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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自十八世紀的恩典 
編者：林利雄 

    神所重用的戴德生牧師在中國實踐了“福音本色化”,將

福音傳入了中國內地各省市, 對華人的福音工作影響深遠。  

他的曾孫—戴紹曾博士承傳了“本色化”的概念,也倡導了

“神學本色化”的主張; 再配合吳勇長老的神學教育理念--

“靈命、學識、事奉”三育並重,不可缺一。40多年前的台

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就此應運而生了。 

    在 80年代後期 ,隨著台灣移民的需要,華神北美分校也

在美國羅省成立, 開始服事美國的華人教會。還記得是 2002

年,在家人和多位牧長的建議和提醒下,我投考華神北美分校,

到美國上課, 有幸能夠受教於戴紹曾,林道亮,陳濟民,黃子

嘉,賴建國和周功和..各位院長和師長們,實在深受禆益,生命

起了重大的改變。 

    為了加拿大的好處, 神讓我有機會傳遞了加拿大需要華

人神學院的異象。於是華神北美分校派遣了當時拓展部的佘

亞弘老師作探子,由台灣校本部陳濟民院長到大多市開辦聖經

講座, 也率領梁潔瓊主任與大多市教牧同工們進行研討,結果

是..加拿大華神從 2003年 2月在大多市北約華人浸信會作首

次授課,也指派我代表華神北美分校代辦相關事宜。並加入華

神溫哥華董事會。 

    2006年密西沙加市華人宣道會要求合辦事工訓練証書課

程,成為第二教室。 

    同年因事工的需要, 加拿大華神正式註冊成為全加拿大

非牟利的神學教育機構,與華神北美分校合辦課程,並且租用

了列治文山的辦事處和教室以敷使用。 

    2009年應滿地可華人教牧同工會要求合辦延伸制神學課

程, 故設立滿地可教室。 

    2010年華神北美分校獨立成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申請

加入美國神學協會(ATS),新的條例要求加拿大碩士班的學生 

必須到美國去上 2/3 以上的課。加拿大華神遂轉向台灣

華神求助合作,即獲台灣華神董事會答允，主要包括師資

和學生管理的支援,並趨向植校模式，以便不久將來可以

獨立出去 。 

    2011年加拿大華神考慮學生牧會的需要,決定更新學

科--增加足夠的聖經及神學科目。全面的實踐訓練,重視

學生品格,務求達到整全的裝備,祝福教會。自此“明白

聖經, 紮根神學, 倚靠聖靈, 榮耀主名”成為加拿大華

神培訓工人的目標。  

    2013年考慮事工發展的需要,禱告物色較大的校舍,

蒙主允許,也得到董事同工,廣大的弟兄姐妹和合作教會

等等的代禱和支持,借出裝飾費用，餘款以銀行分期貸款

的方式,購買了目前的 1029 McNicoll 校舍。 

    2015年加拿大華神接受渥太華國語宣道會邀請合辦

延伸制神學課程,成立渥太華教室，至今共有四間教會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渥太華華人真道堂;渥太華主恩宣

道會; 加京華人聯合教會）一起同工，非常感恩。 

    目前,開課地點從北約向西延伸至密西沙加、向東至

渥太華及滿地可。每年開課達 18-20門。師資既優秀又

充足,都是神莫大的恩典。 

    為了造就忠心良善的神國用人,無論招錄新生或裝備

同學,加拿大華神從來不敢稍有懈怠。至今仍以低廉學

费/旁聽費, 鼓勵信徒裝備或已畢業同學回校旁聽課程,

得以與時並進,造福群羊。 

    各位弟兄姐妹:加拿大華神的同學,大部分是有家庭

負擔的,他們需要一邊工作,一邊讀神學。所以你的代禱,

參與、專業義工和奉獻支持,都非常重要。大家所幫助的

不單是神學生,畢業後可能是您教會的傳道人,將來也可

能是你家小孩的牧者,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去影響和改變

這個世代。“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請您特別紀念和

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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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紀念的大事  

