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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工作邏輯代數是否如此計算：
人 = 	吃飯 + 睡覺 + 上班 + 玩
豬 = 	吃飯 + 睡覺
代入 ： 人 = 豬 + 上班 + 玩
即 ： 人 - 玩 = 豬 + 上班
結論 ： 不懂得玩的人 = 只會上班的豬

職場宣教
道成肉身，
走進人群

又：
男人 = 吃飯 + 睡覺 + 賺錢
豬 = 吃飯 + 睡覺
男人 = 豬 + 賺錢
豬 = 男人 - 賺錢
所以，男人不賺錢等於豬

區應毓院長

女人 = 吃飯 + 睡覺 + 花錢
豬 = 吃飯 + 睡覺
女人 = 豬 + 花錢
豬 = 女人 - 花錢
所以，女人不花錢等於豬

甲、聖經的工作觀
一、工作源於神 (創一28)；
受託於神 (創二15)
創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 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結論：男人為了不讓女人變成豬而賺錢
女人為了不讓男人變成豬而花錢
男人 + 女人 = 豬 + 錢 (賺) 
+ 豬 - 錢(花)
男人 + 女人 = 兩頭豬

創2:15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
他修理，看守。
二、工作受用於人 (傳三24)；養活人 (帖後三10)；
滿足人 (腓四10-13)
傳2:24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
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

銘謝和寄望
王建熙博士
翻閱「加神」20 09年秋季季刊，封面刊
登 是年師生退修營的全體合照及宣佈
“宗教教育學士課程 Degree Completion
Program (DCP) 的正式開課日期為2009年
九月三十日。轉瞬間，本期2012年的春季
季刊已經刊載 DCP 課程首屆畢業同學的
六篇見證文集。

(轉下頁)

藉此篇幅，聊表幾句感謝的話以及
給畢業同學們的寄望數語：
感謝父神創始成終的帶領，彰顯祂
自己的信實和恩慈。
感謝天道大學暨神學院與「加神」
協力合辦以國語授課的宗教教育學士課
程，開闢服事華人社區及華人教會的嶄新
教學模型。
感謝「加協」董事會以及「加神」教
授們的鼎力支持、親履施教、培育訓勉這
(轉下頁)

(接上頁：職場宣教--道成肉身，走進人群)

帖後3：10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
做工，就不可吃飯。
腓4：11-13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
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
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
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三、工作委託於人 (西三22，四1)
西3:22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
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西4:1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
一位主在天上。
乙、基督徒的職業觀
一、工作是人類天賦創造本能的表現
1.	工作並非咒詛，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Sisyphus)因得罪天神，
而被咒詛，每天都要在山下滾動一塊大石到山頂上。但此山
是拱形的一座山，石頭在山頂上滾動下來。於是，第二天又要
從山的另一邊將石頭推上山。如此，週而復始的下去，工作就
成了咒詛。
2.	工作實乃從神而來的創造本能，耶和華六日作工，創世大工
是神創造的大能；祂為人設立工作乃是要人彰顯祂創造的本
能。
二、工作是神聖屬靈的
1.	工作的另一個英文字是Vocation，此字的意思是召命、使命、
呼召。一件工作乃是基督徒的召命；故此，工作本身的涵意極
其豐富，既神聖，且屬靈的。
2.	關鍵在於人和神的關係如何，倘若人與神是和好，正如原創
天地的時候一樣，工作就是莫大的祝福。但是，當人犯罪之
後，工作就成了汗流浹背才可糊口的苦差。

