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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派他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路 12:42~44）

2018 上半年的裝備機會 ...

多倫多本部
1.1 3/03 新約神學
同學可能對新約裡面的神學主題,不一定全面了解。這課觀察
每一卷書的神學主題 像:神的國,正確的國度觀,彌賽亞及聖靈
的問題,門徒和教會…以色列的問題,新生命和成聖的重要。
(修課前,最好能夠完成一次新約速讀,方便上課的理解)。 老
師陸尊恩教授曾在台北信友堂任傳道,有很好的牧養經驗,目
前在 Westminster 修 PhD(第七年),也是美國使者協會培訓同工,
感謝主差派他來我們當中幫助同學的學習,請大家在禱告中記
念他。
1.2 3/20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
清教徒的神學可說是宗教改革的基礎。課內將會通過人文藝
術看宗教改革和新教徒運動。也可從清教徒的歷史去認識他
們的政治神學和屬靈神學,還有聖約神學。當然也包含其他的
神學觀。從而也就帶出了“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曾劭
愷老師 PhD Oxford, ThM.Printon, M.Div.Regent 曾任:溫哥華浸信
會信友堂英語及青年事工主任,臺灣華神系統神學助理教授,
現任:浙大哲學系研究员。
1.3 5/21 教牧輔導倫理
這是輔導員專業操守倫理課程,探討輔導員的專業團體、守
則、倫理及相關法律責任和要求。學員也會探索基督徒輔導
員應有的操守、專業標準及在道德倫理上的聖經教導和神學
反省。本課程裝備學員相關倫理知識及要求,以致輔導員/教
牧在輔導過程中能作倫理及道德上的思考和決定。課程內容
除針對輔導員的個人和專業的身份及其發展外，特別滿足
「美國輔導員學會」(ACA) 的教育要求。 老師麥耀光牧師
Ph.D.,MRE & Marriage/Family Counseling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M.Div OTB 曾任:台灣華神專任老師,渥太華華人基督教
會傳道,加拿大夏城華人宣道會牧師 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輔
導系主任。
1.4 6/12 釋經學 結合了「科學的方法」與「藝術的涵養」適
當地運用它,能幫助我們正確地解釋聖經。若對於聖經所表達
的意思認識模糊,必定導致應用方面的錯誤,甚而造成教義混
亂。按著正意解釋聖經,是信徒生活應用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環
節。

本課程將幫助學員們從經文的背景,文法解經,及文學結構
的角度,認識經文的正確意義,並倚靠聖靈的引導,發掘聖經
話語的真意,使我們靈命得以成長,過敬虔並平衡的基督徒
生活。 老師:蔡金玲博士 Ph.D.Dallas;主授聖經語文、新
舊約聖經研究、釋經學、聖經神學等。經常在各地從事
神學教育。著作：天道聖經註釋《以斯帖記》..翻譯：預
言解釋、傳道書、新約希臘文辭典、新約工具書使用簡
介等，另參與《中文標準譯本》聖經翻譯與《環球新譯
本》聖經編譯。
渥太華教室
2.1 4/13-箴言/詩歌智慧書
老師:劉少平牧師, PhD.Westminster,主修舊約。同時,他曾在
Dropsie University 專修希伯來文和舊約聖經。是有名的舊約
學者。 劉牧師曾在新加坡、美國等地牧養教會,曾任國際
教育計畫組識事工主任,在世界各地教授聖經和訓練傳道
人,是資深老師。 著作:天道聖經註釋叢書-《申命記》上
下冊、《阿摩司書》、《約珥書》以及《何西阿書》
「一步一步學聖經」研讀系列等。曾在著名的舊約學
者、箴言權威華克基博士（Dr.Bruce Waltke）的指導下,撰
寫箴言論文。所以劉老師對於箴言的研究非常精闢。 如
果你以前沒有上過箴言這一門課,請你絕對不要錯過。劉
老師在碩士班最後兩天的課裡面, 對詩歌智慧書作概覽 ,
碩士班同學可選箴言單卷或者詩歌智慧書計算的學分,延
伸制以箴言單卷計算。
2.2 6/04 釋經學 (詳見 1.4 項)
滿地可教室
3.1 3/13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詳見 1.2 項)
3.2 5/21 教牧關懷與輔導-這課程介紹教會的關顧和輔導事
工,首先討論關懷的範疇、理念、方法和進路，然後了解
輔導的基礎理念、步驟與技巧。透過講授、課堂討論、
角色扮演,閱讀等，教牧和信徒一起從事教會中的關懷助
人事工。教牧關懷：歷史、功能和方法;全人觀念;輔導導
論..治療性關係,了解案主和問題、病床輔導;..教會的關顧
和輔導事工。老師麥耀光牧師(詳見 1.3 項)。
( 註: 課程每四年輪替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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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的歷史性
近年來著名的遺傳學家，曾經領導人類基因組計劃的柯