紀念過一戰開打 100週年（2014）以及二戰結束 70週年

（2015）之後，人類在未來兩年，還有甚麼重大歷史事件

值得紀念與反思？一如往例，2016年依舊有不少，例如凡

爾登戰役 100 週年（一戰期間最長、死傷最慘重的戰役）

大文豪莎士比亞去世 400週年（4月），以及日本偷襲珍

珠港事件 75 週年（12月）等。然而，多數基督徒更有興

趣的，應該是 2017年的宗教改革 500 週年。  

馬丁路德被公認為宗教改革之父。1517 年 10月 31 日，

他在威登堡大教堂貼了九十五條論綱，針對贖罪券的合法

性與有效性要求公開辯論，質疑羅馬公教之告解禮、功勞

庫、積功德等教義。這個在歐洲政教界激起軒然大波、風

起雲湧的重大事件，引發了更正教改革運動，因而被界定

為宗教改革的起點。它對歐洲甚至全球的牽動不容忽視，

不僅對教會發展帶來重大衝擊，更影響人類文明的發展。  

從 2008年開始，德國教會與世界信義宗聯會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早已經聯合展開「路德十年」

（Luther Decade）的系列活動，每年都以一個主題作為

研討、反思的重點，並將於 2017年改教紀念日崇拜中達

到最高潮。事實上，預定今年八月在台北舉行的第九屆世

界華人福音會議，也在大會中安排了 80分鐘的節目，將

針對「宗教改革五百週年」議題進行回顧與前瞻。  

為了迎接 2017 年普世教會的大事，華神在今年四月 25-

27日的林道亮神學講座中，邀請了撒拉威爾森博士（Dr. 

Sarah Hinlicky Wilson）擔任講員，並以宗教改革五百

週年再思馬丁路德：神學洞見與教會合一的盼望 

（Reconsidering Martin Luther for the 2017 Refor-

mation Anniversary: Theological Insights and Ecu-

menical Hopes）為題，進行三天九堂專題的演講與討論. 