DCP開課第一天與院方教職員合影。

三、工作是以討神喜悅為目的
1.	無論我們作什麼工作，務要順服神，讓神的主權在我們的工
作場所內彰顯出來。
2.	我們所作的一切務要討主的喜悅，並不是只作在人的眼前，
而是作在主的眼前，讓祂的心得到滿足。
丙、主耶穌道成肉身的職業觀
一、職場與傳道見證的平衡 (太九35-38)
1.	基督徒務要在自身的職業上有好的見證，我們帶著專業的操
守，在職場盡上當盡的本份，並且有美好的果效。當老檔及同
事看到我們的工作表現及好行為時，就將榮耀歸給神。
2.	基督徒亦要認定職場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宣教工場，老檔及
同事都是神引導到我們面前的人。於是，我們需要為同事及
老檔禱告，求主賜下合宜的機會，好讓他們能夠聽到福音。我
們亦需要有創意地，用諸般智慧聰明，將同事及老檔帶到神
的跟前。
二、作光與作鹽的見證 (太五13-16)
1. 	職場宣教就是在工作單位上為主發光，既作鹽，帶著職業道
德的操守來工作；且作光，將福音真光照耀到職場不同的角
落。
2.	無論我們的職業是什麼，白領、藍領、基層、管理階層、勞動
工人等，我們是帶著基督耶穌的名字來工作，並且帶著宣教
的使命與熱忱到職場。依此看來，神在世上所用的宣教士為
數不少。我們分散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工作，都是神的工人，在
職場上為主作見證。尤其在福音硬土或創啟地區，更需要一
些專業人士在那裡，以專業的名義及身份來事奉神。
結語:
職場宣教或帶職宣教，都是以神的召命來回應職場的呼聲。工
作既不是咒詛，也不是一連串週而復始無意義的事情；基督徒
更不是只會賺錢或花錢的豬。一個理髮師傅、開車司機、電腦
程式員、教師、家庭主婦、工廠工人等都是帶著使命在職場上為
神作美好見證的職場宣教士。

(接上頁：銘謝和寄望)

一群有意志研習聖經、神學教育和事奉，並願意接受
裝備為達到“職場宣教”或進修道學碩士的年青一代
信徒們。這DCP課程的獨特模型雖非傳統性的上課安
排，乃為促使忙碌的成年人有機會完成全時間的大學
本科教育。若學生具備42認可學分，只需要在24個月內
完成單元形式(Module)的16門課程。每單元包括每週六
個小時的課，一共上五週課堂研習，加上每週10–12小
時的督導式自學。
這課程期間全賴教授及學生們的相互敬重、啟發
激勵，方能看到這六位DCP的首屆“初熟果實”。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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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自己候主呼召
李經寰博士

奉

都當行的，也可以說是最起碼的預備。

4. 熟讀聖經和加強知識

2. 不斷追求與操練順服

沒有打好聖經的基礎就去讀神學，
是事倍功半，也缺少屬靈的分辨力。若
想要熟讀聖經，必須安排時間，除了正
常靈修以外，還能速讀新舊約，多多熟
悉聖經經文和事件。同時千萬留意，聖
經知識愈加增就應更謙卑，若驕傲自大
那就背道而馳了。此外，為了輔助日後不
論是讀神學裝備或實際服事，都應多
多加強英語能力，多多閱讀屬靈人物傳
記、屬靈書籍和增加一般常識。

獻我們生命主權給主，是我們每
位門徒的本份(羅12：1)，然而主
怎樣呼召人成為傳道人是祂的主權。祂
會呼召一部份人撇下原有的職業，全職
投身於祂的國度與事工(路5：11，提前2:4)
；祂也會按祂旨意，在祂以為最合宜的
時間，透過主觀的帶領和客觀的印証來
呼召人踏上這條全職事奉之路。因此，
我們除了有感動要全職獻身做主工，還
有責任就是要等候，聆聽與分辨主的呼
召(限於篇幅，需另文說明)。然而許多願
意等候主對自己發出全職事奉的弟兄姐
妹也會問：“那麼除了等候主進一步帶
領，我們還需要做什麼預備嗎?”下面簡
述如下：

教會的成人主日學課程是否認真參
與? 是否參加教會禱告會，為教會、肢體
和神國度的需要懇切禱告? 生命的長進
是否恆切認真尋求？或三天打魚兩天晒
網?教會的服事是否不論大小，台前或幕
後都樂意參與?事奉的生命是漸漸成熟
的，也是在很實際的教會生活裡培養長
大的。一方面追求的心志應強而有力，另
一方面對帶領你的人，你的心靈應柔軟
謙卑，知錯能改。如果在服事和追求路
上沒有謙卑順服的生命，以後服事的路
必定滯礙難行。

1. 正常靈性生活與事奉

3. 對付性格也發掘恩賜

進神學院進修前應已先在教會學
好如何做主的門徒。建立好個人的靈修
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已樂意遵行主道，不
論是在教會裡教會外，都按主的教訓行
事為人。對於信徒的本份，如忠心服事、
十一奉獻、同心事奉都樂意去行；家庭
責任，如夫妻角色、親子關係、錢財使用
(量入為出，車房貸款也必需是預算內能
夠償付的開支)都合乎主道；社會責任，
如在職場上忠心辦事、身為公民遵守法
紀等都盡力去做。這些是每一位基督徒