-周功和 老師

測量電子的質量；即使做了測量，也無法解釋儀器所提供的

林斯（Francis Collins），提出遺傳學的證據，否定亞當的

數據。若是按照 1920 年代以來的主流的哥本哈根學派的理

歷史性。基督徒應如何回應？本文先介紹科學哲學家庫恩

論來了解電子，就是預設了一種宇宙論與世界觀。科學理論

（Thomas Kuhn）如何解構「天真實在論」，然後批判柯

與科學方法不同。

林斯的理論。先從「天真實在論」講起。
一般所謂的科學方法， 就是：藉初步觀察與創意而產生假
1. 解構天真實在論

設（包含演繹出來的假設）（注 5），又藉進一步的實驗或

所謂「天真實在論」（naïve realism），就是認為我們對自 觀察，否定或確定假設。若是某假設要被否定或部分被否
然的理解，可以達到完全客觀與正確的地步。著名的科學

定，通常需要被一個包含更多數據的新假設所取代。這種辯

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否定這種想法。庫恩稱一

證過程，具有很大的解釋或建構理論的能力，並且具有自我

個有分量的科學理論為「典範」 （paradigm）。所謂典

糾正的功能。經驗實證論（empirical positivism）認為科學理

範，包含示範性的「謎團解答」puzzle-solutions、理論體

論只不過是假設的組合。可是，若是受教於庫恩，就看到科

系、研究規則、世界觀，以及研究人員社會化的過程。所

學理論不只是一系列的假設，也包含「謎團的解答」（示範

謂世界觀，即某人或某族群所養成，對世界的基本認知，

性的科學成就）、社團成員的互動、世界觀、等等。

包括終極委身（參看本期院訊溥偉恩文）。庫恩認為，科
學的發展，並非單純的知識的累積。例如力學的發展，由

無論多嚴謹，科學理論不可能沒有預設或社會性因素，也不

伽利略到牛頓，牽涉後者把前者的某些解答（solutions）,

可能達到完美的邏輯。庫恩提醒我們要避免天真實在論，也

移植到自己的典範中，而他們兩者的世界觀其實是不相容

不要以科學理論為不變的真理（注 6）。

的。典範之間有不相容與不能協調的觀點（注 1）。在一
個舊的典範被新的典範取代的過程裡，舊典範未曾明確地

2. 面對基因化石

被否證，但可能因長期未能詮釋某些異 常現象

有時候，著名的科學家也會犯天真實在論的錯誤。在 2006

（anomalies）而陷入危機。例如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

年，柯林斯（Francis Collins）出版了《上帝的語言》（注

初，牛頓力學無法解釋黑體輻射的現象。

7）。這本書一方面是分享他信奉基督的見證，另一方面則
是提倡一種有神的進化論，認為創世記頭幾章只不過是比

一位科學家進入新典範的方法，就是學習該典範的「謎團

喻，並否定亞當的歷史性（注 8）。 問題是，亞當的歷史性

解答」。對學生而言，通常是勤做教科書裡的習題 （注

在基督教信仰中具有重大的神學意義（注 9）。使徒保羅教

2）。做到一個地步，能夠以新典範的眼光來看自然現

導，亞當與基督是人類的兩位代表。因亞當的悖逆，眾人都

象，就是經歷了一種「完形」（Gestalt）的轉變（注 3）,

成為罪人；因基督的順從，信靠祂的人得蒙救贖，承受永遠

也就是學會了某科學族群的語言遊戲。所謂的語言遊戲，

的生命（羅五 12-21 ；林前十五 22）。 柯林斯為什麼否定

包含研究規則，也包含著社會性行為，不純粹是邏輯的運

歷史性亞當？他認為生物的基因組裡含有幾十億年的生物演

作。庫恩建議以社會性行為來規劃科學族群，再以族群來

化的證據，比化石證據更明確與精確。他所提供的證據, 大

規劃科學典範（注 4）。 庫恩提醒我們科學理論不是永久

部分與「垃圾基因」（junk genes）有關。所謂基因，就是那

不變的。若是過分信任科學，就是受天真實在論所影響。

些可編碼蛋白質的 DNA 序列片斷。所謂垃圾基因，就是不
能編碼蛋白質，被認為是沒有功能的 DNA 片斷。

今日的科學研究，所使用的數據，並不是單純的事實
（facts），因科學數據的背後有理論性的預設。例如電子

前者只佔整個人類基因組的 1.2%；後者佔超過 98%。垃圾

的質量是用儀 器測量出來的數據。可是若沒有理論引導， 基 因包含所謂的假基因（pseudogenes），就是因突變 muta科學家不會 假設有電子的存在，也不會製造或使用儀器去 tions 而不能編碼產生蛋白質，失去功能的基因，也稱為基因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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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的歷史性(續)
筆者提供柯林斯書中兩項證據，讓讀者可以概略性地知道他 注釋：
的論據。（1）他指出，人類的 caspase-12 的基因（注 10）
受了損傷。 這基因在黑猩猩基因組的相關位置上可以找

1. Thomas 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70), 200.

到，而黑猩猩的 caspase-12 的功能是正常的。柯林斯問：如

果人與黑猩猩不是來自同樣的祖宗，為什麼神造人的時候， 2.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78-91.
要把失去功能的基因插在那個位置上（注 11）？ 柯林斯所

3.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04.

提供的另一項證據是，人與鼠的基因組裡，在幾乎相同位置 4.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77-178.
看到古老重複子（ancient repetitive elements），包括被截短與 5. 物理有一種特色，就是，從觀察或數據所歸納出來的
完全失去功能的古老重複子。基於同樣理由，他認為這些古
假設 通常使用數學來表達。而且，藉數學演繹有時候
老重複子顯示人與鼠有共同的祖先（注 12）. 柯林斯的理論

可以導出 其他的假設。 Press, 2006 中文翻譯是，法蘭

宣稱遺傳學提供精確的基因化石證據，證明了演化論，也否

西斯•柯林斯，《上帝的語言》林宏濤譯（台北：啟

定了歷史性亞當。他的理論真是如此的確定嗎？

示）
6.

3. 平反歷史性亞當
新近的研究發現，caspase-12 的基因在全部白人，絕大多數
東亞人，80%的非洲後裔中是假基因， 但在中南亞與北非人
群中有正常的功能（注 13）。 因此，capase-12 的基因不是

參看 Gautam Naik, “Mistakes in Scientific Studies
Sur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10, 2011).

