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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同工 和華神之友..平安!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向大家報告一個簡單而且重要的

訊息.. 

自從 Covid19 疫情流行以來,學院已經立刻反應,逐步提昇

課程裝備的層次: 

教務部報告為了協助教會迎戰多方面的衝擊。同時,回校進

修 M,Div的同學相應增加。更因應教會受到的衝擊不小,在

院同學需要加強裝備。學院編排的課程,首先,如聖經科的

研讀進展到更全面的詮釋,以解構歸納式查經的偏頗。其

次,原來事工基礎訓練提昇到事工管理和教會的治理和發

展,也作了相當的調整,目的以建立教會,改變這個世代。 

此外,1.學院也加強了靈命塑造的功課,鞏固同學往後在不

容易的日子中服侍。 

2.通過豐富經驗的老師,教授更多理念及多方面可行的實踐

方法。 

3.引進更廣泛而且純正的神學訓練,使同學更牢固的紮根,

以對抗異端邪說。 

4.通過聖經課: 4.1認識”聖經詮釋學”,解經正確。4.2

重整實踐觀點,擴大視野。 

5.接下來,今年 8月底以後的課程,每一個月仍然有精心的

安排:-  

5.1 舊約考古學–這一門課包括的內容… 

i.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迦南的歷史和宗教 

註:埃及和迦南的歷史和宗教,是舊約聖經裡面所少有

提到的。美素不達米亞是人類歷史發源地。這些

都有助於我們多一點瞭解有關的歷史,文化,風俗

和背景。 

ii.青銅時代晚期-出埃及與征服迦南的考古 

iii.鐵器時代 I–早期 IIA –士師記與撒母耳記上下

的考古 

iv.鐵器時代 II-分裂王國的考古 

v.巴比倫-波斯時期—被擄時期與聖經寫作 

註:考古的發現,通過人類所懂的方法認識上帝的奇妙

作為,以改變人類愚頑的心,是上帝的啟示像人類逐

步打開。通過第 2到第 5項發現有關的的文物和文

件記錄,也說明了當時好多的疑團。 

vi,兩約之間-希臘和馬加比時期 

註:這一段時間,相距大概 450-470 年,聖經中除了但以

理書 2,7,8,11 有階段性的記載以外,並沒有很多提

及。那麼馬加比王朝,愛色尼社團,奮銳黨..是什

麼？還有撒都該人,法利賽人..又是什麼？ 

vii.羅馬時期-耶穌時代的考古…這些你都想知道嗎？ 

神的啟示是逐步打開的,我們必須每天的追求才能夠加深

認識神,在這個充滿新知識和快速變化的時代,在不同的處

境中,去彰顯神的榮耀。舊約考古學會實在的幫助我們瞭

解舊約時期人類的歷史文化,讓我們釋經更為清楚。 

 

5.2 教學原理與實踐 – 按今日基督徒的需要,重整教育

的方法和原理。並且帶領同學研究聖經中不同文體

的解經方法,再編寫成為教導的教材。 

5.3 牧職,靈命,與事奉 – 不少神學生參與教會的服事,

常常處在一個事工項目為主的心態。對於整個教會

的計畫,統籌的工作往往隱藏很多潛規矩和人事間的

問題。加上在治理方面還需要很多的學習和經驗。

不然很容易碰到礁石。老師目前幫助 7個牧養群組

的新任傳道人,進行轉化的工程。 

5.4 差傳概論 – 叫萬民作主的門徒,是大使命裡面一個

很重要的部分。在疫情增加了一些攔阻,加上其他宗

教和政治上的打壓,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履行?  

  5.5教會衝突管理 – 北美華人來自中港臺和東南亞各

國,有部分更經歷了在歐洲的艱難,還有新生一代,再

加上近年來一批養尊處優的..,今天的華人教會是多

元,多文化的事工。 

感謝讚美主,20年來的扶持,加拿大華神願意學習更謙卑,更 

順服的服侍大家,請大家繼續在禱告中紀念,感謝!  

