界各地設
立佛光山分堂，開講座、辦中文學校、夏令營、為中外人士

集體証婚，可以說的確已把佛教搬到世界的舞台，及影響著
各地的華人，儼然成為一股新興的宗教力量。反之，基督教
好像越來越被邊緣化，這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及省思。因此本
文會從了解啓示錄中神對人生命終極的啟示，及佛教的來
源、教義、和發展動向，來看面對佛教徒時，我們如何能有
效地切入福音的話題，把基督的救贖，神對人永遠的心意向
他們傳講，盼望受了佛教影響，我們的骨肉之親，有機會得
著從神而來，那不能朽壞的生命! 

二、佛教來源、教義、和發展動向: 
中國人常常把基督教當作是外國的宗教，而把佛教當作本國
的宗教。其實佛教也是外來的宗教。 
1) 佛教來源: 
一般人以為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者，其實他是繼承了許多
婆羅門教傳統的信仰，再加上自己的宗教體驗來鑄造佛教這
樣的信仰。 3.他原來的名字是悉達多，是北印度釋迦族迦毗
羅城的淨飯王的兒子。根據佛教傳說，有一天悉達多出遊迦
毗羅城東南西北四個門，他聽見母親生產時陣痛的嚎叫聲， 
嬰孩生下來的啼哭聲，看見滿臉皺紋的老人彎腰駝背很辛苦
的在路上走，聽到生病者痛苦的呻吟，又看見送葬隊伍哭得
死去活來，頓感整個人生,生、老、病、死的過程都是苦，自
己雖貴為王儲，也免不了衰老、病痛、和死亡，所以人生最
重要的，是尋求解脫痛苦的方法，而不是榮華富貴，所以他
就離家求道。據說他修道 6年之後，有一天他在一棵葡萄樹

下「證得了正覺」，對於「人生為何有痛苦」、「如何解除
痛苦」、還有「痛苦解除之後要往何處去」的問題，提出的
一套自己的想法。他覺悟到痛苦的原因是來自煩惱,而煩惱的
原因是「無明」--就是不明白人生其實是空虛的，包括親
情、友情、愛情，都是無常，最終一定會失落的--在追求的
過程中，患得患失，因此有很多煩惱。得不到,固然痛苦; 得
到了,又必然會失落,更是痛苦. 
既然知道痛苦的原因是煩惱, 無明,那麼應該怎麼解脫呢? 解
脫的方法,就是透過「禪定」--「靜慮」的功夫，來得到大智
慧，豁破無明，超越煩惱、生死、輪迴。悉達多悟道後被稱
為釋迦牟尼(「釋迦」族姓，「牟尼」對尊者的稱呼，即「釋
迦族的賢人」的 
意思) ，又被稱為「佛陀」(梵文 BUDAHA的音譯) ，簡稱為

佛，佛的原意就是覺悟者。他教化約 45年之久，後因為

生病去世。 

他的弟子說他在 80歲的時「進入涅槃」，超越了一切生
死輪迴，已經成佛。其實他傳道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也
能夠覺悟，不是要叫大家來拜他 4。釋迦牟尼去世後，印
度佛教的自力修行就開始變質。他不單成了神般受人崇
拜，後來更產生無數受膜拜的多神崇拜。佛教在釋迦牟
尼去世後五、六百年，即公元 100年左右傳到中國。由

於中國的儒家的思想體系，只為人生意義和社會秩序提
供一個道德性的答案，但是卻沒有辦法給苦難中的人精
神上的慰藉。佛教所以可以在中國立足因為他比較能夠
順應中國的國情，而且為了適應中國文化，也不斷尋求
更新，從面發展出許多中國化的宗派, 如合乎儒家人本
精神的禪宗(認為佛在心中，著重使思想達到空與靜的境
界,讓人進入自己的心靈深處去「覺悟」的修行--見性成
佛) 、淨土宗(淨土原來是指彼岸的佛教樂園，那塊淨土
由阿彌陀佛治理，主張只要供奉、禮拜佛陀、行善，加