路德神學精華與現代意義  

這次神學講座的內容，是以路德神學的時代背景、 精華

以及宗派間的合一、和好為主題。第一天早上先討論路德

的中世紀背景，以及啟動改革運動的兩個重要論綱。路德

的宗教薰陶、學術訓練、政治背景都深受中世紀大環境的

影響，然而，對仁慈上帝、救恩確據的渴望，以及對禁慾

苦修的失望，使他面對人生危機。這段時期的轉捩點（高

塔經驗）則是透過仔細研讀、詮釋聖經而來，塑造了開創

局面的福音神學理念，使他對悔改和上帝的義有了更新的

認識。  

透過新的視野，路德開始質疑教廷對贖罪券（甚至救恩

論）的教導與實施。1517 年 10月底公佈的《九十五條論

綱》正是他所採取的正式行動，完全符合當時大學情境內

要求進行學術辯論的常規。至於半年後發表的《論罪得赦

免論綱》，雖是長期受忽略的文件，卻被拜爾博士

（Oswald Bayer）視為宗教改革真正的起點。因為路德在

那篇論綱中，第一次把他對上帝的義作了清楚的陳述。 

我們期待透過撒拉博士的講解，增加我們對路德的時代背

景，以及對作為改革起點的重要文件有進深的了解。 律法

與福音的區分，確實是路德神學的重要特色之一。雖然可以 

簡述為律法是上帝基於祂聖潔、公義本性的高標準要求，福

音是上帝在基督裡為我們成就並白白賞賜給我們的應許與福

分，但路德明確指出要清楚分辨二者並不容易。他甚至說，

若有人了解箇中真味且時刻做清楚區分，他願贈以博士帽。

第二天上午，撒拉博士要講的主題，是律法與福音的區分以

及路德大問答中的律法與福音。  

第三天上午的主題分別是洗禮與嬰兒洗。可能許多人的立即

反應，是在華人教會情境真有必要討論這個議題，特別是充

滿爭議的嬰兒洗？洗禮絕對是基督徒信仰中的重要議題，對

路德神學尤然；而華人教會很可能在某方面誤解了這個真

理，甚至在神學的解讀與應用上顯得貧乏。撒拉博士表示，

她曾在浸信會、 五旬節教會等分享過這個主題，都得到相

當正面的回應；不僅加深彼此了解，更幫助人對洗禮的意義

有了深化的體會。  

三天下午各一堂的重點，都是針對當天早上的主題進行教會

合一的相關省思。撒拉博士以信義宗神學家的身份研究路德

神學，卻不願以爭競的心態，或否定他人為代價來進行。她

希望不要重蹈教會歷史中的覆轍，也就是信義宗與不同宗派

間以敵意和撻伐對方的模式以對。她坦承，越深入探究與欣

賞路德神學，她越發肯定在基督裡的團契、友誼與合一的重

要性。這不代表抹煞相互間的差異，亦非倡議終止彼此的討

論與辯證，而是必須認清，許多時候我們的信念受不良歷史

的影響多過於嚴謹的神學思辨，在替自己的信念辯護時，常

出於恐懼而非真正的信心。  

我們期待，三天下午的主題，也就是信義宗與天主教的對

話、路德與猶太人，以及信義宗與門諾會的和好等三方面，

能在面對教會合一議題上，為我們樹立良好典範，帶來美好

的影響。  

研究教會合一運動的信義宗神學家 

撒拉威爾森博士是第三代的信義會牧師，她的祖父、父親都

是信義會的牧師；外祖父一生都在信義宗教會設立的學校內

任教，直到退休，母親至今仍在教會積極投入各種事奉。撒

拉博士於 2008 年遷居法國之前，也曾在紐澤西州的州府翠

登（Trenton, New Jersey）牧會將近兩年。  

她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受聘位於史特拉斯堡

的普世教會合一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umenical Re-

search in Strasbourg），擔任助理研究教授一職；研究的

重點與專長，在於東正教和五旬節運動。她的博士論文研究

的是廿世紀著名的東正教神學家伊莉莎白貝爾席格

（Elisabeth Behr-Sigel, 1907-2005）三一神學中的女性

與牧職觀。該論文於 2013 年由英國著名的 T & T Clark 出

版社出版，書名為 Woman, Women, and the Priesthood in 

（轉下頁 ）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再思馬丁路德 
-廖元威 老師 



 

  回應法官釋憲-論壇報採訪稿 
-張宰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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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牧師進一步指出，同性戀者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都需