                                                      疫情期間              編者：林利雄 

      加拿大中華福音神學院 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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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洗派與激進改教團體         廖元威博士  

重洗派興起的背景 

源於瑞士北方的重洗派早期領袖，大多出於慈運理派的更

正教陣營。然而他們逐漸認為革新應該更加徹底，且應全盤以

聖經為藍圖與依歸。慈運理在蘇黎士提倡改教運動時，影響了

格利伯（Conrad Grebel, 1498-1526），使他在1522年投入改

革陣營；而格利伯在歷史上被稱為瑞士重洗派之父。 

可惜，雙方不久在政教分離和嬰兒洗等議題上發生重大歧

見。格利伯與滿茲（Felix Manz, 1498-1527）等人決定脫離慈

運理自立，開始自行在家中勤查聖經，並矢志嚴格遵守經訓。

1525年元月21日，這群志同道合之士決定進一步採取激進行

動。當天，先由格利伯為布老若（George Blaurock, 1492-

1529）施浸，再由布氏為格利伯和其他信徒施浸，用行動宣示

正式展開重洗派的改革運動。 

重洗派的理念和做法，無法被天主教和其他改革團體所接

受，蘇黎士市政府迅速對他們採取斷然鎮壓的措施。最初，市

政府只是驅逐接受重洗者，卻難以遏阻野火的蔓延。次年，市

議會宣布重洗者一律處死，鎮壓手段愈益殘酷。以致到了1535

年左右，蘇黎士已看不到公開的重洗派信徒。 

然而逼迫不僅沒有動搖重洗派的信念，反而使他們四散傳

道，成群遷居蘇黎世附近的德語區並積極見證，在不少地方還

頗受歡迎。但好景不但好景不常，重洗派的領袖再度遭到地區

政府的迫害和監禁。革利伯與滿茲逃出監獄，革利伯於1526年

病死在蘇黎世東南的小鎮Maienfeld，滿茲則再度被捕，並於

1527年元月25日遭到溺刑處決，成為重洗派第一位殉道者。 

 