每個人性格都不同，各有所長，當
然同時也有不同的缺點。我們不同的性
格是可以在不同性質的事奉崗位上來被
主使用，但性格裡的缺點不論是懶惰、
自私、衝動、自以為是、控制慾、多憂多
疑或不拘小節都可能成為與人同工上的
困難，能夠越早發現越早改正，才減少
日後事奉上遇到不必要的挫折。當然同
時要發掘和操練恩賜，因為隨著恩賜的
操練，往往你會更清楚感受神給你的負
擔和認識日後事奉的方向。

5. 志同道合者一同尋求
如果可能的話，與一批有同樣心志
願意獻身事主的弟兄姐妹，一同定時相
聚，分享讀書心得，互相禱告代求則更
好。透過彼此的扶持與切磋，我們可以
做更多更好的預備，日後不論主呼召與
否，我們都會是服事工場上主的精兵，只
是角色或有不同。
等候呼召似乎比較被動，但以上所
提各方面的準備可以說是化被動為主
動。盼望當主的徵召令一下達，我們不但
是有願意聽命順服的心，更如同基甸的
三百勇士，在平日已有好的操練與預備，
以至能夠被主挑選更是合乎主用!

有三位DCP畢業同學已立定決心繼續攻讀“道學碩士MDiv學位”
。
亦有三位DCP畢業生在本地教會、外地宣教機構踏上服事的初階。
為此獻上感恩。
在此短文中，致畢業同學的寄望和祈盼有以下兩要點：
壹、學無止境、探索真道、通達時務 (但1：4；代上12：32)。
貳、善上聰明、生命更新、勝任稱職 (羅16：19；提前4：12－16)。
誠 願 羅 馬 書 的 最後三 節成 為 教 會中的 神 學 基 礎，尤 其 是
羅16：27成為我們衡量自己及教會的底線：“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
獨一全智的 神，直到永遠。阿們。”
2011年秋季DCP三位畢業同學
與王副院長，王師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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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
張國強是加神第三屆校友，2011年道學碩士畢業後
在賓頓華人浸信會~美頓福音堂任傳道。此信是他
致教會同工的信函，徵得同意而刊載。
願主的恩惠慈愛永遠伴隨祂所揀選的蒙愛者，馬弢
姐妹以及她的家人。

各位主內同工 平安:
目前師母的情況，在去年12月初的時候，檢查報告病情已
經擴散到肝，肺和腦。治療也就停止了，醫生說以後就完全靠禱
告了。現在兩個月過去了，師母體重下降了不少，疼痛開始加重，
嗎啡的藥量加倍，胃口很差只能吃流質，睡眠非常不好，體力越
來越弱，她每天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病榻上。
師母對你們最想說的話是，謝謝。她非常感謝弟兄姐妹的
為她所做的一切。她也非常掛念你們，特別還掛念小Daniel。
一直以為自己堅強，直到昨天從墓園為師母選好墓地和設
計好墓碑回來，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如此的不堪一擊。我內心非
常掙扎，不知是否應該與你們分享我的軟弱。我是害怕讓你們
因為我而跌倒，信心軟弱。自從師母生病以來，我就努力讓自己
保持平靜或是麻木，似乎信心很強大，似乎勇於面對患難。在
教會聚會的時候，在弟兄姐妹面前，我都表現得很不在乎；我
獨處的時候，我也努力讓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與師母無關的事
情上，甚至夢想以後作海外宣教的事。但是無論如何，我也無
法避免師母病情漸漸加重的事實。對教會弟兄姐妹服侍的虧
欠和撒旦的控告又時時逼上心頭，就像約伯朋友的質問約伯一
樣，
“你素來教導許多的人，又堅固軟弱的手。你的言語曾扶助
那將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軟弱的膝穩固。但現在禍患臨到你，你
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嗎？你的
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嗎？”這些問題我根本無法回答，雖然
我知道主耶穌在一切的困難之上，我也知道主耶穌經歷了我們
一切痛苦中的痛苦。可是每當看到師母因為身上加劇的病痛，
大把大把的止痛藥吃下去，我的心就被一根根的針刺透，那種
痛楚縱然用寸腸寸斷也難以形容。雖然師母就睡在我身旁，但
是我每天的夢裏仍然會夢見她健康的身影，難道這一切就無法
挽回了嗎？我一次一次求問神，就像我的兒子Jonathan求問我一
樣，這個十二歲的孩子，懂事得讓我心疼，他渴望媽媽痊愈的
眼神常常注視著我。每一次從醫院檢查回來，孩子都緊張的等
待消息。孩子每天為媽媽的痊愈禱告，他相信神一定會醫治媽
媽。他不願讓我看見他流淚和傷心，他就一個人在在浴室裏洗
澡的時候放聲痛哭。而我作為Jonathan的父親，看見兒子如此傷
心卻是無法安慰他，我罵我自己是世界上最沒用的父親，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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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最沒用的丈夫。我曾經和Jonathan算過我們在地上的
年歲，天上一日，地上千年，我說，媽媽上到天堂，只要一個小
時爸爸就來了，再等一個小時Jonathan也來了，我們全家又都見
面了。Jonathan說，媽媽等的時間短，但是我們要等很久，我還是
會想她的。是的，我們信耶穌基督就有永生，但是地上的生命的
激流還是要渡過的。我們今天脫在床下的鞋子，明天是否還能
穿上，我們不知道，今天打通的電話，明天是否還有人接聽，我
們不知道。人生是如此的短暫和莫測，臉上的眼淚為誰流，空中
的喪鐘為誰鳴，趁著還有今日，珍惜我們的愛人，珍惜我們的家
庭，珍惜這可愛的光陰，更珍惜基督寶貴的救恩。現在這些寶貝
在我們手裏，如果我們不知道珍惜，一旦失去，就失去了，就永
不再來了。我們不能只在心裏明白這些，我們還要用言語和行動
表達出來，讓對方知道我們真的很在乎我們的家庭，我們真的
很在乎我們的愛人，我們也真的很在乎我們的信仰。
我親愛的弟兄，我親愛的姐妹，你們是讓我們能夠支撐下
去的理由，你們是讓我們能夠走過來的力量，你們是我們在困
難中的隨時幫助。因為每當我看見我的教會，我就看見了基督；
與其說，我在服侍你們，倒不如說是你們在服侍我。我在世上
生命中的虧缺，主耶穌都藉著你們為我補足了。所以，我不後悔
走十字架的路，就明明白白的說，我如果不能在活人之地得見
耶和華的救恩，就早已喪膽了。
再次感謝你們，也再次請求你們為師母，Jonathan和我代
禱，求神施憐憫施慈愛，保守我們的屬靈生命。