要被神的愛拯救。同性戀傾向，和其他罪的傾向一樣，和

異性戀者的淫亂罪是一樣的，不比別的罪大，也不比別的

罪小。同性戀者其實分為好幾種類型，並非所有同性戀者

都是傾向同運人士或是敵對基督徒，有些同性戀者其實是

想要改變，或是嚮往單純的生活。因此，教會牧者及傳道

人應依照個人不同狀況調整關懷牧養方式，最重要的是，

幫助同性戀者與上帝有堅定親密的關係。另外，參與公共

政策部分，基督徒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表達立場價值，

不宜用武力或暴力造成他人傷害，無論最後結果如何，要

相信上帝掌權一切。 

【台灣基督教論壇報 記者何毓芬台中報導】 

對於這次同婚釋憲結果，中台神學院副院長、 教牧諮商中心

主任張宰金牧師受訪表示，釋憲之後將進入修法或立法階段， 

後續沒有具體詳細的配套法規制定，恐怕會造成許多混亂的

現象。 倘若同婚成為台灣未來的趨勢，教會將面臨為宗教信

仰受逼迫的情況。 當基督徒堅持符合聖經「一男一女、一夫

一妻、一生一世」婚姻家庭的價值時，恐遭判違法或違憲。 面

對這些法律的制裁及世界的逼迫，基督徒要有所預備，為主受

苦走上十架道路。 不管同婚議題未來如何發展， 神學院和教

會都負有使命，需要按聖經真理回應當代議題，讓耶穌基督的

真光照耀。 

張牧師從神學院及教會角度，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回應： 

一、教會應持守聖經對於婚姻家庭的定義與價值，並加強教

導兒童及青少年合乎聖經的性教育及婚姻家庭觀念。對於同

性議題或校園性教育部分，應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對此議題有

正確的看法及論述。 

二、教會牧者及傳道人要學習如何關懷、幫助、牧養同性戀

者。未來同婚通過之後，教會牧者及傳道人未來必須要有心

理預備，倘若有同性戀的弟兄姊妹要出櫃結婚或是請牧師證

婚，身為牧者及傳道人應當要有所堅持及適當回應。 

三、對同婚議題看法不同，造成教派或教會分裂的危機。對

此，教會內部牧者、傳道及同工應針對此議題提出討論，凝

聚看法及共識，避免基督肢體間造成分裂或爭論。 

四、修訂教會法規會章，增列說明「一男一女的婚姻觀」。 

張牧師說明，幾年前他擔任台灣基督教門諾會聯會總幹事期

間，曾在 2015 年第五十八屆台灣基督教門諾會會員大會，

提出四項議案修改法規的配套，獲會員大會全體通過，正式

列入台灣基督教門諾會聯會法規。 

其中包括： 

(一)教會法規信仰部份，增加「我們也堅信上帝創造人類

時，是一男一女的不同性別，而且一男一女的結婚才是合神

心意的婚姻。」 

(二)教會出借法規，增加「教會若出借為婚禮場所，只限於

一男一女的婚禮...」。 

(三)關於會員入會條件，除原訂認耶穌基督為救主而受洗，

另增加「願意履行上述全部信仰」，包括一男一女的婚姻

觀。 

(四)關於傳道者之職務，增加特別說明「...傳道者只限主

持一男一女的婚禮」。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裡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

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張牧師引用約翰壹書二章 15-17 節提到，面對現今世

代，基督徒的信仰正面臨嚴厲的挑戰與考驗，無論做任何事

情，應該思考什麼樣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才是神所喜悅的。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Elisabeth Behr-Sigel。 

撒拉博士的另一本著作，是為信義宗教會與五旬節運動互

動時提供的指導手冊（A Guide to Pentecostal Move-

ments for Lutherans），預計 2016 年出版。 

身為信義宗神學家，撒拉博士經常發表與路德神學相關的

專論，針對路德思想當年以及當今的意義，做深入淺出的

詮釋。從 1998 年至今，她已經就各種神學主題，發表了

超過一百篇文章，刊登於學術、教牧和普及性的各類刊物

內。《華神期刊》第七期（2015 年 11 月）登了一篇她所

寫的〈律法屬乎神〉（The Law of God）饗宴讀者。撒拉

博士同時也是神學季刊《信義宗論壇》（Lutheran Fo-

rum）的主編，該刊物的讀者群主要為北美的信義會牧

師。  

撒拉博士的先生安德烈威爾森（Dr. Andrew L. Wilson）

是一位教會史家，喜愛寫作與攝影。夫妻二人於 2010

年，用七十天時間從耳弗特（Erfurt，路德讀大學以及進

修道院的城市）步行到羅馬，全程一千英哩（1,620 公

里），參照路德 1510 年的羅馬朝聖之旅，進行信仰的省

思。他們根據這趟遊歷合著了（主要由安德烈執筆）《這

是我的旅程－與馬丁路德一起步行千哩至羅馬》（Here I 

Walk: 1000 Miles on Foot with Martin Luther to 

Rome），將於明年初由美國的 Brazos Press 出版。夫妻

二人育有一子，今年十歲。  

撒拉博士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徒步旅行和烹飪，前一 陣

子買了一本台灣料理的書，並在家練習煮台菜，做為四月

台灣行的預備。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再思馬丁路德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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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期刊登內容 ） 

6) 佛教的拯救觀: 

就是要進入涅槃--意思是消滅生死的因果，度過生死的苦

海，得到永遠的解脫的意思。到那時候，就能智慧圓滿，慈

悲圓滿，能力圓滿!11 

7) 發展動向: 

現在佛教復興的原因，包括: i)積極的宣教活動; ii) 以企

業化的行銷管理，讓信徒以不同方式參與，獲得相當多人力

財力的支持。這些雄厚的資源，再投注於文化、出版、社會

參與…等方面，使得佛教更加廣傳; iii)現代佛教以一種入

世的思想，對社會的參與包括政治、環保、社會問題的關懷

等; iv )非宗教化: 現在佛教鼓勵人坐禪，把它標榜為心靈

的修養，對於家庭、工作、智慧、潛能開發、心情調適、人

格等許多方面有益處。這種不一定佛教徒才能參與的活動，

一般人比較沒有戒心， 成為週末和假日期間很多人的活動; 

v) 「與新世紀運動」結合: 新世紀運動的精神就是「神就是

我，我就是神- -我的無限擴充就成為神」，好像是自我開發

一樣，既很人本，又很宗教， 很能滿足人性需求。 12 

三．啓示錄對佛教信徒的福音信息 

啟示錄是聖經最後的一卷書，是使徒約翰所寫，透過他「所

看見的事」——基督與其榮耀（一章），敘述「現在的事」

——約翰在世時的眾教會情形（二章至三章），和預言「將

來必成的事」——基督與其國度（四至廿二章），13帶出全

書的主旨：掌管歷史的是上帝，衪要藉著耶穌基督更新萬

有。 14這本書是為眾聖徒，為不識字者而只聽別人唸的人而

寫。叫不論何人，唸了、聽了、明白而遵行的，都可以得福 

(啟示錄 1章 3 節) 。在此, 願從下列各方面, 供佛教徒思考

啓示錄對的福音信息，以至得道，在人生的生、老、病、死

中，活出盼望: 