7. Franci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New York: Free
2007）。
8. 按照柯林斯的說法，十幾萬年前，從直立人(Homo erec

人與黑猩猩同源的證據。更好的解釋是，在人類受造以後，

tus）進化為智人(Homo sapiens)的過程中，那個演 化中

部分人類的 caspase-12 基因才失去功能。有些科學家十多年

的物種不會少於一萬人左右。這就是說，人類不是從

來一直懷疑所謂沒有功能的垃圾基因，包含所謂基因化石，

一對夫婦而來。這說法是根據推測所得，假設一個固定

其實很可能是有功能的。人類基因編碼區的內容與黑猩猩幾

的 基因突變率。

乎完全一樣，所以有些科學家認為那些所謂垃圾基因的
DNA 區域，才是確定人的特色的資訊所在。
在 2012 年的九月，Nature 期刊發表了國際性合作計劃
ENCODE 的六篇論文（注 14）。ENCODE 主要是研究基因
組的非編碼區。研究 人員發現 80%的人類基因組有生化功
能的因子； 75% 的基因組在某些細胞、某一特定時機會轉
錄。換句話說，所謂的垃圾基因絕大部分都不是垃圾！既然
有生化功能，就不是基因化石。若是如此，柯林斯的理論就
被證實是錯了。
柯林斯雖然是頂尖的科學家，但在歸納遺傳學的證據時，
急促地下了定論。他所提倡的理論，不應成為基督徒了解自
然史或救恩史的典範。他應按照庫恩的建議，評估他如何受
演化論的世界觀，遺傳學的進展，以及同儕的影響，使他忽
略了整個基因組的非編碼區。人類解讀 DNA，還是剛剛起

9. 參看 C. John Collins, “Adam and Eve as Historical People,
and Why It Matters,”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62 (September2010):147-65. 這位 John Collins 與
Francis Collins 沒有親戚關係。
10. Capase-12 本身是一種酵素；它的基因的位置在第 11 染
色體。
11. 《上帝的語言》，138-139。
12. 《上帝的語言》，151-152。
13. 陳懷青，「幫神一個忙：神導進化論的得與失」（衛
道學報告，北美中華福音神學院，2012 夏季）。
14. The ENCODE Project Consortium, “An Integrated Encyclo
pedia of DNA Elements in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489
(September 6, 2012): 57 – 74. 15. 保守福音派適切的回
應，有 Vern S. Poythress, “Adam versus Claims from Ge
netic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5 (2013): 65-82.

步而已，所以我們應整全地評估任何理論，包括其背後的世
界觀，也應耐心等候更多的研究成果面世。我們要相信聖經
的記載，不要放棄亞當的歷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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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精兵

廖元威 老師

而且是交託忠心者！並勉勵他們繼續忠心地傳遞、教
經文：提後二 1~7

導。佈道、門訓是如此，任何重要事奉的投入亦如此。

中學時代，我曾經兩次申請要進入軍校就讀，但都沒去 不當以主其事的時候興盛為滿足，當以交棒後仍持續
成。十八歲的一場大病，被判定為丙等體位，不必參加 興盛為目標。
成功營集訓。後來連一週的乙種國民兵役，也以學校的
軍訓課抵銷；以致曾想當職業軍人的我，最後連一天兵 基督的精兵
都沒有當。

保羅有很多機會與羅馬軍人互動，近距離觀察，更帶

做基督的精兵，與地上的兵役制度無關。因為只要是基 領許多軍人歸主！所以保羅喜歡用軍人做比喻，談基
督徒，都應該是基督的精兵，而且是不分男女，全民皆 督徒的身分與使命。保羅稱他的同工是軍中同袍，甚
兵；就好像每一個基督徒，都已具備君尊祭司的身分一 至勸勉提摩太，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前一
樣。本屆畢業生剛完成他們的學業，願在此以基督精兵 18，六 12）。他自己更是以這樣的態度事奉，也就是
為題，與他們共勉！

天天打美好的仗，跑當跑的路，持守所信的道！
（提後四 7）保羅是基督精兵的典範！基督精兵的特

身分與使命

質是忠誠。專注於使命，願與主一同受苦。不期待過

負起牧養以弗所教會重責大任的提摩太，是保羅的重點 慵懶、舒適的生活，反倒把艱辛、冒險犯難當作理所
培育同工。提摩太有美好的屬靈根基，也領受事奉所需 當然。定意忠於真理的人，無可避免地會遭受抵擋和
的恩賜，但因為身體瘦弱、胃口不佳，加上個性內向， 嘲笑。
甚至有點缺乏自信，非常需要鼓勵與提醒，所以保羅寫 然而我們卻當堅毅承擔責任，並為主的榮耀而全力以
信勸勉他。