祝以馬內利
主內末肢
張國強

各位加神親愛的同學們:

主內平安！

遠在 柬埔寨的潔香在基督
裏向您問安！非常感恩能在
「加神」與您們一同切磋學道、彼此守望，在關關難過關關過中
甘之如飴。
學問中的學問

與人相處永遠是學問中的學問。在自己過去生命成長與服
事中，往往帶來人際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大發熱心中的盲幹衝
動，以及不體恤別人難處的伸張正義、目中無人的替天行道、
妄自尊大的一意孤行。不要以為自己刨了多少書，經歷過多少
人生，讀懂過多少人，其實自己的眼前也就是這麽一點局限，
要承認自己的有限與無知。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環境下，重要
的是懂得尊重別人，珍惜今天的機會。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學
習包容別人放過自己。保羅說：『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羅14：13）『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前4：3）。
也不要以為自己多能吃苦，多有恩賜，還有多大的捨棄，其
實“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麽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
於神。”
（林後３：５）既是這樣，又有什麽好誇的呢？
尊師重道
一位要預備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工人，他本身也是一位願意
被人導引的人。作為受教者，要常存一顆受教的心和開通的耳
朵。在我信主20多年中，神為我預備了好幾位的屬靈導師，他們
分別在不同時候，不同環境成為我生命中的祝福。這一種在基
督裏面的師徒關係一直引導我走過許多坎坎坷坷。這些師傅們
有的是牧者、宣教士、和教授老師，他們美好的屬靈品格、豐富
的事奉經歷、在苦難中堅韌的信心，還有他們虛懷若谷的品德、
淵博的知識都深深影響著我。在我有需要的時候，他們以睿智
的明辨力成為我心靈的導師；在我軟弱時疏導我的情緒；在我
大意時給我提醒；在我掙扎中幫助我揭開疑惑。他們以忍耐和
禱告陪伴著我成長，我是何等蒙福。我倍加尊重和順服他們，向
他們請教各方面的問題與難處，在這過程中幫助自己更深認識
神，更多認識自己，也與師傅們建立一個更加信任和互動的關
係，他們於我來說亦師亦友。