1) 宇宙有始有終的意義: 

a) 約翰藉著啟示錄四章 11節，二十四位長老的敬拜「我們

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

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讓我們

看到這宇宙是開始於一位創造主--上帝，衪創造了萬物(包括

造了人) ， 所以惟有衪配得敬拜。 15衪不但是創造主, 而

且在時間、空間裏， 衪是自有、永有的。衪是開始，也是終

結者，「主神說，我是阿拉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

後永在的全能者。」(一章 8節) 在創世記，自有永有的神造

人，是有目的的，只可惜人被蛇引誘後，帶來死和罪的咒詛. 

這些事最後的結果將如何？人將來如何？ 「我是首先

的，我是未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

了(有證據証明，耶穌基督降世、受死、復活，都確實按

著父神的旨意，在歷史上發生過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

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一 17，18）。」原來啟示

錄寫出一切事的結論，16與聖經的創世紀遙遙相應。使我

們知道人的開頭及結局，屬神的人，基督便是我的阿拉

法，祂也是我的俄梅戛，是我一切問題的答案。這世界

的將來，也完成在啟示錄。因此宇宙絕不是因緣而生, 

何時緣生緣滅， 都不知道。 

b) 既然這宇宙有始有終，是循線性的發展，17便有歷史

的進程。啟示錄第二章讓我們看到神參與、掌管人的歷

史，在當中，有管教、提醒與安慰。 「 …1那右手拿著

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2 我知道你的行

為、也知道你…。4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5… 你

若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裡，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9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 …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歷史不斷推進，人因

為不敬拜神，以致地上如本書所說的，災難愈來愈多，

因此最終神的審判臨到，帶進新天新地(20、21章) ，也

必會發生。佛教徒必須承認這個世代的災難是愈來愈頻

密，絕不是能用人的智慧去解釋苦難(例如: 前世、今世

的因果) ，或修行改善(進到輪迴較佳的「道」)或變得

美好(如進入涅槃) 。 

2) 憑自力或他力的結果： 

a) 從創世記起，我們看見人類因為亞當犯罪以致遠離

神，被定罪，但神卻滿有恩惠，一直要成就衪的救贖計

畫 。這個計畫是逐漸進行的，在創世紀中，產生的救恩

的萌芽；在歷史中有救恩的預備；在詩歌先知書中,有救

恩的預言； 四福音書中,有救恩的實現；在使徒行傳書

信中，有救恩的推廣; 到啟示錄中，才有救恩的完成。

所以雖然神一步一步施行救人的計畫，但到了啟示錄才

達到完全的目的。在啟示錄中約翰帶我們看到，基督不

祗用寶血救贖我們，讓我們可以恢復與神的關係，而且

實際引領無數蒙救贖的聖徒，奔進天城，享受無限的福

樂，無窮的榮耀。啟示錄這卷書，宣佈黑暗快過，天將

快亮。明亮的晨星，已經顯現，主耶穌快來 。這次太陽

永不落下，再無黑夜，羔羊的光輝，永遠照耀。主耶穌

勝了又勝，一切的一切，都服在他的腳下，因為基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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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王。 18所以，基督是救主， 依靠他的才有盼望，因為

衪必再來。然而， 即使人都有佛性， 能靠著修行，超越

人道， 也只是進入涅槃或極樂世界(沒有証據這些的存

在，只是人用自己的思想建構出來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該

地仍要受「無常、苦、空、無我」的教育，竟日念說「無

常、苦、空、無我」19，不知道是否真的是佛教徒的盼望? 