上你真誠的信心不斷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將來就可
以昇往遍地開花、美麗清靜的西方淨土，永遠住在那
裡) 、密宗(或叫「真言宗」，真言是咒語的意思，這派

注重神秘主義跟通靈。認為持咒的力量可以透過身密、
口密、意密三方面的相應，達到止惡做善，進而成佛的
功用) 。此外，還有律宗(是佛教的法學派，講究佛教的

戒律) 、三論宗(是佛教的哲學派，對佛法的邏輯架構非
常講究) 、唯識宗(佛教的心理學派，對人的意識有詳細
的分析，認為世上一切都是有心所生的幻象，能夠了悟

一切的意識活動，就達到修行的目的了) 、天台宗(是屬
於佛教的文學派，以文學、詩歌、戲劇等方式來表達信
仰，對於宇宙萬象主張「一心三觀」，同時藉著苦得己
身，達到轉迷開悟) 、華嚴宗(也是佛教的文學派，強調
人若除去心中對各種現象的差別，就能得到心靈的自由) 
等派。佛教為了適應中國文化，跟傳統思想和民間信仰
結合的結果，各宗的派別現在已經越來越模糊，最明顯
的例子就是「禪淨雙修」, 便是調和淨土宗的儀式和禪
宗的教導，信從同時修練坐禪和念佛，已無所謂自力或
他力了 5。 
2) 教義: 
釋迦牟尼生前沒有任何著作，他死後多年，他的弟子才
憑記憶把他的教導記錄下來,編輯為三藏經。除了三藏，

佛教不斷分裂的過程中，新的經書也陸續出現，以闡釋
不同的派系立場。由於佛教許多不同的派別，教義十分
複雜難懂，可是有一些基本的教義仍然是各宗共同信守
的: 
a)四聖諦-- 苦諦(強調苦難事實,包括生、老、病、死、
憂悲惱、怨憎會、愛別離、所慾不得等八苦)、集諦(說
明人生因果運作,尋找解脫) 、滅諦(追求灰身滅智的解
脫, 也就是消滅所有慾望與痛苦)、道諦(這是達到滅諦
的方法，有八正道:  

正願、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6 

b) 業力（罪／行為）說與三世因果: 

4 



 

身、口、意三業；前世、今世、來世。 

c) 六道輪迴: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牲道、餓鬼道、
地獄道。 
d) 三法印: 
諸行無常--宇宙萬物和一切現像，都是流轉不定的; 
諸法無我--一切現像都有因緣而起，沒有永久不變的本體; 
涅盤寂靜--不生不滅，靜寂安穩、絕對無限的徹底存在。7  

e) 佛教的世界觀——世界的緣起最少有業感緣起說、亞賴
耶緣起說、真如緣起說、六大緣起說、法界緣起說等，8相
當複雜。 
3) 佛教的神觀: 
佛教根本教義是說諸法無我，宇宙萬物都由「因緣而
生」，所以真正的佛教徒是無神論的。但是到了公元一世
紀前後，大乘佛教興起後，可能受了外來宗教、哲學與思
想影響，遂變成了多佛、多菩薩、及多鬼神的宗教了。 9 

4) 佛教的宇宙觀: 

佛教不認同上帝創造萬物，佛教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因
緣而生」，宇宙無確定的起點跟終點。當眾生敗壞的時
候，宇宙就毀壞，然後由於一些善良的因素再度結合, 產

生另一個大千世界。正因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是緣生緣
滅，一切的現象，都如夢景一般短暫、虛幻，所以說「色
即是空」，有形體者只是因為因緣暫時的聚合，因緣合則

生，散則滅，沒有一樣東西是永恆不變，所以就無常。 
5) 佛教的人觀: 
佛教認為眾生平等，都有佛性，都是未來的佛。所以人的

地位，和其他所有的眾生一樣， 都在六道中輪迴。而所謂
輪迴，是在六道中上下浮沉的生死流轉。佛教徒認為眾生
的痛苦，是不明白人生其實是空虛無常的。雖然現代的佛
教領袖，刻意經營入世的形象，但傳統佛教，基本上對人
生是持否定態度的。行善是一種修行的方式，目的是要超
越人道，因為人生虛空，活著的目的，就是追求不要做
人，期待超越輪迴進入涅槃。 10 

(下期待續） 

 

註釋： 

1.陳潤棠,向佛教徒傳福音,《今日華人教會》,(總第 265 期, 

2008年 4 月號), 頁 33。 

2.王瑞珍,《第三隻眼看佛教》, (台北: 校園書房,2010),頁 19-

20。 

3.Ibid, p.23. 