禮中之禮
屬靈品格的建立是靠一生的努力，柔和謙卑是禮中之禮。
當自己在「加神」學習中開闊了視野，生命更進深中，也更真實
看到自己“不像樣”的一面。誰能無過呢？然而柔和免大過，不
要給自己的過錯找太多的藉口，無論是原生家庭也好，是社會
也好，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人能夠勝過苦難，但不一定勝過安
舒與成功。
2010年9月我離開宣教工場到「加神」學習，正是看到所謂
的成功給自己帶來的危機：過往十二年在柬埔寨開荒、植堂、建
堂，別人的稱讚試驗著我的心，自己不知不覺中飄飄然了。我可
以不用跟同工商量憑判斷來決定事工計劃，可以不需要禱告憑
經驗處理工場上的問題，可以不走出去傳福音憑自己的影響力
來凝聚會眾。我開始意識到與同工的關係疏離了，與神的關係
僵化了，與自己陌生了。這時我對自己說要掙脫這一座無形的巴
別塔必須離開已經坐了10多年的辦公椅，再一次讓自己走出去，
為了自己的生命更新與擴張，為了身邊的同工能繼續承接大使
命迎風搏浪，更是避免讓自己栽倒在所謂的成功中。
當日從加拿大到柬埔寨宣教需要的是信心，今天從柬埔
寨回到加拿大回爐再造需要勇氣，在希臘文一課中我深深體會
到不恥下問對自己生命塑造的重要性遠重要過考試的分數。過
分估量自己會障礙著我們的眼光；虛浮的榮耀會使我們腳步踉
蹌。放下自己，永懷著學徒的心態，天路客正是一步一個腳印。

祝
新年蒙恩！
盧潔香
2012年1月23日春節於柬埔寨金邊

春季特刊 三月 2012

5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發展的新里程
麥振榮牧師撰寫

天道

大學暨神學院「天道」和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
會 「加協」於2012年1月26日在「天道」的校園
內，舉行具歷史性簽署長期協議書的儀式。是項儀式由「天道」
Dr. Gary V. Nelson 主持，首先歡迎所有出席是次典禮的眾嘉賓，
包括來自大多市眾華人教會牧者、「天道」眾董事、教職員及同
學、另有「加協」眾執行董事及董事、「加神」眾教職同工及同
學、濟濟一堂，帶著感恩又興奮的心來作這歷史的見證者。
「加協」董事會主席高雲漢博士亦簡述「加神」創校的見
證，並向「天道」當局對華人神學教育的支持致敬，見証「天道」
秉承百多年前戴德生先生初來多倫多發出呼召，邀請年青的一
代 獻 身 作宣教士，裝
備神國的福音人，就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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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天道」的前
身「多倫多聖經學院」(Toronto Bible
College) 的工人訓練事工。相信在
天上的戴德生先生看見今日的「慶
典」亦會為我們歡欣。
跟著是「天道」院長 Dr. Nelson
及「加協」董事會主席高雲漢博士
代表雙方，在眾多見証人面前親筆
簽署了這份歷史性「長期合作」的協議書。該協議將進一步加強
及鞏固天道大學暨神學院對華人神學教育的承擔，藉著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天道學院 「加神」的成立及使命，提供華人教會優
質的神學教育，以培育新一代華人教會的牧者同工。

Dr. Gary Nelson 期盼著未來的契
機，他表示“我們深感榮幸，「加協」
如此信任「天道」。這新的長期夥伴關
係，誠然是「天道」和「加神」之間激動
人心的時刻”
。
隨後更有「加協」執行董事譚文
鈞博士致感恩賀詞，追溯過去由2002
年加國華人眾教會牧者早已提出有華
人神學教育的需要，是為華人教會長
期牧者缺乏而開設華人神學院的急需
性。經過兩年多的籌劃，終於在2005年
取得「天道」的認同開始成為伙伴關
係，產生了在加國華人教會歷史上首間
以華文教學的神學院。「加神」經過五
年已有三屆的畢業生，他們都成了華人
教會牧養工人的生力軍，印證了這事工
的重要性。期待未來的年日，藉著更深
化的合作摸式，能產生更大的果效。同
時亦有促成是次「合作協議」的主力同
工 Mr. Winston Ling 林更生長老致詞。
他對「加神」的關心、支持。從「加神」
開始時已參與，是其中作督導的。他表
達心中的期望是看見「加神」未來的年
日在 神的恩領下，有更美好的擴展，為
神國造就更多被 神大用的神國精英。
最後在「加神」院長區應毓博士祝
禱下，就結束這次具歷史意義的慶典。

