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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奉中實踐 “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編者：林利雄
使徒保羅曾經在帖前 5:16-18 提出了「要常常喜樂；不

時，聖經也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萬軍之耶和華說：

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

的旨意。」

成事。」（亞 4:6)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使徒保羅第二次出外傳道時建立的，

感謝主，一直以來，都有長輩告訴我：「我每天都跪

他對當地的弟兄表現深摯的關懷。因為有很多反對保羅的猶

下為你禱告。」也有一些老師和同工口中一句簡單提

太人追蹤，以致保羅不得不停止在庇哩亞傳福音的工作，轉

起：「Roland，我天天為你禱告」.. 這帶著雷霆萬鈞的力

往希臘的雅典去。雖然如此，保羅仍然渴望知道帖撒羅尼迦

量,使我震撼..何等的不配,卻又是何等的安慰！

的弟兄們在患難下的景況。他曾兩次打算返回帖撒羅尼迦，

3. 凡事謝恩–人自出母胎就是一片空白,什麼都沒有帶來;

但都未能如願。由於關注這群會眾，並且意識到他們正在經

將來回去,也將是兩手空空,什麼都帶不走。在世的時候,得

歷到艱難，所以差遣提摩太返回，勸慰當地的弟兄，使他們

到的所有事物,都是恩典, 能不謝恩嗎 ? 能夠過活就可以,

的信心更堅定。提摩太也帶回令人鼓舞的消息，說：弟兄們

多了就是上帝的賞賜 !

在猛烈的逼迫下仍不屈不撓，謹守忠誠。這令保羅大喜。

每當我思念主所託付的,我總覺得任重道遠,非常不容

1. 常常喜樂–在服侍當中，也許我們覺得喜樂是談何容易。

易,我常常禱告,求主派適合的工人來。

同工之間，可能因為文化、背景、教育、經歷和性格不一

但是主卻也說:「要知道，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

樣。考慮和看法有差異，如果處理不好，互相較勁，容易成

是輕省的。 …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

為對立，甚至發展成為衝突。如果能夠安靜下來，彼此敞

裡就必得享安息。」

開，一無掛慮，在主的面前做順服的禱告，自然得到主的引
領而完成。
禱告是面對挑戰的最好武器。禱告叫人離開自己的思

求主幫助我,也幫助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讓我們有
謙卑的態度、存一顆感恩的心,好讓我們能敬虔渡日,遵行
祢的旨意,榮耀你的名, 阿們

想，轉到神的工作。叫人看見自己的不足和神的豐富。
2. 所以“不住禱告”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認同這個世代邪惡。
我們正處於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世界中有太多的誘惑試
探，人的思想、價值觀、家庭生活越趨世俗化。如果不小
心，就會影響教會的服侍,引致事工受虧損。各位,我們的得
失並不要緊, 但神的旨意當留心!
「服侍神的人必須禱告，平信徒也絕對需要為傳道人祈
求,這兩件事應結合為一。傳道人必須被信徒的祈求所支
持。」 使徒保羅在弗 6:18-19 提出了「靠著聖靈，隨時多方
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也為我祈
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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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知 所 信
—周功和老師
畢業生即將步入工場，分別在不同的工場傳揚福音、

更愛主、更愛鄰舍。若是深深地愛主，就曉得如何幫助別人

建立教會。以下是我對您們的期望與祝福。

更加愛主。當然，聖靈的工作很奇妙， 不怎麼愛主的傳道

一、堅守所信的道

人，有時候卻帶出很愛主的弟兄姊妹。不過，傳道人實在需

若要果斷、溫柔、清楚地宣揚主的道，必須有無偽之

要追求更加愛主。若是愛 主，會經歷大喜樂，就是那「說

信，並清楚曉得所信的是什麼。在神學院學了千千萬萬樣

不出來，滿有榮光的大喜樂」（彼前一 8）。可是，如何才

東西，若不清楚什麼是基要的福音，傳道就像是打空氣，

能更愛主？耶穌所提供的答案是：多得恩免的人，更加愛主

所講的很難感動自己，也很少感動別人。 什麼是基要的福 （路七 41-43）。保羅說，主為他死，因此他為主而活（加
音？就是：神救了我們，不是按我們 的行為，乃是因基督 二 20）。他也說，在罪人中他是個罪魁，然而，他 蒙了憐
為我們死，也因我們信了神的應 許（例如約一 12 ；三 16