4.Ibid, p.28-30. 

5.Ibid, p.40-45. 

6.許道良，《獨特與恩慈--基督信仰與其他宗教的比較》, (天

道書樓, 香港, 2008), 頁 112-115。 

7.《佛教入門》, (佛教福慧協進會, 香港, 1988), 頁 58。 

8.陳潤棠《今日華人教會》, 頁 33。 

9.龔天明, 《真理自明--基督教與佛教的比較》, (台北：歸主

出版社, 1997),頁 15-16。 

10.王瑞珍, 《第三隻眼睛看佛教》, 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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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啟示錄的信息 

向佛教徒佈道(續) 
2016 畢業典禮現場報導  

加拿大華神 2016年度的畢業差遣禮暨感恩祟拜已在 1 2

月 1 O 日下午 2:30 ｐｍ於美堅華人基督教會的舉行。祟拜
在“感恩 14年” 短片之後，一片殿樂聲中開始了！                                                                                                                                                        
當天參加人數大約 190人。程序從宣讀經訓開始：惟有你
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 (彼前 2： 9-12) 會眾隨之開口讚美神的榮

耀！ 
在開會祈禱、讀經後，徐治平老師和徐陳愉華老師伉儷更
獻上美麗的讚歌“The Lord is My Light”。繼而黃可順
牧師以“屬靈領袖的典範 ”為題證道，提醒大家：學習以
斯拉，定志，考究，遵行，教導神的話語。會眾即以“ 更
像我恩主”作出回應。 
接下來是一位延伸制及四位碩士科畢業同學站立，由導師 
張振裕牧師對他們作語重深長的訓勉。然後到了最重要的
頒發證書環節 ，由學區主任林利雄董事主禮；並由學區董

事袁廣明牧師代表董事會致贈畢業紀念品；再由陳兆彬牧
師指揮下，碩士班及延伸制同學一起為畢業同學們獻上鼓
勵的詩歌 -“要盡忠 !” 

李月航同學是代表畢業生致詞，對上帝、學院、老師、行
政同工等，都ーー致謝 ，何永祥同學代表畢業同學向學校
贈送禮物。 
因為畢業的同學當中有三位加入大多市不同教會的牧養工
作; 有一位繼續緊守師母的崗位; 一位加入差會的後勤工
作。在他們的差遣禮 , 由陳兆彬牧師主禮—邀請眾導師及

在塲的多位教牧同工ー同為畢業生按手禱告。禮畢會眾同
唱“這是我信息，或講或唱… 有福的確據”， 在全場充
滿一片喜樂的氣氛中，黃林定瀾師母帶領大家作感恩禱
告，最後大家同唱“ 三一頌” 將榮耀歸於神。 張黃繡惠

牧師也為所有參加者“祝福”，之後聚會結束，但會場裡
一片熱鬧忙碌的景象..各人都忙於跟畢業生拍照。                        



 

     

2011 年我蒙神呼召，來到加拿大中華神學院接受裝備，立
志作一名神的僕人。今年即將畢業，感謝神的恩典，這幾
年來，我邊學習邊侍奉，邊侍奉邊裝備，受益很大。 
首先，通過學習，我對神的認識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因
此，更加敬畏神，熱愛神；我對我自己的認識也更加清
楚。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一個蒙恩的罪人， 我必須時

