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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課程與師資的背後

編者：林利雄

感謝神過去 17 年的看顧和保守, 特別在師資的供應上更是莫

曾劭愷博士

大的恩典。 在踏入 18 年, 即 2020 年, 除多位院長級和資

教授系統神學 I –導論、啟示、神論(滿地可) / 系統

深老師的教學外, 今年更添了一些新進 。

神學 II-人（罪）、基督、救恩(多倫多)：

除了師資的表面

資歷（見本刋第四頁師資）, 願意分享背後一些花絮如下 :

曾劭愷老師,一位新進的神學家,一度是網紅。有不少的
粉絲, 博覽群書,思路敏捷, 正是年輕有為。這次他老

金振宇牧師

遠從浙江跑到這裡,帶領大家研究系統神學中這六大命

教授教會歷史 II-宗教改革至近代教會史(多倫多)；教會歷

題,非常難得。願主繼續使用他, 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史 I-早期至中古後期(滿地可)：
佘亞弘博士
主修教會歷史，是一位很有教學經驗的新進歷史科教授，牧
會多年, 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好老師/學者。
邵晨光院長, 賴建國院長,

蔡金玲博士, 吳獻章博士

四位頂尖的華人聖經學者, 都是《天道聖經註釋系列》的作
者, 大師級的老師,各有所長, 卻在華神的教室中,共冶一

屬靈傳承(渥太華及滿地可)：在 Fuller 跨文化學院
Dr. Robert Clinton 門下。研究僕人領導學多年。曾
經擔任兩家神學院的教務長。16 年來在北美洲,歐洲,和
亞洲,培育了不少教會領袖。他是加拿大華神核心課-領
袖品格塑造系列教授。也是牧心事工的好導師！

爐。 來上課的人,就是最大的得益者。各教授的科目分配如

劉秀嫻博士

下:

教學原理與方法 (多倫多): 劉秀嫻老師的教學法非常

詩篇-舊約單卷 (多倫多) - 邵晨光院長

優秀，教導用文體解經法以編制教材, 在北美早已桃李

舊約中彌賽亞的預言(多倫多) - 賴建國院長

滿門。有志於教導者，必修！

舊約歷史書 (滿地可) - 賴建國院長

周功和院長

舊約歷史書(渥太華) - 蔡金玲博士
以賽亞書-舊約單卷(多倫多) - 吳獻章博士

系統神學 III ：聖靈、教會、末世(多倫多) , 這一門
跨越基督教信仰核心三大領域，非常重要。
感謝主,加拿大華神創辦以來,一直有周功和院長 …一
位資深的神學家陪伴在我們身邊教導和提醒。
張宰金副院長
教授輔導與神學(渥太華 ) - 這是輔導學的入門課程。輔導
學的基礎是心理學, 那是人的學問。如何配合神學？只有神
的話能夠改變人心。沒有神學,單靠心理輔導，有用嗎？
張宰金副院長(中台神學院副院長) 多年前已經可以享清福

了,卻是不退不休。愛神愛學生。

周院長很早就參與對啟創地區的福音工作,他的教學以
精、簡、準見稱。故此在亞洲、歐洲、美洲都大受歡
迎。對於提拔後輩, 不遺餘力, 是名師外, 更是心胸廣
濶的長輩。
對於著作方面, 院長都以神學的教科書為主，好幫助有
需要的同工。有機會作為他的學生,是一種福氣。

教授老人事工(多倫多) - 因人口老化，是教會目前最重要的

馬志星博士

事工之一. 張宰金副院長殷勤服事,卻只盼望主再來的日子,

中國教會歷史 (多倫多): 馬志星牧師, 主修跨文化宣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如此謙卑, 實在是我們的典範 !