Tyndale Signs Long Term
Agreement with ACCTE
(Toronto, January 27, 2011)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and Seminary and
the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ACCTE) signed a
long-term agreement on January, 26, 2012.
Dr. John Kao,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ACCTE and Dr. Gary V.
Nelson,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of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signed the agreement at a public signing
ceremony and celebration at Tyndale’s
Ballyconnor Campus. The agreement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commitment of
Tyndale and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Tyndale Seminary’s (CCSTTS)
mission to serve the Chinese Christian
community by providing quality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yndale’s long standing partnership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oronto
beg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ster
of Divinity in Pastoral Chinese Ministry
(PCM) in 1988. The PCM is a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focused on equipping
people for ministry primaril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vision of Dr. John Kao, the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It has served over 65 theology
studen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25 students receiving graduate degrees in
theology. The ACCTE established CCSTTS
at Tyndale and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suppor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hurch leaders.
Dr. Gary Nelson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We are deeply
honoured that the board of ACCTE has
placed their trust in Tyndale. This renewed
partnership represents an exciting moment
in the next season between Tyndale and
CCSTTS.”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yndale
University College & Seminary and the
Association Canadian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have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quality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oronto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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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情
徐麗娟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在[加神]這兩年修讀的DCP課程已
經完畢。回想兩年的日子，百感交集，其中又真有數不盡的恩
典。 神的恩、人的愛、師長情義、同學謙讓、生命交流、彼此鼓
勵、一同學習、一齊敬拜、一起禱告、一起用膳、一起掙扎、共
歡笑、共流淚、互包容、互接納…無限的回憶歷歷在目，甜在心
頭。
感謝愛我們的神，祂興起一群忠心、熱愛培育下一代的牧
長教師來擔負辦神學教育的使命，為神國訓練未來的工人，更
讓學生們在品格上和知識上有好的裝備，成為神喜悅的工人。
感謝[加神]自從2009年開辦了DCP課程，使一些愛主、願意
回應神呼召的人，不會因未有大學學位而可能須要花上較長的
時間才能修讀MDIV課程。這不看人的不足而施教的精神大大

感動了我，教導我們的老師反而更用心教導和勉勵我們各位同
學。在這裡表達吾輩感恩之情。
目前剛畢業，因某些原因還不能繼續修讀MDIV課程，但這
兩年在「加神」所學習的都大有助益於現在的工場。我發現自己
從前不會表達有意義的問題，思維比較狹窄，但經過方豪老師
的教導，現在懂得如何思考，做一個有思想的學者，不會是人云
亦云的人，多作研究分析，不輕易下定論。
感謝天父對我的慈愛，多謝師長的教導，同學的包容和相
愛，千言萬語也不能完全表達我的謝意，願主賜福每一位在我
生命上作出貢獻，都是蒙神所愛、又愛人的人。

眨眼之間
陳琦

眨眼之間DCP（Degree Completion Program）學習的兩年時
間就過去了，人生有幾多個兩年？回想這兩年真是充滿著感恩，
在這兩年裡發生過許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靠著主的恩典走
過。剛剛踏進神學院大門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我們是DCP第一
屆的學生，一共七個人，剛入學時我們都很緊張，彼此不相識事
小，多年放下書包事大，大家對如何讀神學都沒有充分的認識。
好在神學院的教授們都很有經驗，第一課區院長的《基礎神
學》，他幽默風趣的課堂教學風格立刻就使我們心裡的壓力減
低不少，也對神學有了初步的認識。
我們DCP的同學之間很自然建立起一個真正在主裡相愛合
一的團契生活。進入神學院不久我們就感受到，神把我們送到
神學院不僅僅是完成知識裝備，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長。在老
師勉勵和同學們交談的過程中，發現我們需要有一個屬於我們
自己班級的團契生活，能夠真正的操練彼此相愛、彼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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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流淚、一起歡笑，齊聲頌讚神的偉大，真誠的代禱，一
次次感恩的淚在我們中間流淌。主是我們的帶領者，幫助我們
經歷祂的同在和信實。也因著看見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而
俯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發出由衷的感謝和讚美。
回顧人生的歷程，沒有可誇之處，除了恩典還是恩典，願神
的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作成那美善的工。