重洗派的基本理念 

「重洗派」一辭並非這個群體的自稱，而是敵對者加給他

們的稱呼，帶著輕蔑的意味。重洗派既否定嬰兒洗的有效性，

因此完全不認為自己是在提倡再度受洗，反而強烈主張，唯有

出於個人意願以及公開認信的洗禮才有功效。 

重洗派對於形式化的信仰生活，以及哲理式或理論化的神

學思辯，都表示強烈反感。這固然跟早期迫害他們的多為受過

高等教育的神學家有關，更在於這個團體本身，從一開始就帶

著高度信仰實踐的特質。遵行上帝的命令遠比東拉西扯討論宗

教議題更有價值，加上早期領袖多遭逼迫甚至殉道，因此相當

一段時間重洗派信徒大多為生存奮鬥，對於建構標準化教義的

議題，既無暇顧及，也沒什麼興趣。 

他們深信，上帝的審判不是根據當事人的神學，而是按他

面對真理的態度和行動。重洗派看重讀經、委身信仰實踐，但

輕視形式化、學術性的神學論述。不論信徒的教育和社會地位

如何，因著信徒皆領受內住的聖靈，因此人人皆可自行詮釋聖

經。至於象牙塔中的神學家，從來就不是信仰與生活的終極仲

裁者。也由於強調實踐與應用，所以重洗派從一開始就把神學

和倫理做了密切的結合。 

然而，經過多年發展，重洗派不僅有自身的信仰告白，也建

立了立場鮮明的傳統。在強調惟獨聖經的原則下，他們的讀經方

式具有五個特色。第一，堅持從基督徒社群的立場解釋聖經。重

洗派普遍強調以平等主義的立場實踐聖徒相通，反對個人、菁英

式的解經和教導，同時強調解釋與應用聖經，是信徒社群整體的

任務。第二，信徒社群在解經與教導聖經的同時，更要竭盡所能

地實踐。重洗派不僅強調順服與解經的關係密切，甚至認定順服

是明白聖經的先決條件；沒有不計代價順服的心就無從了解基督

的教訓。第三，強調聖靈的角色。只有在聖靈的幫助下，才能真

正明白聖經。至於人的責任，則在於誠實尋求的心。 

第四，雖然六十六經卷皆為上帝所默示，但新約的地位高過

舊約；甚至把焦點放在四福音上。雖然如此，重洗派還是強調新

舊約之間的關係絕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成全。第五，以基督為

中心。在解釋聖經的時候，基督必須居於中心地位，以他為整本

聖經的樞紐以及時代的分水嶺。 

重洗派強烈反對政教掛勾，因此拒絕接受國家教會的觀念，

甚至主張政教應該徹底分離。他們認為，是否要成為基督徒應該

完全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不應有任何勉強；因此教會完全應該

是委身門徒（真信徒）出於個人意願的組合。門徒的特色，展現

在追隨基督以及堅定實踐新約倫理的要求。基於這些理念，對重

洗派社群來說，信仰生活最為關鍵的字眼不在「信心」，而在

「跟隨」。他們沒有否認惟獨信心的重要性，卻是更加傾向，沒

有門徒生活就沒有使人得救的信心。信義宗強調因信稱義，格外

喜愛羅馬書與加拉太書，然而強調信仰實踐的重洗派，認定信心

沒有行為是死的，立場更接近雅各書。 

除了極少數走暴力路線外，重洗派普遍持守和平主義的立場

（pacifism，或譯「唯愛主義」），所以拒絕起誓、參與公職，

以及從軍參戰等行為；對勞工及農民等階層格外有吸引力。其自

由教會（free church不受國家補助、介入和干預的獨立教會）的

概念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分離派清教徒、浸信會以及貴格會。某

些重洗派持前千禧年末世論立場，因主來的日子迫近而主張凡物

公用；在相當程度上，是以使徒行傳描繪之初代教會做為完美典

範。 

宗教改革史家羅倫培登（Roland Bainton, 1894-1984）曾

對他們作出如下評論：「重洗派存在的價值，不能以他們對歷史

的貢獻加以評論。他們持守的立場是基於永恆的觀點，並不在乎

所堅持的能否普遍實踐在歷史中。」重洗派對更正教各主流宗派

和天特式的天主教皆提出整體性的批判，他們為宗教改革時期貢

獻了可觀的屬靈遺產且帶出重要的更新運動，絕非教會歷史中的

邊緣團體，更非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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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發展 

    十九世紀英國興起的普里茅斯弟兄，對於教會歷史發展的看

法採相當悲觀的立場。時代派式的解經使他們認定，歷來各個時

代基本上都違背了神的心意，得勝的僅屬少數人。他們更以啟示

錄第二、三章的小亞細亞七個教會，解讀為教會歷史的各個時期

與模式的原型。而十六世紀興起的更正教屬於撒狄教會（啟三1-

6），不僅沒有恢復全盤的真理，更糟的是「按名你是活的，其

實是死的」。而弟兄會所代表的，則是徹底恢復聖經真理又得到

主耶穌全盤肯定的「非拉鐵非教會」（啟三7-11）。這種一廂情

願的說法，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  

    重洗派之所以被稱為「激進的」改教團體，就是因為他們主

張全盤回歸初代教會的典範，既然要改革就要做得「徹底」1，

其實他們許多理念與普里茅斯弟兄會相似，甚至也有團體自稱是

弟兄會。十六世紀以來，弟兄會與重洗派兩團體有相當大的重

疊，而瑞士弟兄會最初就是由格利伯、滿茲和赫澤（Ludwig 

Haetzer, 1500-29）等人所組織與領導，也曾一度視慈運理為共

主。 

1523年10月，質疑嬰兒洗的一群弟兄會領袖與慈運理展開

強烈辯論，他們贊成廢止彌撒和聖像，但也同時主張廢除嬰兒

洗，與慈運理的立場相左。當蘇黎士市政府於1525年初命令嬰兒

洗必須強制執行，否則將予以重罰時，瑞士弟兄會把執政當局的

命令視為強逼他們採取與真理不符的行動。以致「順從神不順從

人」此時成了不得不服膺的原則，堅持不屈服的立場。 

瑞士弟兄會不僅主張成人、信徒的浸水禮方為有效，更採

取紀念說的聖餐觀立場，用最簡樸的方式進行。從多方面來看，

瑞士弟兄會是重洗派的先鋒，雖多年遭受逼迫，但影響力不容忽

視。今天散佈美國多處的亞米胥派（the Amish）是由原屬蘇黎

士瑞士弟兄會的Jacob Amman（1644-1711）所創立，其後曾有十

二萬信徒移民至美國賓州開墾，至今仍以獨樹一格的社群散居美

國多處。 

另外還有一支重洗派團體，稱為胡特爾弟兄會

（Hutterites），崛起於奧地利的第羅爾省（Tyrol, 今分別屬

義大利與奧地利）以及捷克的摩拉維亞。後經胡特爾（Jacob 

Hutter, 1500-36）於1533年重整後使之壯大。胡特爾雖於1536

年殉道，但已為此團體立下美好根基；他們的關鍵主張為和平反

戰，並效法初代教會實施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從1530年代至

1599年是這個團體的黃金時期，他們從摩拉維亞擴張至斯洛伐

克，建立了近百間弟兄之家，成員約25,000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對於重洗派的解讀廿世紀的學者各家不同，有稱之為「左翼的宗教改革」，如