憫（提前一 15-16）。保羅之所以能三十年如 一日，在諸般

等應許），成為神的兒女。 所謂不是按行為，就是，永生 困苦、急難、逼迫中，持續忠心愛主的秘密就是在此。
不是靠我們的任何行為所賺取的（注 1）。保羅問，亞伯

他看清楚自己是何等大的罪人，因此無法不驚訝、希奇、感

拉罕憑肉體得了什 麼？（羅四 1-2）答案是，什麼都沒得

嘆主的憐憫，心裡產生無限的感激，以致愛主超過一切。

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弗二 8）。我們如同亞伯

「多得恩免的人，更加愛 主」：這個靈命成長的原則，牽

拉罕一樣， 因信被算為義、不算為有罪（羅四 3-9）。原

涉體會到自己的墮落有多深。這個原則，與上面（第一點）

來是「不 敬虔的人」被算為義（羅四 5）（注 2），因為

所講，人墮落得極深，不可能靠行為稱義，彼此呼應。無論

在神眼 中，連一個義人也沒有（羅三 9-20 ；弗 1-3）。耶 是得救或是成長，都牽涉墮落的教義。
穌 說，我們回轉像小孩，倚靠天父，否則不能進天國；
若是謙卑像小孩，在天國裡就算為大（太十八 1-4）。 倚

要愛主更深，除了記念祂為我們死以外，還需要更深地
體會自己的墮落有多深。到底我們墮落有多深？ 人心到底

靠恩典就是回轉像小孩。耶穌與保羅是異曲同工； 用詞不 有多黑暗？筆者以天使的墮落做比較。天使背叛神，結果性
同，但用意相同。

情變成神的相反（約八 44）。人類也背叛神，所以人的性

這基要的福音是十六世紀宗教改革所堅持的；是福 音

情也變成與神的相反！保羅 說，在肉體（墮落的人性）裡

派存在的原因。這恩惠之道能「建立你們，叫你們與一切

沒有良善（羅七 18）。 可是，非信徒明明彰顯不少良善。

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二十 32）。希望每 一位畢業生

聖經所講的，錯了嗎？改革宗神學強調人的全然墮落，所以

清楚了解並肯定這基要的福音，也因這真理，心中充滿感
謝，口中充滿讚美（弗一 3，6，12， 14）。保羅說，這

必須對這問題有所交代。改革宗神學的回應，是普遍恩惠

「因信稱義」的道，是聖靈能力的來源（加三 2-6）！追

世人的恩惠。這恩惠保存世界，讓神的救贖計劃能逐步實

求聖靈的能力，必須從因信稱義 的真理著手。

現，也攔阻人類的罪性，讓文明有所發展。墮落後，人所有

（common grace）（注 3）的教義。普遍恩惠是神賜給所有

反過來講，如果不清楚這基要的道理，您就是糊塗的

的良善來自普遍恩惠；得救後， 信徒的良善既是來自普遍

福音派的傳道人。您對「心被恩感」的了解，與福音派傳

恩惠，也來自救贖恩典。普遍恩惠沒有救贖的功效。有一

統不一樣。其實，若是看不清楚十六世紀教改的正確性，

天，普遍恩惠會撤離 （注 4）。那時，若是沒有悔改歸向

就沒有理由脫離天主教。或者您可以考慮 效法瑞典的 Ulf

神，人的性情會顯得與魔鬼的相似，並會與魔鬼一起被扔在

Ekman，回歸天主教。我不是鼓勵畢業生轉入天主教。我

火湖裡 （啟二十 15）（注 5）。

這樣講，是要刺激大家認真地反省自己的神學立場。
為什麼不能靠肉體（墮落的人性）或行為稱義？因為

末日未到，我們要憐憫眾人，甚至要愛仇敵，正如天父
賜陽光、雨水給所有抵擋祂的人（太五 44- 48）。從基督復

人墮落得極深。這是另一項基要的真理，在下面第 二點討 活到基督再來，是教會遵行與成就普 世宣教使命（大使
論。
命；太廿八 18-20）的時期。回轉像小孩，倚靠天父的人，
二、深愛所信的主
有一個問題每一位傳道人需要能回答，就是，什麼是

既熱心愛主，也愛人如己。 今日許多神學思想不再強調人
的墮落，也不相信人心裡有恐怖的黑暗。難怪不少傳道人不

靈命成長？這個問題可以有超過一個答案，其中之 一是： 懂得依賴恩典，也不宣揚悔改的道。若是這樣，愛主的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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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知 所 信
—周功和老師
普遍地冷淡了。希望這一屆畢業生看自己為「多得恩免」