b) 在啟示錄中，上帝將主耶穌在世時所成就的救恩，帶到

最高峰。拯救的神必定親自採取行動使這罪惡和死亡的世

界變成新天新地。 20信靠衪的，有永生的盼望。在今生的

苦難中，也因著知道主在掌權，苦難有結束的時間而有忍

耐、盼望。佛教徒雖然渴想擺脫痛苦，卻不知痛苦是源於

人離開神， 不尋求從神來的拯救； 不承認有神，而想自

己當佛(其實也是一種〝神〞觀) ， 可以脫離苦難， 似乎

是搞錯方向，又怎能知道是否可以到目的地、21或將來如何

呢? 

c) 末世的災難，主在掌權，第七章說蒙主拯救的，可以藏

在羔羊寶座那裡。反之，沒有羔羊寶血洗淨罪的，無法躲

藏，最終還要被丟在火湖裏(20章 15節)，盼望努力要

「脫苦海」的佛教徒，早日選擇躲藏在羔羊寶座那裡。 

3) 從啟示錄看人與神、與人的關係: 

當人因為神的呼召(十四６「永遠的福音」) 而悔改(十一

13) ，就能蒙拯救「歸於神」(五 9) 。得以站在寶座與羔

羊面前(七 9), 敬拜上帝(十五 4) 、歸榮耀給新耶路撒冷

(廿一 26) 、 及行在它的光中(廿一 24) 。拒絕接受神呼

召的， 則會遭遇相反的結局，屬於撒但(二十 3) ，對抗

神（十一 18）， 最終成為神怒氣的對象(十一 18a， 十

四 10) ，受永恆的刑罰(十四 11) 。 22因著蒙神的愛所拯

救，基督徒面對逼迫，也願意接受為主傳道的任務(十一 7

-10)。奉勸還沒有接受神救恩的佛教徒，不要落在新世紀

運動的謊言中， 以為自己可以「成為神」，當基督徒，因

著神的愛，冒著被拒絕而仍向你傳講福音時，希望你抓緊

悔改的機會，否則羔羊的憤怒的日子來到時，你能站得住

嗎﹖ 

 

四．總結與反思 

總結啟示錄的信息，佛教徒也必須重新思考他們信仰的確

據在那裏？會帶他們前往一條什麼的路？在面對與神永遠

同在，必不再有哀哭、痛苦的新天新地，或和這世界的惡

者--撒旦，最終進入火湖的兩種選擇中，能作出合適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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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為： 1) 世界的進程，是朝著敗壞前進，要跳離這

走上滅亡的不歸路，惟有尋求、信靠那自有、永有，公

義、慈愛的上帝，才能有正確的人生方向及永恆的生命。

靠己修行，最終是永遠的滅亡。 

2) 從七印、七號、七碗災難強度逐漸的增加, 可以看到上

帝是為了給人悔改的機會。然而即使上帝一再給機會，地

上的人，若繼續愛、敬拜偶像(例如佛像、菩薩等) ，終必

落在羔羊憤怒的審判下。 

3) 約翰領受的屬天啓示，是關乎神在歷史中的作為，衪會

怎樣完成為世界所定下的終末目的。身為基督徒，在這末

世，堅忍是我們的責任，繼續作主忠心的見証人。無論佛

教徒信仰有多複雜、改變，我們傳講的，仍是十架的道

理、羔羊的救贖，盼望他們最終也能在羔羊的寶座那裏，

免受災難的審判。 

4) 末後的爭戰、得勝，完全是主神的工作，面對長期修行

的佛教徒，我們不必氣餒。最要緊的，是信靠為我們創始

成終的耶穌，禱告聖靈作工，拯救我們的親人、同胞。 

 

註釋： 

 

11. Ibid, p 73-74. 

12. Ibid, p.93-98. 

13. 李道生,《新約問題總解》 

    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 20Testa 

   ment/66Rev/66GT00.htm, 

14. 吳獻章, 《啓示錄導論》，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3)， 頁 14。 

15. Ibid, p 109. 

16. 李道生,《新約問題總解》 

17. 吳獻章, 《啓示錄導論》, 頁 199 

18.  楊濬哲,《啟示錄講義》, (美國: 靈水出版社, 

    1992), 頁 17-19。 

19. 鄭麗津, 《 基督徒 VS. 佛教徒 》,  

    http://www.jiduzhijia.com/book/jdtvsfjt/ 

    index.html 

20. 陳濟民,(從啟示錄看宣教：天地大戰),  

    https://www.fhl.net/main/cefomg/cefomg124.html 

21. 王瑞珍, 《第三隻眼睛看佛教》, 頁 103。 

22. 格蘭.奧斯幫(Grant R. Osborne),  

    《啟示錄註釋上》, (台北: 中華福音神學院,2008), 

    頁 55-56。 



 