加爾文派學者John T. McNeil、耶魯大學神學院的教會歷史教授羅倫培登等。也

有稱之為「激進的宗教改革」，如神體一位論學者George Williams。然而「激

進」的重點不在極端或暴力，因為該詞的拉丁文radix，原意為植物之根或事物

的來源。重洗派的核心理念，確實在於竭盡所能，讓教會及基督徒信仰回到初代

教會的型態。  

當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勢力穩固後，胡特爾弟兄會開始受

到迫害，1620年的白嶺戰役（the battle of the White Moun-

tain）使此團體受到重創。白領戰役是三十年戰爭的早期戰役，

由身兼波西米亞與匈牙利國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費迪南二世所

發動，篤信天主教的費迪南二世不僅先後清除加爾文派與路德

派，對於持重洗派立場的胡特爾派，自然也在迫害範圍內。 

 歷經三百多年的遷徙，胡特爾弟兄會曾在俄國（烏克

蘭）、美國、加拿大、巴拉圭等地力圖生存，甚至在十八、十九

世紀一度瀕臨絕跡。此團體在北美經過百餘年的發展，目前宣稱

仍有約45,000人。與亞米胥派一樣，至今仍採農耕式的凡物公用

制，拒絕接受多數近代文明與科技之產物。在北美主要分布在加

拿大的曼尼托巴及亞伯他，美國的南北達科達州。 

重洗派各派流傳至今，最大的團體當屬門諾會；其創始者

和早期領導人，是出身荷蘭北部菲士蘭的門諾西門（Menno Si-

mons, 1496-1561）。他雖然不是先驅人物，但卻是重洗派最傑

出的領袖。門諾於1524年晉鐸為神父，但不久之後就開始懷疑化

質說聖餐觀的教義。經過查考聖經，他確定天主教的官方教義是

錯的，但還不願採取任何行動。 

門諾聽說重洗派信徒因反對嬰兒洗而遭受逼迫，於是再度

詳細查考聖經，又得到一個結論：施行嬰兒洗並無聖經根據。當

他看到走唯靈路線又任意預言基督復臨日期的革命派，造成血腥

屠城的蒙斯特事件時（Münster Incident, 1535），門諾西門定

意絕對不走過激的暴力路線，終其一生所持守的是反戰的福音重

洗派的立場。蒙斯特事件使得重洗派遭打擊而四散，如無牧人的

羊一般。門諾開始因表裏不一而良心受責備，於是起而按其信念

宣講，與天主教決裂。 

門諾於1536年起成為旅行佈道者，四處宣揚、居無定所，

直到1554年才安頓在德國北部Holstein的一個貴族家中，受到保

護。此後，門諾致力寫作和出版直到離世。他是早期重洗派少數

能長期事奉的傳道人之一，由於晚年專心筆耕論述，著述全集的

總和就超過千頁。多年事奉的成果，使門諾成為荷蘭以及德國西

北重洗派領袖，並組織獨立的教會，栽培領袖，服膺其理念的跟

隨者所建立的教會被稱為門諾會。 

門諾會信徒早在1640年代即開始移民至北美，1683年在費

城附近的日爾曼鎮（Germantown）建立長期的移民中心。十八世

紀，門諾會發展到俄國，後因遭逼迫而大量移民至北美。今天在

美加的門諾會信徒約六十五萬人，全球門諾會人數約二百一十

萬。門諾會基本教導與其他重洗派大致相同，但在發展初期更加

強調禱告和聖潔生活，不容許「世界」進入教會以免削弱新約的

教訓。門諾的教訓主張和平，唾棄暴力，對重洗派之整合有很大

的貢獻。 

     

               重洗派與激進改教團體 (續上)    廖元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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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洗派的信仰告白 