善道，包含堅持聖經底本的無誤（注 7）。若是放棄這教

的人。

義，您的思想就不再是以神為本，乃是以人為本。

三、確知所遇之終
但願每一位應屆畢業生，即或到了在世生命的盡頭，
保羅殉道前說：「…… 然而我不以為恥；因為知道我 能憑良心說：「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了，當跑的路已經跑
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盡了，所信的道已經守住了。」（提後四 7）願每一位畢
（提後一 12）。保羅確知所遇之終；知道將要得到公義的
業生堅守所信的道，深愛所信的主， 確知所遇之終。
冠冕（提後四 8）。他是得勝者。
1.靠恩典跑人生道路
不要以為得救靠恩典，得勝則靠自己去拼。靈命若要成

注釋：
長，事奉若是有果效，也要靠恩典。從開始到末了，基督徒 1.得救以後必定有好行為（弗二 10 ；林前六 9-11）。由聖
都是靠恩典。傳道人如何靠恩典？首先是經常認罪，求主的 靈重生的人有一顆新心，願意遵 行神的旨意（結卅六 25寶血潔淨良心裡的污穢（約壹一 9 ；詩卅二；五十一）。除 27 ；耶卅一 31-34）， 並且聖靈不停地在信徒心中工作，
了維持潔淨的良心，每天也要把所面對的挑戰與重擔，藉禱 成就神的美 意（腓二 13）。在末日審判時，信徒將被稱
告、祈求與感謝， 告訴天父（腓四 6-7）。無論是佈道、牧

為 『行善』的人、『義人』、『智慧人』（約六 29 ；太

養、行政、 解經、提倡正義或與人和好，都要帶到施恩座

廿五 31-46 ；但十二 3）。不過，因信稱 義（得救）卻不

前求。 天父雖然已知道，但您仍需要祈求，因禱告就是您

是基於行為。

轉向倚靠神不靠自己的關鍵性行為。若是不禱告，肯定是在 2.這就是所謂的「司法性稱義」（ forensic justification）。
靠自己。禱告完了，就要去面對。倚靠天父的人，會經歷屬 筆者推薦 John Murray 對「稱義」 （צדק,δικαιοω）動詞的
天的平安。倚靠恩典的傳道人，不容易跌倒，能在考驗中得 字義研究。參 Murray, Epistle to the Romans, vol. 1 （Grand
勝，得到神的稱許（雅二 14- 24）。

Rapids: Eerdmans, 1959）, 336-62。

2.守住所交託的善道

3.普遍恩惠包含陽光雨水、四季循環不息、 農作物的收

保羅吩咐提摩太：「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

成、良心、罰惡的政權、等等。 參周功和，《榮耀光中活

用在基督耶穌裡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從前所交託你

水泉》，（台北： 華神，2002） ，21-30 ；古德恩

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裡面的聖靈牢牢地守著。」

（Wayne Grudem），《系統神學》，張麟至譯（E. Bruns-

（提後一 13-14）如何守住當守的道？保羅說要靠信心與愛

wick, N. J.：更新傳道會，2011），662- 72。

心。這就表示不能單靠神學知識（注 6）。若是以為擁有客

4.初步的撤離，是神的「任憑」（羅一 24， 26，28）。

觀、自主的理性， 並以此為衡量真理的標準，肯定守不住

5.筆者的邏輯是：神是公義的；火湖是為魔 鬼預備的；人

真道。自以為客觀、使用所謂嚴謹科學方法的人，其實是盲 若是要受火湖的永刑，一定是因 為他的邪惡，類比魔鬼的
目的，不僅不了解自己思想背後的預設，也不明白亞當 的

邪惡。我用「類比」 不用「等同」，因為火湖的刑罰有輕

墮落嚴重影響人的理性（參林前一 18-31）。正確的預設，

重（路廿 47 ；啟廿 12-13）。在末日，普遍恩惠全然撤

乃是相信整本聖經是聖靈所默示、神所說的話（提後三 16-

離，人本性的真相就會彰顯。

17）。不只是有信心，守住真道還需要有愛心。若要有愛

6.敬虔、篤信聖經的神學著作，大有幫助， 但還是不夠。

心，必須有正常的團契生活。若與弟兄姊妹隔離，而自以為 7.參筆者所編的《聖經真的沒錯嗎？聖經底 本無誤論的再
聰明，就不是有愛心。這樣的人，無論學了多少神學，很難 思》（新北市：華神，2013）。
經歷聖靈的感動與光照。沒有聖靈的感動，恐難守住真道。
真道來自聖經：神的話語。神的話語有至高的權威。主藉話
語創造天地與托住萬有（約一 1-3 ；來一 1-2）。神在西乃
山親自宣告的話，藉摩西、先知、使徒所寫下來的話，都具
有同樣的權威（彼後一 20-21 ；三 15-16）。 守住所交託的
3