教，具良好北美開荒、植堂經驗、加州教會牧養及神學
院教導經驗多年,非常難得又有神學院行政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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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忽略的真理
最近讀到一則消息，就是美國某宗派的詩本編輯小組，
排除了一首信徒喜愛的詩歌，因為歌詞中提到了神的忿
怒，而詩歌作者不允許更改（注 1）。顯然，那宗派的立
場是，神既然是慈愛的，祂就不會向人發怒。這種神學立
場是不合聖經的，因為聖經明說，「原來，神的忿怒從天
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
理的人。」（羅一 18 ；參看約三 36）一個人蒙恩得救，
是從神的忿怒之下轉入神的恩典之中。這個從忿怒轉入恩
典的觀念，教會不可忽略！
約翰•班揚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他所寫的《天路歷
程》，描述一個人背著罪的重擔，從一本書（聖經）裡讀
知，他所住的城將要受到審判，因此非常恐懼。他聽到福
音，仰望十字架後，罪的重擔頓然脫落；成為基督徒，欣
然走天路。今日的慕道朋友，有沒有像那位天路客一樣，
因未來的審判而驚恐？宋尚節是二十世紀最有能力的華人
佈道家之一。他佈道時滿有聖靈，勇敢地責備罪，宣告神
的審判，帶領許多人悔改歸主。請問今日華人的佈道，有
沒有勸人逃避將來的忿怒（太三 7）？受洗的時候，領洗
者是否已經認罪悔改？是否瞭解唯靠基督的寶血，自己才
得以從神的忿怒之下轉入恩典？
筆者同意，當今的社會經歷了一場文化革命，浸淫在後
現代的氛圍當中。今日的教會如果不改變傳統的風格，很
難吸引年輕人；如果不能吸引年輕人，教會就沒有前途。
問題是，把人吸引到教會或教會的小組以後，他們是否能
聽到純正的福音？本文不討論如何吸引人進入教會，乃是
要提醒教會不要忽略『由神的忿怒之下轉入恩典』 的真
理，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心被恩感，一心一意地跟隨主。
一、人的真相
人是尊貴的。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肯定所有的人有基
本、不可侵犯的人權。為什麼人有不可侵犯的人權？答案
是：神的形像在人身上，因為神按照祂自己的形像造人
（創一 26 ；參看弗四 24 ；西三 10）。雖然人類已經墮
落，但墮落的人仍舊擁有殘餘的神的形像（創九 6 ；雅三
9），所以人是尊貴的。
人是尊貴的，但卻既可憐又可惡。人很可憐；正如詩人
禱告說：「袮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袮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
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
2

周功和院長

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
飛而去。」（詩九十 3，9-10）
筆者承認，有不少時候，會覺得人很可憐，因此很難認知
受欺壓的人是可惡的。可是聖經是神的話語，所以我們的思
想、情感都應被聖經所調整。聖經說，世人本來是「可怒之
子」，是「可憎恨的」、「可恨的」（弗二 3 ；多一 16 ；
三 3 ；參看羅三 9-20）。迫害、虐待當然是罪，但是，受欺
壓後不合神心意的反應也是罪。受害者也是罪人。
全人類都在亞當裡墮落（羅五 12-21）；墮落的人是「屬肉
體」的（羅七 5，14）。在羅馬書第七章，「肉體」的意
義，就是「罪性」（sinful nature）（注 2）。人性墮落到什
麼程度？答案是：徹底的墮落！聖經說：在肉體中沒有良善
（羅七 18）。即使在行善的時候，也必定有惡的同在（羅
七 21）。人既可憐又可惡。人的罪，使聖潔的神發烈怒。
二、忿怒與恩典
詩人說：「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
得你的忿怒呢？」（詩九十 11）我們不曉得神的忿怒，因
為不認識自己的罪。但有一位曉得的，就是無罪的耶穌。耶
穌被掛在十架上的時候，喝了神忿怒的杯（耶二十五 15 ；
太二十六 39，42）。神憐憫這個黑暗的世界，將祂的獨生
子賜下（約三 16），為人贖罪（賽五十三 6，10）。神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羅三 25）把忿怒傾倒在祂身上。憑著主所
流的寶血，借著信，人才得以免去神的忿怒（羅五 9）（注
3）。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耶穌基督。
每一個人都需要悔改，否則都要滅亡（可一 15 ；路
十三 3-5 ；羅三 23 ；六 23）。若是自以為義，就不可能有
真的愛心（路七 36-50 ；十八 9-14）。我們都需要從心裡向
神呼喊：「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路十八 13）
凡承認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的行為在神面前不能被算為義
（加二 16 ；提後一 9-10），信靠耶穌為救主的人，他們就
出死入生了（弗二 5-10）！
他們的罪被赦免（羅四 1-8 ；林後五 19）；耶穌成為他們的
義（林前一 10 ；林後五 21）。既被算為義，就被收納為神
的兒女（羅八 15-18），有聖靈的內住（弗一 13-14），與永
生的盼望（約三 16）。
信靠耶穌之時，罪人從神的忿怒之下轉入恩典之中。希望
眾教會不要忽略這最寶貴的真理。希望這真理感動受自由派
神學影響的人悔改歸正。但願所有蒙恩的人，異口同聲地唱

受忽略的真理(續)