宗教改革初期，重洗派遭左右夾擊，既不受天主教接納，

亦遭其他更正教團體的排斥。重洗派在1529年的施拜爾會議

（the Diet of Speyer）就已被神聖羅馬帝國正式判為異端，

十六世紀改教期間遭逼迫而死的重洗派信徒大約五千。 

德國南部和瑞士重洗派信徒，曾於1527年2月在士萊坦

（Schleitheim，蘇黎世以北約五十公里，位於德、瑞交界）

召開大會，由撒勒（Michael Sattler, 1490-1527）主導。撒

勒原為本篤會修士，曾經在蘇黎世和史特拉斯堡居住，受布塞

爾等人影響而投身教會改革大業，後加入重洗派陣營。大會討

論通過的「弟兄聯盟書」就是由他主筆，又稱為士萊坦信條

（Schleitheim Confession），內容包括七項信仰條款。簡述

如下： 

（1）洗禮不是為嬰孩預備的，乃是為已清楚決志作基督

徒的人預備的；與洗禮相伴的是悔改和道德生活。 

（2）已受洗之基督徒若陷在罪中卻不願接受更正者，要

被禁絕於信徒團契之外。 

（3）擘餅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這樣的團契只有受洗的

門徒可以參加。 

（4）信徒必須從這邪惡的俗世分開，包括天主教、更正

教等政教不分的團體，亦不可服兵役。 

（5）牧師必須從世上有好名聲的人當中選出，維持高道

德水準，由羊群支持其生活。 

（6）執政掌權者的劍由神所賜，目的在懲罰惡人；而教

會中唯一可使用的武器是革除教籍。耶穌基督既禁止信徒使用

暴力，信徒就不應擔任公職。 

（7）基督徒不可起誓（禁止在國家體制內起誓）。 

把宗教信仰視為社會、國家集體事務的年代，主張政教徹

底分離的作法無異是洪水猛獸。中世紀行之多年的封建體制，

亦即各層領主和附庸之間定型封閉的運作模式，必須竭盡所能

地維護教會和國家（政治實體）之間的微妙平衡。重洗派的主

張既想打破這個平衡，自然要面對強烈打擊，該派也付出極大

代價。 

十七世紀上半葉浸信會的建立，主要是基於聖公會出身之

約翰史密斯（John Smyth, 1554-1612）的信念。雖然並非一

脈相傳於重洗派，但該團體在理念上與重洗派相近；甚至有人

在追溯根源時毫不遲疑地擁抱重洗派的源流。 

不僅與政治團體結合是大逆不道，重洗派也認為，逐漸發

展出複雜的教義和組織體系，也是教會的一項罪惡，早已偏離

福音的純樸之美。雖然這是昧於情勢以及拒絕接納事實的主觀

認定，但或許還是可以促使我們反思，今天的教會敬拜與門徒

生活中，那些是可以簡化，而那些卻是絕不可少的？ 

還記得初信的時候，導師教我們禱告的時候要有四個元素，分別就是

Adoration 讚 美、Confession 認 罪、Thanksgiving 感 恩、

Supplication 代求，加起來就是 ACTS。之後有人問：「如果一天之

內我做了很多錯事，那麼我要怎樣認罪呢？」導師想了一想，之後在

詩集中找出一首詩歌，便說：「我們一起唱一首聖詩吧！在這首聖詩

中，你們應該會領略到究竟我們要怎樣向上主認罪。」那天我們唱的

聖詩，就是 An Evening Prayer 《晚禱》。 

這首聖詩的作曲和填詞人士是裴德巴(C. Maude Battersby)，後來

蓋博爾(Charles H. Gabriel)把它編上現時流行的曲調。蓋博爾

(1856-1932)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活躍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初，從小就顯露出他的音樂才華，他一生中共編輯了 43 本聖詩集，

有不少家傳戶曉的聖詩，都是他的作品，例如：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自耶穌住在我心》、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祂既看顧麻雀》等。《晚禱》這首聖詩的歌詞優美、曲調柔和，曾

經在英文的基督教圈子中大受歡迎，甚至連美國流行歌手貓王皮禮

士利(Elvis Presley)也曾在他的唱片中，收錄了這一首聖詩。 

 

《晚禱》這首詩歌的第一段，已在震撼我的心靈。很多時候我們自以

為是，或自我感覺良好，卻不經意地傷害了別人；若果真如此，懇求

上主赦免。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若我今日使別人走錯路， 

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 

 

第二段的歌詞，正醒我們在言語上有否虧損上帝的名聲，或是在行

為上自私自利，忘卻別人的困苦；若果真如此，懇求上主赦免。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若我今日不關懷人需要， 

         因此使別人受傷害虧損，求主赦免。 

 