比爾蓋茨，現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近他在面書

的網站上，非常熱衷地成為一個 “世界公民”，並鼓勵人
及提倡這個概念！回顧他過去的業蹟和善行，都是向整個
世界出發而不會囿於一個國家的觀念。例如比爾·蓋茨在一
次演講中提起他的“三次打賭”:1) 40 年前保羅·艾倫以
微軟創立打賭——在不久的未來，每個人的桌上都會有台
電腦，會改變人類的生活。2) 25年前，太太和我以蓋茨

基金會打賭——若我們投資創新，投資那些有決心、有才
華，也願意投身健康與教育發展的人才，每年便可以挽救
多些兒童的生命，也有多些人可以養活自己，將會令到每
個孩子都得到良好的教育。 3) 今年梅琳達和我再打賭，
在未來的 15 年，窮人改善生活的速度將超過以往任何一個
歷史時期。比爾·蓋茨之所以敢打這三個賭，是因為他對幫
助全人類在健康、農業、金融和教育等四個方面正進行實
踐他心中許多的創意計劃並充滿信心。但他注視著是整個
世界的版圖，而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理區域，也即是我

們現在熟悉的地球村概念。他希望能借助創新的力量，使
兒童死亡的人數減低至一半，少一些產婦死亡，能戰勝威
脅窮人的疾病﹔許多落後地區能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如非

洲﹔移動銀行服務也能幫助窮人徹底改變生活﹔無論住在
哪裡的孩子都有更好的軟件幫助，並可以接受高水平的教
育。 

    那麼，世界公民又是甚麼概念呢？當在互聯網站搜尋
時，所得的結果如下：世界公民一詞有多重涵義，通常是
指一個不只關心自己的社區和國家，也關心世界上其他地

方的事情。他們關注世界上不平等的情況，了解不公義和
貧窮的成因，亦願意承擔責任，身體力行挑戰貧窮與不公
義。世界公民一詞有多重涵義，通常是指一個人不贊同源
於國籍的傳統地理劃分。 
1）聯合國頒發的一個獎項的名稱為“世界公民” （World 
Citizen of the World）。  

2）可能是指持有非政府組織“世界服務機構” （World 
Service Authority） 頒發的“世界護照” （World Pass-
port） 的人士。  
3）可能是指推動成立世界政府的人士。 
4）有時指支持國際主義的個人。 
5）巴哈伊信仰所提倡的人類一體思想。是全球化的產物:  
  “世界公民”的概念早已有之。自啟蒙運動以來，一些
超越一國一族的狹隘情感，具有世界情懷的知識分子，或
者由於種種原因遊走於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就把自己叫
做世界公民。在民族國家時代，尤其是當一個國家與外部
世界隔著重重壁壘的時候，對一位普通“國民”來說，
“世界公民”顯然是個遙遠的概念。但是，現在不同了。
因為人類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已經變成了
“地球村”。在各國，各地區之間聯繫日益緊密的今天，
可以說，人人都成了“世界公民”，即使他沒有跨出國門,
他也可能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也會對他國居民產生影 

響。更不用說那些經常往來於不同國家的人了,“世界公
民”是全球化的產物，又反過來作用於全球化。具體要素 

如情感與價值觀： 1，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價值; 2，切身處
地的感受貧窮與不公義的情況; 3，反思個人對世界的關
係; 4，思索個人對世界的關係。 
    而獲得世界公民獎的人士如美國女影星安吉麗娜•朱
麗，被授予聯合國記者協會的德梅洛世界公民獎;好萊塢巨
星妮可•基德曼，聯合國授予她世界公民獎;俄羅斯老兵坦
尼斯拉夫•彼得羅夫，獲得“世界公民獎”;獲得“世界公

民獎”;聯合國為有世界公民意識，且表現突出者頒發世界
公民獎。為個人的行為對世界的影響負責;願意在小區以至
世界層面作出行動，為建設更公平，而且可持續發展的世
界而努力. 其實大家同住一個地球，人人都是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並不是一個特殊的身份，而是一個國家公民
身份的延伸。我們所住的地方，不論是在那裡，都是世界
的一部份，而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更
為緊密，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不論政治，經濟，文化，環
境上的，最終都會影響到活在這個世界的每一人. 因此，