服事眾教會

:「在十架上，耶穌去世；神的忿怒，得以滿足；所有的
罪，歸祂身上；藉祂之死，我得以活！」（注 4）阿們！

主日學及查經教材

注釋：
1、Presbyterian Church (USA) ；被排除的詩歌是 “In
Christ Alone” 。
2、參看費依(Gordon Fee)，曹明星譯，《認識保羅的聖靈觀》
（臺北：校園，2000），頁 177-179。
3、挽回祭是平息神忿怒的祭；按照舊約的贖罪日來瞭解（利十
六 15 ；參看來九 11-15）。
4、“In Christ Alone” 其中一段的翻譯。英文是：“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為各教會主日學或查經班提供內容豐富的聖經教導,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課程 科目如下：

2019 財務預算

1.聖經課程
舊約：摩西五經；舊約歷史書；大先知書；小先知

課程支出及其他費用(包括水、
電、天然氣、院址及設備維修、
1. 同工薪酬、税項、管理費 、文
具、印刷、銀行利息、接待..互聯
網.. 等)

書；詩歌智慧書；詩篇選讀
$314,185.00

新約：福音書；路加福音；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一般書信； 啟示錄
2. 釋經

2.

$70,000.00

圖書館(圖書,設備及管理)

天下第一書；樂在讀經
共計 14 科，每科依照內容長短，分成 10-40 個單元

3.

償還院址私人貸款 -2019 到期

$ 50,000.00

不等，每個 單元約 20 分鐘。（課程含影音檔，作
業，講義）

4.

增聘 兼/全職同工(拓展/ IT )

$60,000.00

課程由華神老師和海內外知名傳道人親自授課，
全年總支出 (預算)

$494,185.00

是教會信徒接受神學裝備最好的管道/工具

歡迎教會查詢 ： 416-490-6262

*至 9 月底收入,學費$116,158 +奉獻$110,944 = $227,102.00

2019 秋季行事歷
時間

地點

時間

聖詩排練 8

Toronto

Nov.11-18

Oct.14-19 “系統神學 IV”課程

Ottawa

Oct.19

Oct.20

內容

17 週年感恩及異象分享晚餐

Nov.04-13 “教會外展、佈道與植堂實務”

內容

地點

“保羅書信”課程

Ottawa

Nov.23

聖詩練習 9 專題講座五

Toronto

Toronto

Nov.30

2019 畢業感恩崇拜

Toronto

Toronto

Dec.07

2020 碩士班新生入學考試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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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與【加拿大華神】相遇
周功和 Ph.D Temple University (Ph.D. )
•主授： 神學、倫理學
•前任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美國費城三一華人
教會主任牧師
•現任：神學家,兼任加拿大華神神學教授
• 著作:基督教科學觀, 信望愛, 正反不合, 聖經倫
理導論, 榮耀光中活水泉…

曾劭愷 Ph.D. Oxford University (Ph.D)
Prinston University (Th.M.)
Regent University (M.Div.)
•曾任: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英語暨青年部教牧
主任,中華福音神學院專任老師
•現任:浙大研究教授 . 加拿大華神客座教授
•主授:系統神學
•著作甚豐,以英文為主
張宰金 D.Min.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D.Min.）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Th.M.）
Dropsie University（進修) 中華福音神學院 （M.Div)
中國文化大學 (B.A.)
•主授：教牧心理與輔導學
•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諮商中心主任、專任老
師、教牧博士科主任
•台北市浸信會仁愛堂主任牧師
•台灣門諾會聯會總幹事
•現任：中台神學院副院長、加拿大華神客座老師

佘亞弘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專研跨文化領導學
•主授:宣教及領導課程
•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北美分校教務主任，創
欣神學院教務長
•現在美、加神學院教學外，兼任加拿大華神
領袖品格塑造系列教授

賴建國 Ph.D.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Ph.D./O.T.、Th.M.）中華福音神學院 (M.Div)
台灣大學（B.S. 、M.S.)
•主授： 舊約、希伯來文
•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香港中國神學研
究院訪問教授
•現任： 舊約學者、作者、加拿大華神榮譽教授
及咨詢顧問
•著作：天道聖經註釋－出埃及記、五經導論、
舊約中的彌賽亞預言、解經神學與牧會-出埃及
記的研究、提升你的解經能力、詩篇默想式生
命讀經(合著)

吳獻章 Ph.D.Trinity、University of Illinois
(M.Div.）Trinity ,台灣大學（B.S. 、M.S.)
主授：舊約、希伯來文•
· 曾任傳道、實習主任、延伸神學教育部部
長、教務部部長、研發處長
· 現任臺灣華神舊約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
宣教博士科主任、教牧宣教研究中心執行長
•吳老師著作甚多,經常被邀往歐、美、亞
教學及領會