第三段的歌詞，教導我們有否忠於上帝所託，還是只抱著少做少錯

的心態過日子；若果真如此，懇求上主赦免。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頑梗，若我今日只顧貪圖安逸， 

         不願堅守神所交付職分，求主赦免。 

 

第四段的歌詞，更提醒我們會遇上犯罪而不自知的情況，我們就更

需要主動尋求上主的憐憫和看顧。 

求你赦免我所承認眾罪，求你赦免隱而未顯罪愆， 

求你常常引導愛護保守。阿門。 

 

願上主時常保守我們、光照我們，使我們成為聖潔的群體，阿門！ 

 

 https://youtu.be/Pk3NkjTPrpQ   

 

重洗派與激進改教團體(續下)                                               
古典聖詩分享: An Evening Prayer《晚禱》                                                         

卞浩昌 MDiv 同學 

https://youtu.be/Pk3NkjTPr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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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經過兩年多的疫情,學院同工有的畢業後進教會牧會。也有需要照顧家人而離開的。新員工需學習, 

學院仍需幾方面的支援,求主帶領適合的同工來到。 

開課情況:文憑和碩士班的同學非常專注學習和積極。預算明年稍多同學畢業。新同學陸續有來,主要是同學

介紹或教會牧長推薦的;雖然不太多,但非常感恩。延伸制學生大減 75%,會不會是“沒有異象”嗎？ 

目前的開課,仍然是堅持聖經,神學和品格塑造,這三種核心課程。對於實踐課程就以教會的實際需要和學生需

要裝備為優先。 

財務方面,原來三個教室每年開 20 門課,現在只剩下 10-12 門,加上延伸制學生大減,學費收入就大大減少了。

另一方面,因為不同國家因應疫情所定,出入境條例所限, 大部分老師都不便前來,這方面的開銷,也同樣大大

減少。衹是酌情處理..由於通貨膨脹,薪酬調整,外邀老師稅項,管理費,經常費和房貸都是待付的,為數也不

少。 

財務同工對於今年的經費預算是 30萬,災情之前,學費收入跟奉獻收入各占 50%。在省次省用的計算後,今年奉

獻的目標 135,000.。 

各位弟兄姐妹,華神之友: 

如果上帝 賜你豐足,特別在這個感恩的季節裡,你願意在神學教育上,參與培養更多的福音工人,請代禱和支持

加拿大華神的需要,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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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學院網站下載奉獻單 ： 
   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Donation-Form-v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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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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 28 

 

2019年當疫情嚴峻，全球感染人數飄升，而疫苗還未研發

出來，各地政府只好採取嚴厲的對策，限制或關閉一些公

開場所。當然也影響到教會的聚會和福音事工。然而洪水

氾濫之時，上帝仍然坐著為王。願意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

些寶貴的經歷和感受。 

 

一、禱告仰望 

有幾位肢體被感染，甚至我們的傳道也感染上病毒。教會

的弟兄姐妹就特別為他們禱告。各個小組彼此代禱，彼此

關懷。主日早禱會，从以往大概10位左右增加到20來人。

爲主日崇拜、講員、肢體的需要肢體的需要代禱，也為著

親友的得救迫切禱告。 

 

二、崇拜及教會事工 

疫情期間，大部分的時間教會無法舉行實體的崇拜。我們

改到線上崇拜。參加的人數和疫情前的崇拜人數接近。主

日學也未曾停頓。我們把團契的聚會改成多個小組聚會。

弟兄姐妹彼此關懷，學習真道。也邀請一些慕道的朋友參

加。我們也沒有忘記兒童們的需要，有幾位愛主的姐妹，

每個禮拜和兒童們在綫上上主日學，平常在周間我們也會

和兒童們聯繫，關心、安慰他們。 

 

三、大學生事工 

當教會恢復實體敬拜之後，我們發現每個禮拜都有一兩位

新來賓參加敬拜，而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奇妙的是，因爲

疫情的緣故，學校的許多團體都停止了周末的活動。所以

當我們邀請他們來教會的時候，就沒有了參加活動而不能

來的藉口。當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們一直擔心如何繼續學

生事工，但我們的神是行奇事的神，祂爲我們開了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把學生帶到我們的當中。 

 

回顧過去兩年，疫情阻擋不了神的大能。暑假的時候，有6

位新葡受浸加入教會。2022年教會的主題將會是「在基督

裡結果子」。我們真的看到主再來的日子近了，但願我們

切實遵行主的大使命，多結果子榮耀神！ 

 