赴。基督的精兵並非不顧世上的事物，而是不要被

所有服事主的人，都不能忽略保羅的勸勉：要剛強！不 「世務纏身」。有人可能會問：保羅不是織搭帳篷養
要管別人怎麼看你，甚至可能感到自己不配，但提摩太， 活自己嗎？但連保羅自己也說那是特例，因為他立志
你要剛強！盼我們身邊都有人適時鼓勵我們，就算沒 放棄權利，讓人可以免費得著福音。至於通則，就是
有，願聖靈使用聖道激勵我們！
「傳福音的靠著福音養生」（林前九 14）。基督精兵
要剛強？
簡單一句話就能改變心情、感受，甚至事實嗎？叫膽小
的提摩太剛強，會不會像是叫烏龜百米衝刺，叫無尾熊
飛翔？保羅要提摩太振作，並非要他咬緊牙關，靠己力
奮鬥，而是要他靠基督的恩典剛強。保羅自己就經歷這
樣的恩典，他要提摩太一起經歷這恩典的寶貴。工作、
事奉需要智慧與能力；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看自
己，靠天然的能力，以至於常在驕傲和自卑間擺盪。要
盡心竭力，但不是憑感覺、靠蠻力，而是在基督的恩典
上剛強！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聖道、真理的傳承。保
羅提醒提摩太，從他所領受的，要好好去教導、傳遞。
基 督交託我，我交託你；你也要繼續教導、交託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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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事的最高原則，是專注、心無旁鶩。不僅討主歡
喜，也讓我們在基督裡的權柄歡喜（提後二 4）。
按規矩參賽
「在場上比武」指的是參加競賽，且態度不能隨便。
國中時一次校運會，因為百米短跑報名的人太少，學
校決定開放臨時參賽名額。我仗著小學曾是短跑選手
也下去跑，得到預賽的分組冠軍。但因缺乏練習，一
週之後的複賽就被淘汰。古代希臘的奧林匹克比賽規
定，要公開宣示已經過十個月的訓練，才會被允許進
場比賽。任何比賽都有規則，參賽者必須遵守。
2008 年元月我人在美國，躬逢超級盃美式足球決賽。