蔡金鈴 Ph.D.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主授：聖經語文、新舊約聖經研究、釋經學、
聖經神學
•現任:北美丶加拿大華神及達拉斯神學院網路課
程之兼任教授,
•經常在各地從事神學教育,帶領專題講座,培訓教
牧同工

邵晨光 (Ph.D) 主修舊約及古代近東史
•卸任菲律賓聖經神學院院長 兼舊約教授
•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傳道

金振宇 Ph.D. (Candi)主修歷史神學
•曾任台北華神 推廣教育部師資，台北天母福
音堂傳道、牧師
•現任 St.Louis 州教會教導牧者，加拿大華神客
座老師

劉秀嫻 D.Min
•曾任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傳道,北美華神
客座老師
•兼任加拿大華神客座老師
•主授基督教教育,靈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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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神學協會(ATA)秘書長，負責分佈在世界 27
個國家中 212 間學校和神學院推展神學教育工作。
•邵博士是傳道人中的傳道，腳蹤遍及美、 歐、澳、
亞洲等地

馬志星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主修跨文化研究 (獲獎論文: 中國近代教會發
展史)
•主授:宣教、中國近代教會史
•曾任: 羅省東區華人播道會牧師 ；北美華神行
政主任及專任老師
•現任:中橙縣華人浸信會主任 牧師；加拿大華
神客座老師

2019【加拿大華神】-服事普世眾教會
從 2007 年至今已有 40 位碩士科同學畢業,並已進入不同宗派教會的牧養工作和福音機構的服事。截止 2019 年，已
畢業的加拿大校友， 已有七位被按立為牧師，四位宣教士,十多位傳道,一位退休，另有十一位同學在各大教會實習,
我們為此獻上無限的感恩。今年被按立的有高路 牧師；蔣勇 傳道。今年 11 月 30 日，是我們 2019 年畢業暨差遣感恩
崇拜，屆時將再有多位碩士班學生畢業正式進入禾場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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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品格第一」
華神常務董事，永光集團創辦人陳定川長老，自 1998 年