信主已經二十一年了，不折不扣一個老基督徒，但是感覺

信得越久越覺得自己對 神的無知，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自

謙，尤其象我這樣在教會一直有服侍，而且做了十五年師

母、五年傳道，神學院碩士班畢業生，期間也帶領過敬

拜、主日學、查經團契再加上講道，從哪個角度都算得上

是比較有經驗的傳道人。可是,實際情況是..內心常常有掙

扎、失望、甚至灰心和絕望的感覺。與此同時,我卻又更多

經歷到了 神隨時的恩典、憐憫和幫助。 

記得2005年末的一天，我在禱告中向神立志，願意一生服

侍 祂，當時想：神一定悅納這樣的奉獻，所以 神會很快

給我開侍奉的門。卻沒有想到，等待我的並不是侍奉的機

會，反而是我信主以來最大的跌倒，當時,我好像掉進一個

伸手不見的。黑暗地區，不僅無心服事，甚至一度想要離

開教會到 “俗世裡去混”。若不是因為心底裡僅存的那一

絲絲對 神的敬畏，我真的已經離開教會去過自己以為的幸

福生活了。 

感謝神, 在最後時刻都沒有放棄我, 當我懊悔地對 神說：

主啊，我不配..配不上服侍你，我無力離開我的罪。祂微

聲地回答我：我來就是來尋找罪人，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參太9：12-13節）。 神的話釋放了我,也給我力量重新

站立! 

之後,我再一次奉獻自己,但與前的心態大不一樣，這次是

俯伏在 神面前，希望 神開恩給我機會，這次卻和前次的

躊躇滿志大相徑庭。但 神給我的回應再次出乎意料，祂既

沒有說可以用我，也沒有說不會使用我。祂給我的意念

是：祂不用一個人，除非這個人讓基督的能力從他身上出

來..如活水江河的湧流！ 從那時直到現在，我一直以這句

話提醒自己：我沒有服侍 神的能力，什麼時候覺得自己在

為主勞苦，什麼時候我已經不在服侍 神了。 

 

願主憐憫我們，讓 神的話真的成為我們生命的見證：不是

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

事！（亞4：6）阿們！ 

疫情中經歷神 

陳兆彬牧師  

侍奉神的一點體會         

李月航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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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讀神學 

我決定就讀華神是出於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應一位

教會姐妹的邀請參加華神2019年的異象分享晚宴，在席間

因聽到主任彙報華神的“優秀神學師資”時內心就觸發了1

個強烈的“感動”。馬上相約我的教會姐妹一起讀神學。

我的姐妹即表示她一直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正在

為有人陪她讀神學禱告。而我的“受感動之約”就成為她

得到神應許的印證。 

奇妙的是.. 我從來沒有讀神學的想法，更沒有為此向神禱

告過，因我也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然而,我1時感

動,衝口而出,主動的相約了我的姐妹。有如，古人說:“一

言既出”，就“駟馬難追”。就這樣，我們這倆位都“不

是讀書的料”的姐妹進入了華神兼修神學。 

二．在華神先修了一些課程之後.. 

初讀神學，既喜樂又緊張，喜樂的是經歷神學的知識如浩

瀚的大海，讓我如饑似渴地吸收到不同的知識；緊張的是

我的學習能力實在像初泳者一樣,有點忙亂,不知所措,但神

的恩典夠我用，神定意要用這個特殊的呼召來呼召我讀神

學，祂就必為我預備足夠的恩典！祂知道我的缺乏和有

限，都會在最恰當的時候給我恰當的人指導我的學習，無

論是我的兩個女兒，或是剛讀完神學的教會姐妹，又或是

學院的Roland主任，都給了我最及時最好的指導，讓我這

個“不是讀書的料”慢慢適應了這種緊張而又喜樂的學習

生活。 

在過去的一年多學習中，我在真理上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更清楚地認識到，進修神學是一個基督徒在真理上紮根、