基督的精兵(續)
那天的比賽從頭到尾是一場標準的拉鋸戰，最後由不

勤勞的農夫

被看好的紐約巨人隊獲勝。有趣的是，我完全不懂美

服事主的人，不僅要像運動員般按規則公平競爭，還需

式足球的規則，卻也跟大家一起看得起勁（懂規則就

要像農夫般地辛勤工作。農民的工作具高度例行性，沒

更有趣了）。觀賽者可以不懂規則，但參賽者卻不能

有太多變化或冒險成分，更沒有觀眾，沒有掌聲。有務

不懂，更不能不遵守。在跟隨、事奉主的路上，你我

農經驗的人都知道，從犁土、除草、播種、插秧、灌溉、

不是旁觀者，而是參與者。保羅曾說，得獎的只有一

施肥到收成，既辛苦又平淡無奇，絕對不像網路遊戲「開

人，參賽者當以得首獎的心志奔跑(林前九 24)。

心農場」那麼有趣。
反過來說，也不像「虛擬」世界中的開心農場那麼無聊，

24) 絕非鼓勵事奉者要彼此競爭，務求把別人比下去， 因為辛勤耕種，必然有「實質」收成！若基督精兵同時
自己出人頭地；而是要與自己比較。要奮發、有紀律

也是勞力的農夫，那麼他是為何勞苦？所期待的收成、

地參加訓練，除去一切攔阻我們認識神，忠心事奉的

果實又是甚麼？

因素。事奉要按規矩非常重要！許多人不解，太七 23

我們可以從聖潔與領人歸主兩方面來看。我們在救恩中

耶穌的話指的是甚麼。林道亮院長強調，「作惡的

所領受的恩典包括聖潔（林前一 30），內住的聖靈要幫

人」，指的是「不守法」（不按神的心意）事奉主的

助我們結出聖潔的果子，我們也需要行在聖靈中。我們

人。縱然他們好像很有恩賜，很有果效，但卻不被主

的生命是聖靈耕種的田地，因此結出聖潔果子的農夫是

所認可，無法在永恆中被記念；因此按規矩指的就是

聖靈。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必須是殷勤耕耘的農夫，

按基督的真理而行。運動場上，只有第一名有冠冕，

需要順著聖靈撒種（體貼聖靈的心意、帶領）。

但聖經卻應許，凡在基督裡竭力事奉的，愛慕主顯現

沒有耕耘，就不會有收成（只會長雜草，沒有正向的收

的（提後四 8），都可得到冠冕。

成），而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就是甚麼。讓我們在聖
潔生活上多多耕耘，並歡喜收成。領人歸主也是一項需
要耕耘才能收成的事。現在仍有許多人未曾聽聞福音，
而撒種與收割都不是容易的工作。要為基督贏得失喪的
靈魂，無法靠花言巧語，也沒有簡單的固定公式。通常
是要付出淚水、汗水的代價，要為傳福音的對象禱告，
需要長期耕耘。必然會有勞苦，甚至掙扎、疲乏與困倦，
但一切的勞苦都不會徒然。教會要成長，需要有傳福音
的行動。 就算不太有恩賜， 我們作見證的熱心與真誠，
主也一樣會使用。但願我們都成為基督的見證人，在領
人歸主的事上做勤勞的農夫，並且享受收成的歡喜快
樂。
畢業生剛步出校門，即將開始在各個崗位上服事主。讓
我們做忠於託付的基督精兵，在爭戰中經歷得勝。讓我
們做按規矩參賽的運動員，在主面前贏得冠冕。讓我們
做勞苦耕耘的農夫，並享受美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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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神學的目的

-吳獻章老師

「神國之初」；而神學之初的精粹核心乃教義，範疇包括了
學神學是為了什麼？如何踏入神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先
神的啟示、聖靈的感動、三位一體、基督論、創造論、人論、
從偉大的孫中山先生的人生觀，來找尋一點靈感和啟發：
原罪論、救恩論等。研究神學的目的，是為了認識這位真神
「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
的屬性，也認清人的墮落，更要尋求歸向上帝的管道。從上
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
帝乃獨一真神的角度看(賽四十五 5-7)，認真研讀聖經，就能
幫助我們避開極端與異端，也避免跌入不可知論和懷疑主
攫取於聖經來看，我們似乎可以由此釐出學神學的目的──
義的陰溝裏。研究神學必須留心，人類歷史中所出現的自然
「從容乎教會之上，沉潛於經文之中，窮理於神國始生之處，
主義、唯心論證、存在主義等(如否定神的超越性的自由派神
研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學家 Schleiermacher，和全盤否定神的超越歷史啟示的 E.
Troeltsch)，都無力將人從道德淪亡中救回；更要留心，不要
（1）從容乎教會之上
被許多哲學家，乃至所謂的「神學家」(骨子裏乃無神論者)所
Emil Brunner 說得對：「神學家的職責是駐守教會廚房門口，
誤導。他們無神的理論其實比撒但還可怕，因為「撒但都相
遍嚐要端出去的菜，以確保會眾不致中毒。」神學離不開教
信有上帝」，連撒但都不是泛神論者或無神論者(只是和上帝
會，神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會信徒的好處，神學工作的重