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
黃杏志

一、救贖的恩典（羅5:8）
感 謝 主 耶 穌 基 督 ，祂 在 我 還
作 罪 人 的 時 候，為 我 死，將 我 從 毒
海 裡 及 罪 惡 過 犯 中 拯 救 出 來，從
死陰幽谷裡引領我到光明平安的
路 上。感 謝 主，不 但 救 贖 我，也 呼
召 我 來 跟 隨 祂，作 祂 榮 耀 的 見 證
（太5：16），耶穌說：“跟從祂的，就不在
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神信實無比（箴3：5-6），祂話語的
應許永不落空，也絕不收回。我憑著聖
經的教導，不再靠自己，乃努力學習將
一切事情交托神，相信祂必指引前面的
路。十年信主以來，親身經歷到聖經神
話語的真實與信實，讓人的道路越走越
光明（箴4：18）。
二、事奉的恩典
國際晨曦會總幹事劉民和牧師說
過一句話：“神救贖後必有差遣；差遣
也必有救贖。”感謝神沒有棄絕我這個
罪魁，而且還給我莫大的恩典，在祂的
聖工上學習服事（提前1：12）。多年浸
泡在毒海裡，荒廢讀書的光陰。從台灣
晨曦會三年的門徒訓練回來，便立即投
身加拿大福音戒毒的事工；可是更發現
自己有太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更深的裝
備，為要走更遠的路。感謝主，在人還未

看見或想過以先，祂已經預備好道路。
神使用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ACEM扶持
我這小子；給我很多機會在華基愛正堂
T3C學習服事。因着神的同在，承蒙教
牧同工和弟兄姐妹們的接納和關愛，讓
我有家的歸屬，建立且堅定我事奉的心
志。這幾年來參加T3C教會在德東和英
國的短宣，向那裡的留學生傳福音、作
見證，更建立我對神國的國度觀和傳福
音的迫切感受，體會到主的話說：“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三、裝備的恩典（路18:27）
回想自己如何能進入加拿大華人神
學院，到如今我還搞不懂想不通，只能
說：全是神恩典。兩年來在「加神」的裝
備真是出人意外的得著。主為我預備了
一群超可親可愛的屬靈同伴，我們能一
起笑、一同哭，彼此分擔、分享和代禱，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並同心合意尋求神
的旨意。從各位老師牧者們的身上，我
們不單吸收許許多多屬靈的福氣、知識
和教導，我更從他們生命的流露和信仰
的經歷，看到什麼是信仰生活化，生活
信仰化。若用一句話來形容老師們有多
棒，我告訴你們罷，我們這一群同學們
都不願意課程結束那一天的來臨 ! 最終
還是畢業了 !

四、關愛的恩典
過往年日因為吸毒，使父母的傷心
以及痛心是我無法彌補的。感謝恩主耶
穌基督將我這個罪人從毒海中撈出來，
救贖我，賜我一個嶄新的生命。可是主
不單救了我，給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同時，也拯救了我的全家脫離黑暗，
進入光明。今天為福音的緣故，無論往
哪裡去：福音戒毒、教會事奉、讀神學、
去短宣等等⋯我的父母親都全力鼓勵和
支持我，使我無後顧之憂；緊緊跟隨主
的腳蹤，勇往前行。
感謝主，這一切都是出於上帝莫大
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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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器在陶匠手中
劉彥玲

神的意念
起初根本沒想讀神學，但神藉張靜
姐妹邀請我參觀天道學院，碰上加神的
體驗營；神又奇妙地為我提前一年預備了
訂金和第一學科的學費。但是昂貴的學
費令我猶豫，緊密焦急地禱告，主大大的
聲音響在耳邊：你到底甘心不甘心哪？我
一下子老實地進入加神的DCP課程。半年
後，一筆意外的供應讓我明白：祂的意念
高過我的意念。
神的工程
我一直想有優良的成績，但主說：得
A而無愛，這個A意義何在？凡事都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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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至好，否則便氣餒，主就告訴我他享受
我的成長，好像我享受兒子11個月時剛學
走路，根本不在乎他走得怎樣。深深感
到智力、體力、精力、靈力不足，主說：你
知有限是好事，來謙卑依靠我。認罪禱
告時，體會神對這一灘爛泥小心翼翼和
忍耐地雕琢。驕傲、情慾、惡念、自我、無
愛、論斷……那怕點點的污穢都會無情
地折磨撕扯著我，主便吸引我更加渴慕
祂。主讓我仰望祂，便撤掉我對人的期
望。每次的試煉，主都會讓我品嘗祂的豐
盛。常常經歷漂蕩緊張後，將自己交還給
主的踏實和輕鬆。禱告不足，但有屬靈前
輩的代禱和支持托著。

愛我的主，在我害怕之時，又引領我
進入加神MDIV新課程繼續神學教育的
學習。
瓦器的呼求
主啊！求你珍藏我 如河的淚，求你
托起因哭求而體疲精弱的我。我的靈因
無力、空癟而倒下，沒有絲毫氣力再向你
訴說，連唉哼都不能，只剩下淌不停的淚
水。噢，主啊！抓住孩子在你手中……
選摘本人2010-2011靈程日記