我們除了要關心自己國家的事，也要關心世界上發生的
事。我們不僅要善盡本國公民的責任，也要了解世界公民
應負的責任，體認自己是世界上重要的一員。 

    根據林安國博士在全球化與宣教策略的課程中，我深
深地體會到神早在創世記中把世界公民的概念展示出來，
如巴別塔的故事，告訴我們本來是全人類是聚居一起，說

同一的語言，只因驕傲才被變亂了語言，分散而居。再從
他的萬民救贖計劃的圖表中我看見舊約怎樣循萬民，沿著
萬民失喪線，到達四福音的萬民救主，然後開展出萬民得

贖線，再達到萬民為目的。萬民失喪線由 1，萬民之始
（創 1-10）; 2，萬民離棄主（創 11）; 3，萬民救贖開始
（創 12）; 4，萬民之僕（以色列）受命（出 19： 5;賽
49 ： 1-6）; 5，萬民之僕失職（舊約歷史）; 6，萬民之
僕被棄舊約歷史）然後得到四福音內之萬民救主耶穌基督
的犧牲，才開展出萬民得贖線： 1，萬民之僕（教會）被選
（彼前 2： 9）; 2，萬民之僕受命（太 28： 18-20）; 

3，萬民之僕順服; 4，萬民歸向主：猶太全地（徒 1-8），
撒瑪利亞徒 8-11），歐亞（徒 11-28），地極（教會差傳
歷史）; 5，萬民國度建立（啟 5,7），這就是我們基督徒
的大使命的方向，向世界出發。 
    由此觀之，神在新舊約聖經己不斷提醒我們要放眼世
界，即使是外邦人也要恩慈相待，要愛人如己，要公平正
義，要憐憫窮人;如耶穌基督一般，無論是撒瑪利亞人，外
邦人也會將恩典輸出。保羅也把福音不分種族，並不歧視
任何人的情況下傳開去。還有那些忘記自己，放棄舒適的
生活，離開親愛的家人，去到世界各地，為了拯救失喪的
靈魂的宣教士們，他們正完全了世界公民的素質，實踐著
神給我們的眼界視野所能看見的使命！ 
    然而基督徒，是耶穌基督的追隨者，使我們從“世界
公民”中分別出來，因“世界公民”只注意到地上的事務,
但我們卻沒有忽略天上的事和世人的靈魂！ 

世界公民與基督徒 
DCP 學生: 余潘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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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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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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日) 

 1. 課程  $105,419.00 

 2. 奉獻  $ 41,000.00 

總收入  $146,419.00 

2017年度尚需款項     

 

$318,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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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2017-2018 課 程、講 座 一 覽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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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紀的僕人領導風範                         9 月 23 日 (週六） :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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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講座： 21 世紀的僕人領導風範                        9 月 30 日 (週六） :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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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愚昧 邁向智慧                10 月 14 日 (週六） : 7:30pm 

青少年教育與學生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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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里有希望：青少年事工的挑戰與我們的信心  
                                               10 月 21 日 (週六） : 7:30pm 

11 月  

認識伊斯蘭教： T2/M3(國) / 11 月 15-21 日 

王瑞珍 
Th.M  

渥太華 

華人真道堂  
   公開講座：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大使命的完成     11 月 18 日 (週六） : 7:30pm 

認識伊斯蘭教： T2/M3(國) / 11 月 22-28 日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大使命的完成     11 月 25 日 (週六） : 7:30pm 

2018年 課 程 預 告 

 3 月 新約神學—帶領同學了解新約聖經中每一卷書所涵蓋的聖經神學，整合新約神學的各個主題，更明白主耶穌的心意。 

 6 月 釋經學—在信徒皆祭司的前提下，基督徒和神的用人都必須明白聖經...按著真意，分解真道。這並非是歸納式的查經！ 

 6 月  

敬拜神學—目前在各教會的敬拜，有人注重音樂，有人注重感受。 

敬拜的詩歌，五花八門，有人喜歡莊重，有人喜歡個人享受。 

看清楚聖經中的敬拜，參透敬拜的神學，清楚宗派的敬拜禮儀，找出敬拜的正確的路向，挽救這個重災區，正是我輩當急

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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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