的關係中沒有恩典)！
點是為了傳遞信仰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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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譁眾取寵、顛倒是非，好為自己沽名釣譽；更不能付上傷害
神的兒女最需要了解的聖經真理，除了創造論、基督論、救
教會的代價，假藉神學研究的名目，以寫作換取名利，Dan
恩論、聖靈論外，就是末世論了。Carl Henry 深邃地指出，一
Brown 的《達文西密碼》就是這類型的書。這種絆倒人的人，
神觀是支撐世界觀的著力點，這觀點或許可以擴充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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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的末世論是支撐神兒女事奉的著力點。其實，舊約的
的苦楚(見太十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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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沉潛於經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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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Til 精準地指出：「神學家的工作就是在神背後思想神的
上，啟示錄的焦點更是在末世。撒但攻擊創始成終的上帝，
心意(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而上帝的心意，就
簡言之就在於聖經的第一卷──談創造論的創世記，以及最
是關於祂國度的救贖計畫，乃完全記載在聖經。聖經才是上
後一卷──談末世論的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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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腓力在《克里姆林宮的鐘聲/Praying with the KGB》指出：
等或有其參考性，但是絕對無法比擬聖經的權威性)。聖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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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根源，神學的中心就在聖經，而非人間的哲學理論、
滅人們對上帝的懲罰的畏懼(頁 133)。若將這觀點拉得更高，
政治理想、科學印證；人類的理性不過是辨識真理的工具。
意義將更深遠、更準確：撒但必須除滅人們對今生以外任何
沒有「沉潛於經文之中」所產生的神學著作，尤其是教義性
生命的指望，消滅人們對上帝的懲罰的畏懼。 因此，研究神
著作，往往會「以人當作上帝」取代了「上帝成為人」。沒
學的重點除了創造論、救恩論、教會論之外，更不能不「研
有以聖經為惟一根基的神學，還可以荒謬、迷惑到將「上帝」
幾於末世初動之時」！
讀為「世人的完美投射(God is the pro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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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我們
(Anthropological theology)。」沒有以經文為中心的神學建構，
Tel.
(416) 490-6262, (613) 399-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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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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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800- 7615
Email: infocescan@gmail.com
Address: 1029 McNicoll Av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2017 回顧