認識全備的福音是多麼地重要！我在學習過程中就一直驚

歎，讓我猶如被撥開雲霧般。 

感謝神的恩典和華神的各位老師的教導！我也越來越期待

以後的進階學習,求主幫助！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4：2） 

這句經文二十幾年來一直都在提醒我要有傳福音的使命。 

在十幾年前我就很想去讀神學，但是我不敢踏出，是因為

我的學歷不是很高，在北美還有英語的問題, 使我望而卻

步。若不是主耶穌給我一個印證，我根本不敢踏出去讀神

學。 

大約在三年前，我去了兩次短宣後回來。使我真的感覺到

自己的缺欠，心想如果能夠去神學院裝備是多麼好啊！我

也常常跟神禱告說：“主啊！倘若是禰呼召我去讀神學， 

一定要為我預備一個陪讀的人，我才敢去讀，要不然我不

敢去讀神學。”  

就是這樣, 我開始問周圍身邊的人，你要去讀神學嗎？得

到回答是，神沒有呼召我。 

家裡人都說我這麼老還讀什麼神學，好好享受生活吧！然

而, 有一位組長鼓勵我，他說去讀神學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情，你應該去讀，他常常也為這事跟神禱告。 

對，嗯。 

在2019年10月13號，張曉燕傳道給兩張票，說是10月20日

華神舉辦晚宴，邀請我務必參加。我就叫Emily和我一起

去參加華神晚宴。當天晚上，聚會一半的時候，Emily突

然站起來對我說，我們一起去讀神學吧！我心裡真的說不

出來的驚訝和開心，馬上就答應了她。感謝神！原來神是

通過這樣的方式給我一個奇妙的印證，為我預備陪讀人。 

我特別感謝華神願意接受我這樣的學生，給我有機會作整

全的裝備和操練。 

我也願意在神學院的陶造下能夠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被

神使用, 阿門！ 

 

 

我為何來到華神 

劉紅梅同學 

讀華神後的心得           

黃碧雲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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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註： D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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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課程/日期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1 

月

至
2

月   

 路德神學： T2+/D3+/M3+(國)/ 1 月 3 日 – 11 日 
廖元威 
T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路德十架神學對現代基督徒的意義  1/08(六) 7:00pm 

人格理論： T2+/D3+/M3+(國)/ 1 月 30 日 – 2 月 6 日 
麥耀光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基督徒人格  1/30(日) 7:00 pm 

3 

月

至
6

月   

新約神學： D3+/M3+(國)(不設延伸制) / 3 月 1 日 – 4 月 1 日 
葉雅蓮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萬民都當稱謝的大君王 3/25(五) 7:30pm  

靈命塑造的聖經基礎 ： T2+/D3+/M3+(國)/ 4 月 9 日 - 6 月 11 日 
劉秀嫻 

Ph.D, D.Min 
CESCAN 網絡直播  

• 不設公開講座 

摩西五經： T2+/D3+/M3+(國)/ 4 月 25 日 - 5 月 6 日 
賴建國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如何讀舊約故事  4/29(五) 8:30pm   

全方位讀舊約： T2+/D3+/M3+(國)/ 5 月 29 日 - 6 月 9日 
吳獻章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其實你不懂我的心 6/5(日) 8:00pm  

7

月     

有效的門徒訓練： T2+/D3+/M3+(國)/ 7 月 8 日 - 16 日 
麥耀光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教會門訓模式  7/9(六) 7:30pm  

8

月     

釋經講道學： T2+/D3+/M3+(國)/ 8 月 2 日 - 12 日 
陳志宏  

D.Min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建立教會, 醫治這世代  8/12(五) 7:00pm   

舊約考古學： T2+/D3+/M3+(國)/ 8 月 22 日 - 29 日 
周贊穎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聖經的考古 - 聖經的詮釋與政治意義  8/27(六）7:00pm  

9

月   

教學原理與實踐 ： D3+/M3+(國)(不設延伸制) / 9 月 18 日 - 25 日 
劉秀嫻 

Ph.D, D.Min 
CESCAN 網絡直播  

• 不設公開講座 

10

月     

牧職:靈命與事奉： D3+/M3+(國)(不設延伸制) / 10 月 11-12, 20-22, 24-27 日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及

CESCAN 網絡直播 • 不設公開講座 

11 

月  

差傳概論： T2+/D3+/M3+(國)/ 11 月 11 日 – 18 日 
馬志星 
Ph.D   

渥太華國語宣道會 

及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       11/12(六）7:00pm  

1 

月 
2023 

教會衝突管理 ： T2+/D3+/M3+(國)/ 1 月 2 日 – 13 日 
王貴恆 

Ph.D   
CESCAN 網絡直播   

• 公開講座：        1/06(五) 7: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