主恩滿溢的日子
李從生

在「加神」學習的日子，是主恩滿溢的日子。起初，我也是
誠惶誠恐地踏入神學院。剛與新同學們見面，大家以流利的國
語交談時，我這不太懂國語的廣東人，可真像身處巴別塔時代，
因為當時人們都遇上溝通的困難。於是我努力學習用國語溝
通、帶領聚會、公開祈禱、甚至跟同學激烈辯論，只是不太肯定
同學們是否完全聽懂我的國語？靠主的恩典，在「加神」畢業之
後，我在國語的查經班裡，在英語的神學院裡，開始能以兩文三
語來溝通、學習、服侍上帝和教會。
在「加神」學習的日子，是靈命成長的日子。終於，靠著上帝
的恩典，我完成了DCP的學業。最後一課結束時，我在男同學們
深深的擁抱下，女同學們溫柔的道別聲中，終於劃上了句號。回

想那學習的日子，總是充滿激情，懷抱著為上帝開展國度的理
想。在課堂內，老師悉心教導，不單是知識的傳遞，也是生命的
影響；在課堂外，同學傾心吐意，不單是靈裡的相交，也是主裡
的勉勵。在每星期的早禱會裡，同學彼此為個人靈命、學業、家
人、事奉和不信的世界禱告，分享著在家庭、事奉和學習上的甜
酸苦辣，重申上帝的呼召，有的是激勵人心，有的是有笑有淚，
但絕對是恩典滿溢的。
「加神」老師的教導、同學的禱告，都是我完成學業的動
力，還有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作。（腓四13）

默默的祈求
梁罕萌

2005

年剛移民來加拿大時我最
想學習的專業是護士或幼
兒教育，同年的聖誕節媽媽和我信了主。
此後，我漸有感動要接受神學的裝備。曾
在迷惑中求問:“主啊，我願追求認識你的
話語、一心尋求你的心意、順服你，求你
引領我踏出勇敢的第一步。”之後我將讀
神學的決定告訴爸爸，他擔心我迷戀上了
宗教，堅決反對。我默默求主讓爸爸理解
我的決定。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我利
用工作之餘修讀完恩福“空中神學院”的
十八門課程。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的作者邊雲
波伯伯說過:“舉目向西展望，廣大禾場荒
涼，遍地迷失亡羊急切需人牧養;主心日
日憂傷，誰肯為主前往？”我向神默默地
回應:“主耶穌，我聽見你的慈聲，我在這
裡，我願意跟著你的腳步，投入更多無名
同路人的隊列中，承擔你給我們的使命。
我願意一生做你的福音使者，完成你的
囑托。”

2009年11月14日，我參加了加拿大華
人神學院的“神學教育體驗營”
，透過師
長和同學們的分享和引導，我心中更確定
神對我的呼召並作出不再猶豫的、不勉
強的回應︰辭職全時間學習神學。我又默
默禱求主賜我溫柔的心向爸爸說出這個
決定。等候了三天，我滿懷信心、平靜安
穩地向爸爸提出將要在2010年1月開始念
「加神」的宗教教育學士DCP的課程。爸
爸居然沒有發脾氣，問我畢業後能做什
麼，我說想做教師。
在這兩年DCP課程的學習中，我所接
受的不單是知識的裝備，也是舊我的破
碎和生命的更新、成長，更是靈命的進深
塑造，為我短暫的新信徒生命打下了穩
固的根基。每一門學科都引領我按照聖
經的教導追求成為合主心意的兒女。我亦
不住地祈求主的能力覆庇我的軟弱，在其
中學習禱告正確的理念，在真理的基礎
上禱告。我還從每週一次的師生週會中
和牧者們身上得到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

的激勵和關愛 ; 藉著坦誠的分享，互相了
解，彼此扶持，相伴一起走這段路程。黃
達瑩醫生教的“家庭事工的基礎”這門課
採用多元化的教導方法︰角色扮演、個案
分析、教會實習、小組演練等，幫助我透
過個人成長過程的檢討發現來自原生家
庭對自身的影嚮、遺留的問題和傷害，從
聖經的教導尋求解決方法和得醫治。
兩年前剛入學 的 時 候就有一 個 念
頭︰結束DCP的學習後，若主許可就繼續
讀MDiv的課程。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爸
爸時，他反對的聲音不像以前那麼強烈
了，更令人喜樂的是不久前爸爸信了主，這
一切實在是神奇妙的作為 !
我的父親︰梁行豪
我的母親︰苗華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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