2018 財務預算

感謝主今年學院在加拿大三地課室共開設了 17 門課

課程支出及其他費用

程，16 公開聚會,涉及聖經，神學，歷史，輔導，宣教

(包括水、電、天然氣、院址

等各個類別。
5 月份由陳志宏老師在多倫多多個教會開設培靈講

1.

及設備維修、 同工薪酬、税

$302,720.00

項、管理費 、文具、印刷、

座：基督徒生活實踐系列，廣泛探討目前基督徒關心

銀行利息、接待..互聯網..

的許多社會和政治議題。

等 )

6 月份學院舉辦了第一屆的 Walkathon，不僅給學校
募集到一筆奉獻款項，也讓同學之間在活動中加深了
友誼。

2.

院址分期

$ 24,000.00

($2,000.00 /月)

3.

償還院址私人貸款

$ 70,000.00

（2017 到期改 2018）

9 月份學校舉辦了 2017 年度的異象分享會，來自各
教會教牧同工，華神之友,同學及多位導師,約 350 人出

4.

增聘兼/全職同工
(拓展/ I T )

$ 60,000.00

席了這次盛宴。會中佘亞弘老師以【給我一個人】為
題分享美好的信息。
感謝主,2017 年度我們仍有 MCS 同學完成課程，通過
審查,於 12/30(六)年終感恩祟拜中獲頒畢業證書。同時

全年總支出 (預算)

$456,720.00

也約有 10 位先修或報考碩士班新生加入裝備行列。
讚美主,求主帶領加拿大華神在新的一年,繼續進步！

參與奉獻
請到學校網站下載奉獻單 ：
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
uploads/2014/04/%E5%A5%89%E7%8D%
BB%E5%96%A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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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2018 年 課 程、講 座 一 覽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新約神學： T2/M3(國) / 3 月 03 日-09 日

陸尊恩
Ph.D
(7th Year)

加拿大華神



3月

公開講座：待定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 T2/M3(國) / 3 月 13 日-19 日


公開講座：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 T2/M3(國) / 3 月 20 日-26 日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曾劭愷
Ph.D
加拿大華神



4月

公開講座：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箴言/詩歌智慧書： T2/M3(國) / 4 月 13 日-19 日


劉少平
Ph.D

公開講座：待定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輔導諮商倫理： T2/M3(國) / 5 月 01 日-08 日
加拿大華神

5月



公開講座：待定

輔導與關懷事工： T2/M3(國) / 5 月 21 日-27 日


麥耀光
Ph.D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公開講座：待定

釋經學： T2/M3(國) / 6 月 04 日-11 日

6月



公開講座：待定

釋經學： T2/M3(國) / 6 月 12 日-19 日


蔡金玲
Ph.D

渥太華
聯合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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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華神在線教室
http://www.cescan.org/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firs-poster-2016fall-pub-v4-for-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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