—華神校友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
們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 19 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太：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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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左圖二: 郁俊德按牧典禮

[加拿大華神]-服事普世眾教會
從 2007 年至 2018 年以來，共計 70 多位延伸證書班同學及 30 位碩士班同學先後畢業，除了個別同學繼
續進修外，大部分都已加入了大多市不同宗派教會的牧養工作，當中也有被主呼召而舉家遷移至陌生的城市，
如溫哥華、卡爾加利等地區牧會; 也有毅然結束事業，變賣家財，夫婦同心奔向需要極大的祖國及金三角地
區，在廣大的禾場上作培訓工人的事工; 更有的畢業生寧願捨棄舒適的加國生活，懷著基督耶穌的愛，甘願前
往地震頻仍的日本去還福音的債，作至死忠心的僕人。
至 2018 年， 已畢業的加拿大校友， 其中有六位被按立為牧師， 四位宣教士,九位被聘傳道,二位被聘實
習傳道的聖職.並且我們還有十三位同學已在各大教會實習,我們為此獻上無限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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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畢業生 -榮耀歸給神!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M.Div.道學碩士

主修：教牧

吳余華

潘亮

Brampton Chinese Baptist

North Park Community Church

Church

國語部傳道

國語部牧師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主修：教牧

主修：輔導

楊啟文

于穎濤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泉源輔導中心項目及社區發展

實習傳道

統籌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主修：教牧
蔣勇
禱告尋求中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主修：教牧
陶怡
建生基督教會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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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主修：一般
王振義
華夏聖經教會萬錦堂
傳道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主修：一般
王律
華夏聖經教會萬錦堂教會執事

2018 年學院課外活動，專題，
輔導系列
時間

地点

標题

内容

17/02/2018

學院

迎新活動

新學年介紹，認識輔導
老師等

07/04/2018

學院

專题講座
一

【以色列“尋根之旅”】
-馮平弟兄-

19/05/2018

學院

專题講座
二

【聖公會的敬拜禮儀】
-謝子樂牧師-

02/06/2018

學院

課外輔導

輔導：如何寫作業；如何規
劃並實施教會/機構的實習

23/06/2018

户外

04/08/2018

學院

專题講座
三

【專題分享】
- 韓志雄 &于颖涛 -

22/09/2018

學院

專题講座
四

【如何向佛教徒傳福音】
- 鄭美寬姊妹-

14/10/2018

外场

10/11/2018

學院

02/12/2018

外場

2019 年-招 生

步行籌款

2018 年度異象分享會
專题講座
五

【專題分享】
2018 畢業差遣典禮

聚會活動日期，只供參考，以教務部最後通知作準。

支持神學教育，不單個人蒙福、教會
受益，更惠及子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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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我們
Tel.

(416) 490-6262;
(613) 399-3952;
(514) 800-7615;
Email: infocescan@gmail.com
Address: 1029 McNicoll Ave.
Scarborough, ON ， M1W 3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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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2019 課程/日期
1 一般書信： T2/M3+(國)/1 月 4 日-6 日，11 日-13 日
月  公開講座：(一)生命之源 1/05(六) 7:30pm ，(二)愛的圓周率 1/12(六) 7:30pm
2
月

但以理書/大小先知書： T2/M3+(國)/2 月 24 日-3 月 3 日


公開講座： 3/02(六) 7:30pm

門訓,小組與差傳事工： T2/M3(國)/3 月 4 日-3 月 10 日

3
月



公開講座： 3/09(六) 7:30pm

箴言/詩歌智慧書： T2/M3(國)/3 月 13 日-19 日


公開講座： 3/16(六) 7:30pm

4
月

敬拜神學與牧養： T2/M3+(國)/3 月 28 日-4 月 30 日（逢週二，週四上課）

5
月

新約神學： T2/M3(國)/5 月 10 日-16 日





公開講座： 4/27(六) 7:30pm

公開講座： 5/11(六) 7:30pm

申命記/摩西五經： T2/M3(國)/5 月 28 日-6 月 3 日

6
月



公開講座： 6/01(六) 7:30pm

教牧學： T2/M3+(國)/6 月 10 日-17 日


公開講座： 6/15(六) 7:30pm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劉加恩
Ph.D
(Cand.)

加拿大華神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張宗培
D.Min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劉少平
Ph.D

滿地可城西宣道會

文炳坤
DMA

加拿大華神

陸尊恩
Ph.D
(8th year)

滿地可宣道會
恩典堂

劉少平
Ph.D

加京華人聯合教會

張宗培
D.Min

加拿大華神

註： M3+ 為新編三十小時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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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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