刻存謙卑的心 來到上帝面前，存謙卑的心在教會裡侍奉。 
第二，通過學習，我在講道方面有更大的提高，因為神學
院教導我們如何才能夠按正義分解聖經，講得清楚，講得
明白，並努力遵行神的話語。 
第三，通過學習，我知道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神家的好僕人,
管理好教會，面對教會弟兄姊妹的需要，做好關顧，探
訪。 
今年我來到麥城華人基督教會實習，在老牧師的帶領下，
我學習如何在緊張的侍奉中，安靜在神的面前，靠著靈

修，禱告，籍著神的話語牧養自己；如何計劃和完成全年
的教會各項事工的開展，如何解決教會的各樣問題和矛盾
等等，把學習的神學理論聯繫到教會侍奉的實踐中去。 

我感謝學院為我們神學生提供的各樣學習條件。學校有大
概 20幾位常年的義工，做了大量的文書，圖書館，電腦等
工作，更有六位輔導老師幫助神學生的學習，還有眾教會

的主內弟兄姊妹默默地的代禱和奉獻金錢的支持，使學校
可以維持較低費用的運轉。 
求主報答和祝福每一位支持神學教育的牧者和弟兄姊妹。 

  

— MCS 畢業生：韓志雄 
  

 
時間過的很快，我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修讀的課程已經到了
尾聲，我感謝上帝在過去一直給我很多的保守，給我很多
的帶領，我能夠在華神受到神學的裝備，完完全全都是神
的恩典，我自己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最大的感受就是華神有
很多很好的老師，他們不但教導我們在聖經上面許多的認
識，還有很多他們牧會當中寶貴的經驗，使我們在當中有
很多的提醒。 
 
過去的十多年時間，上帝一直都使用華神在加拿大的事

工，我們這群被神感動，願意在神的話語裡去裝備，去服
侍教會，去服侍上帝的人，可以在華神當中得到餵養和實
習的機會。如果上帝給你感動的話，我希望你能夠跨出信
心的一步，讓上帝帶領你去怎樣裝備自己，帶領你前面事
奉的方向。可能今天你覺得讀神學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好
像我當初都有這個想法，但是我鼓勵你好好禱告，看神在
你身上的旨意。聖經裡說：“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希望你能夠把握機會去裝備自己，好使將來更好地
服侍教會，服侍神。願神賜福給你，謝謝大家。 

 
     — MCS 畢業生：何永祥 

     
我是從 2007 年開始接觸華神的，當時是我們教會和學校合
辦的一個主日學老師證書課程，從一開始我就很喜歡上這
個課程，因為每一位老師我都被他們的風采深深的吸引
住。在課堂上面他們給我們很豐富的知識，而且特別是下
課以後我們有機會在愛心款待老師的環節裡面和老師有近
距離的接觸，在我們的接觸當中，我們可以很自由很隨意

的跟老師去分享，老師也很樂意和我們分享他們的事奉和
屬靈的經歷，這完完全全是一個額外的獎勵，是在課堂以
外所收獲的。  之後我們教會和華神進行了第二次的證書
課程，這一次我也參加了，在課程快要完結的時候，我就
決定要到神學院接受裝備。在選擇神學院的過程當中，我
去過不同的神學院了解，記得也有人介紹我去哈密爾頓一
個大學裡的神學課程，因為那個課程大概兩年半左右的時
間就可以完成。我看過他們的課程設計，也對比了華神的
課程，我發現華神的學科裡面，除了聖經科和神學科以

外，還有靈命進深的課程，我覺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
為作為一個服事主的人，不光是有神學的知識和聖經方面
的認識，最主要的靈命培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所

以，後來我還是決定加入華神。 
 
在這幾年的學習裝備當中，坦白地說：一方面很享受，一

方面還是覺得很不容易。因為一邊要工作，一邊要上課，
但是享受還是比辛苦更多，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課時的安
排，每門課老師上課時間是一週，在短短的一週內一氣呵

成的完成，然後我們有兩個月的時間去看書，寫作業。我
個人比較喜歡這個形式，因為如果每個禮拜上 2～ 3個小
時，下個禮拜再回來上課的時候，可能我還要花時間去重
新思考上一次講課的內容，現在一週下來整門課上課完
成，然後通過做功課去整合，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好。而
且，我跟別的弟兄姐妹在其他神學院接受裝備的也了解
過，華神作業的要求，看書的要求，都比其他神學院要求