賴建國院長

3.異性交往不聖潔

把「品格第一」引進公司，作為員工終身學習的材料。該

首先是個人獨處要聖潔，例如有人使用電腦上網，沉迷在

公司原本就是模範企業，連年獲利。「品格第一」更反映

色情網站而不能自拔。这些罪即使別人不知道，可是自己

出新世紀公司治理，及用人的首要考慮，就是要誠信正直
（Integrity）。

知道，主也都知道。當主日爬上講臺的時候，這些罪也跟
著我們來到講臺上，讓我們心中受控告，講道沒有力量，

近年各地爆發一連串醜聞，遍及政治、企業及體育界，令

事奉沒有果效。若是單身，與異性交往固然要聖潔；若是

人錯愕與傷痛。這些品格有明顯缺失的精英份子，原來都

已婚，與異性交接更要聖潔。不容有灰色地帶來蒙蔽自

有過人之處，但卻一世功名毀於一旦。當然有錯並不可

己，給撒但試探的機會。過去這些年，每隔一陣子就會聽

恥，人人都會犯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怕的是明知有

到一件這方面的不幸，令人感到非常悲傷。我說：弟兄

錯還圖謀一手遮天，死不認錯。

啊！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這樣毀掉神的工程呢？

品格第一的理念源自聖經，神對全以色列會眾說：「你們

麥希真牧師在《鐵磨鐵信箱》中有言：成功往往令人看不

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十九

見陷阱，多疑往往令人顧忌不前。不可自恃，要留意薄

2）神對屬於祂的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這原是應當。陳

冰；不可大意，要留意閑言。因為人不會看見我們光明磊

終道牧師有一本書專寫《聖經中的失敗者》。盼望每一位
畢業生，要以這些人為前車之鑒。千萬不要輕忽這些可能
導致我們身敗名裂，傷害神國，拆毀教會的事。

落的心意，只能看見我們平日的行為。傳道人最大的危險
是金錢和異性，必須加倍小心處理。否則一旦出事，事奉
就會毀於一旦。

傳道人易犯的品格缺失，常包含以下三方面：

但願我們一同追求品格的聖潔，不但個人感覺自由，眾人

1.金錢處理不聖潔； 2.權力運用不聖潔； 3.異性交往不聖潔 同得造就，上帝也樂意與我們同在。
1.金錢處理不聖潔；
首要注意知足常樂，自己在金錢物欲上要節制。無欲乃
剛，切勿像巴蘭，貪圖小利，出賣靈魂。其次轉手金錢，
務必光明磊落，帳目清楚，儘早完成，向人回報。所有銀
錢，公私分明，絕不啟人疑竇。在十一奉獻或教會其它特
別奉獻上，更要作信徒榜樣，不落人後。
2.權力運用不聖潔
小心人性陰暗面不良動機，說話行事應當觸動人心高貴的
情操。當效法耶穌基督，「可得寧不得，舍我其誰」的榜
樣。神學生很少有運用權柄的機會，但是有幾件事一定要
注意，首先就是合作的態度。即或有些不近情理的規定，
也要盡力配合。開始全職事奉之後，就會有許多試探來
到，第一個是排名，甚至連講道事奉的機會都會與人斤斤
計較。試想我們從前撇下一切來跟從主，不求名不求利，
但是曾幾何時，我們為主丟棄如糞土的東西，我們又偷偷
把它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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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神】招生簡章
知識、靈命、事奉 - 不可或缺

支持神學教育，不單個人蒙福、
教會受益，更惠及子孫 …

籌建“華神詩班”

快訊

參與奉獻

1.幫助同學進一步在聲樂和聖樂知識上有一定程度
的應用和實踐,特別是對一些傳統聖詩的了解。

請到學院網站下載奉獻單 ：

2.幫助提高同學和弟兄姊妹在聖樂和詩班服事的水平,
獲取經驗,以便在可見的未來在教會推動聖樂事工。

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uploads
/2014/04/%E5%A5%89%E7%8D%BB%E5%96%
AE1.pdf

3.期待“華神詩班”成為一支比較專業的團隊,在不同
類型的聖會和各項特別活動中進行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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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課程/日期
教會歷史 II-宗教改革至近代教會史： T2+/M3+(國)/3 月 6 日– 12 日

3
月

 公開講座：
3/07(六) 7:30pm
教會歷史 I-早期至中古後期： T2+/M3+(國)/3 月 13 日– 19 日


4
月

公開講座：

公開講座：

金振宇
Ph.D
(Cand.)

4/25(六) 7:30pm

邵晨光
Ph.D

舊約研究 ： T2+/M3+(國)/5 月 18 日—24 日


5
月

公開講座：

5/23(六) 7:30pm

舊約歷史書： T2+/M3+(國)/5 月 25 日—31 日


公開講座：



6
月

公開講座：

5/30(六）7:30pm

以賽亞書： T2/M3(國)/6 月 23 日—30 日


公開講座：

6/27(六) 7:30pm

蔡金玲
Ph.D

吳獻章
Ph.D

輔導與神學： T2+/M3+(國)/7 月 12 日—18 日

7
月



公開講座： 7/18(六) 7:30pm

老人事工 ： T2+/M3+(國)/7 月 20 日—26 日




公開講座： 8/ 15(六) 7:30pm

張宰金
D. Min

佘亞弘
Ph.D

屬靈傳承： T2+/M3+(國)/9 月 9 日—15 日


公開講座： 10/03(六) 7:30pm

10
月

系統神學 III ：聖靈、教會、末世 T2+/M3+(國)/10 月 19 日-26 日

11

中國教會歷史： T2+/M3+(國)/11 月 9 日—15 日

月





加拿大華神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 10/24(六) 7:30pm

公開講座： 11/14(六) 7:30pm

加拿大華神
滿地可
渥太華

公開講座： 9/12(六) 7:30pm

教學原理與方法:T2+/M3+(國)/9 月 26 日—10 月 4 日


渥太華

滿地可

曾劭愷
Ph.D

公開講座： 8/ 22(六) 7:30pm

屬靈傳承： T2+/M3+(國)/9 月 2 日—8 日
 公開講座： 9/05(六) 7:30pm

9
月

滿地可

公開講座： 7/ 25(六) 7:30pm

系統神學 II: -人（罪）、基督、救恩： T2+/M3+(國)/8 月 21 日—27 日


加拿大華神

渥太華

系統神學 I –導論、啟示、神論 : T2+/M3+(國)/8 月 14 日—20 日

8
月

加拿大華神/渥太華

加拿大華神

賴建國
Ph.D

5/31(日）7:30pm

舊約歷史書： T2+/M3+(國)/5 月 25 日-6 月 2 日

上課地點

滿地可

3/14(六) 7:30pm

詩篇： T2+/M3+(國)/4 月 22 日– 29 日


授課老師

劉秀嫻
D.Min

加拿大華神

周功和
Ph.D

加拿大華神

馬志星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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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