高，所以，我覺得這些年的學習非常的值得，雖然是辛苦
一點，但是能夠在真道裡面紮根還是很值得的。 
 
學習方面我認為作為服事主的人要打好基礎，不是圖快，
而是要深入，華神在學科安排設計上努力為學生將來要面
對服侍的挑戰考慮，不斷添加新的課程以適應時代發展的

需要。  另外，有一點是一直吸引著我要留在華神學習，
每當我看到 Roland 他們一家和各位老師在華神的服侍，我
看到神僕人的榜樣，看到他們如何盡心竭力地推廣神學教
育，讓人看到神學可以如何正確的去培養神國工人。 
現在要畢業了，心情當然很興奮，我感謝華神，它是一個
值得我們去推薦的神學院。 
  

    — MCS 畢業生：翁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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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華神之友、主內同工 平安！    
    感謝主，有您對華神一直以來的守望代禱及奉獻支
持, 並在神學教育上一起同心事奉。同時，神也大大的恩
待加拿大華神的事工得以不斷的進步。 
    猶記 2001 年透過第一位加拿大考入華神北美分校的
同學, 傳遞了需要開創“加拿大華神”的異象。 2002 年
原中華福音神學院陳濟民院長與大多市同工們研討結果：
華神從 2003 年 2月在大多市作首次授課，至今開課地點
從士嘉堡向外延伸至密西沙加、渥太華及滿地可各地。為
此我們應當一同獻上感謝 ! 
  “福音本色化”是戴德生牧師對福音工作的實踐。提倡
“神學本色化”及“靈命、 學識、事奉”三育並重是戴
紹曾院長的神學教育理念。 “明白聖經, 紮根神學, 倚
靠聖靈, 榮耀主名”是加拿大華神培訓工人的目標。 
  “學科的更新”,“學生品格的塑造”使加拿大華神成
為華人教會培育工人的重要基地。為了對蒙召者提供低廉
學費,優良師資,使將來成為忠心的管家，華神每年通過舉
辦的異象分享餐會, 讓華神之友,主內同工一起去關心,參
與“當代的神學教育,了解教會的需要,奉獻支持培養新一
代神國工人”,好叫我們的子孫也能夠世代蒙福。 
    按照加拿大華人移民的發展趨勢,估計,十多年後華人
移民可能達到 250 萬或以上之眾,單就大多市而言,就需增
加四百多位傳道人(尚未包括補充退休牧者的空缺),我們
正面臨的是一個跨年代的大工程。然而好的神學教育就需
要有足夠的經費,人力和優良的師資投入才能延續。由於
2014 年初,美元滙率強勁引致的虧餂,學校財務狀況至今仍
有約四萬多元的赤字,所以特別需要您在禱告和行動上繼
續支持華神。 
    華神之友、主內同工：如果神給您足夠或有餘,希望
您能考慮加入“小額奉獻計劃”，在經常費用上支援神國
事工。這計劃是採用每月固定奉獻的形式,額度數目大小
均可。因為“捐得樂意的,是神所喜愛的”。如果您願意,
可以和我們的同工聯繫，填寫小額奉獻的表格。真誠地希
望通過這個計劃能讓我們一起進一步建造永恆的事工,也
成為我們下一代的祝福。 
    您我都是神國大家庭的一份子, 讓我們一同儆醒守候
主的再來！   
                   

                              ---- 籌款小組 敬上

支持神學教育， 

         不單個人蒙福、教會受益， 

更惠及子孫 … 
 

 

奉献支持; 郵寄 或 來電  

  416-490-6262 ;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Canada)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3M6   

致主內同工、華神之友 
一封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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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神在線教室概況  
  

加拿大華神從 2016年 10月份開始設立網上免費聖經課程-
【在線聖經學苑】這是一個網絡互動的教學系統，信徒透過
電腦，即可隨時隨地的接受神學裝備。 

整套課程分為：【釋經類教材】；【神學類教材】；【舊約
導讀教材】及【新約導讀教材】等四大類，數十種課程，涵
蓋整本聖經. 
去年 10-12 月第一期登錄各課程上課的學員人數有 42人，
分別來自美國，香港和加拿大。而主要學員集中的加拿大也
分佈在 15個不同的城市。由此可見，隨著信息網絡時代的
進一步發展，信徒也可以利用現代科技而以最快速; 最便捷
的方法接受神學裝備，建立自己穩固的根基，迎接時代的各
樣挑戰。 
目前網絡上投放的第二期 1-3月份課程有：普世宣教入門；
舊約歷史書；一般書信及使徒行轉。  
 

免費課程， 歡迎奉獻支持！  

2017 財務報告 

      2017 1-12 月(預算) 

 1. 

課程支出及其他費用(包括

水、電、天然氣、院址及設備維

修、 同工薪酬、税項、管理費 、 文

具、印刷、銀行利息、接待..互聯網.. 

等 ) 

 $   321,324.00 

 2. 
院址分期                   

($2,000.00 /月)     
 $   24,000.00 

 3. ＊償還院址私人貸款            
（2017 到期）  $  120,000.00 

全年總支出 (預算)  $  465,324.00 

                      2017 收入(截至 2 月 28 日) 

 1. 課程  $     12,449.00 

 2. 奉獻  $       4,648.40 

          總收入  $      17,097.40 

2017 年度尚需款項     

 

$     448,2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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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2017 年 課 程、講 座 一 覽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2月     大小先知書（多媒體課程）： T2/M3 (國)/2 月 10 日-2 月 25 日 吳獻章 Ph.D 加拿大華神   

3-4

月   

傳道書: T2/M3 (國)/3 月 27 日 - 4 月 02 日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死蒼蠅，蛇，與鳥：傳道書中的智慧 /4 月 01 日(週六): 7:30pm 北約恩典福音堂 

傳道書: T2/M3 (國)/4 月 03 -09 日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死蒼蠅，蛇，與鳥：傳道書中的智慧 /4 月 09 日(週日): 7:30pm 

約翰福音: T2/M3 (國) / 4 月 03 日-4 月 09 日 王守仁  

Ph.D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深度研經聚會：信的真諦 /4 月 08 日(週六): 7:30pm 

5月  
  教會領導與管理 : T2/M3 (國) / 5 月 06 日-5 月 13 日 陳志宏  

D.Min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基督徒生活實踐系列 /5 月 12 日-5 月 14 日: 7:30pm 請與學校查詢 

6月    

家庭輔導： T2/M3（國）/ 6 月 02 日-6 月 08 日 吳子良 

MSW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預防及應對年青人的網絡沉迷/ 6 月 04 日（週日）： 7:30pm 

系統神學（二）： T2/M3 （國）/ 6 月 01 日-6 月 07 日 

周功和 

Ph.D    

渥太華 

加京華人聯合教會   公開講座：人如何改變 / 6 月 03 日 (週六） : 7:30pm 

系統神學（一）： T2/M3 （國）/ 6 月 08 日-6 月 14 日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人如何改變 / 6 月 10 日 (週六） : 7:30pm 

7月   

四福音： T2/M3 (國) / 7 月 10 日-16 日 葉雅蓮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待定 

教會歷史（二）： T2/M3(國) / 7 月 20 日-26 日 周學信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待定 

8月    
申命記/摩西五經： T2/M3( 國) /  8 月 08 日-14 日 賴建國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待定 

9月    

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T2/M3(國) / 9 月 19 日– 25 日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待定 

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T2/M3(國) / 9 月 26 日– 10 月 02 日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公開講座：待定 

10

月  

箴言/詩歌智慧書： T2/M3(國) / 10 月 13-19 日 劉少平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待定 

青少年教育与学生事工 : T2/M3 (國)/10 月 16-22 日 田  玲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待定 

11  

月 

異端與伊斯蘭教： T2/M3(國) / 11 月 15-21 日 

王瑞珍 

Th.M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公開講座：待定 

異端與伊斯蘭教： T2/M3(國) / 11 月 22-28 日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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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