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編 區應毓牧師博士

西1:28「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保羅這句話不單單是指出教會存在的目的，也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這當然也包括了神學教育。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神學教育所關注的只是課程及科目的內容。與靈命成長有甚麼關係

呢？怎麼才算是優質的神學教育呢？筆者嘗試先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2015

年的暑假，亞洲神學協會的認證評審小組來到多倫多及溫哥華為加神進行四天的評檢。其實

在評審小組前來評檢之前，我們需要先進行一個自我評估的工作，並寫成報告，提交給評審

小組先行審閱，這報告的內容，正是評審小組四天親身來到我們當中評檢的內容。而筆者正

是負責撰寫這個報告。在整個過程中，有機會跟區應毓校長一起對加神進行自我評估，也讓

我們有機會思想甚麼是「優質的神學教育」。報告的的主要內容包括十方面：

1. 辦學理念與哲學

一間神學院最重要的是她的辦學的理念，這理念來自她成立的異象和使命。加神的異象是：教導及裝備信徒領

袖回應神的呼召，有效的服侍主耶穌基督，在本地及世界各地完成神的大使命。而加神的使命則有四方面：

•在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上之策略性定位

▪ ▪

▪ ▪

▪

• 栽培及供應世界華人教牧人員短缺的需要

•回應中國神學教育的需要

•回應華人宣教士全球性的需要

(下頁續) ➤

優質神學教育帶來靈命成長 加拿⼤華⼈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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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及其它設施來滿足學員的學習需要。溫哥華校

區暫時租用商業單位作為校舍，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暫時借用華福加拿大聯區的辦事處，這都不是最理想

的校園設施；未來兩所院校均需籌集經費自設校舍，

才能滿足院校發展的需要。

6. 課程設計

亞洲神學協會對所有神學學位課程，都有嚴謹的

規章與要求。加神的課程完全達到亞洲神學協會的要

求，提供學士及碩士程度的學位課程。多倫多校區及

卡加里校區更因與 Tyndale 神學院及 Ambrose 神學

院合作，需同時達到美加神學院校協會(ATS)的要求。

7. 學員個人及事奉生命的建立

本院強調學術及實踐並重，銳意建立學員靈命，

並要求學員積極參與教會事奉。所有學員必須參與每

週舉行的週會，多倫多校區更在週會後安排小組查經

聚會，另有院牧處定期舉辦的靜修營、每年的開學師

生退修會，各班級禱告會等，都是幫助學員生命成長。

8. 圖書資源

多倫多校區及卡加里校區更因與 Tyndale 神學

院及 Ambrose 神學院合作，學員可以使用 Tyndale

神學院和 Ambrose 神學院的圖書館設施，作學習及

研究之用。溫哥華校區雖然圖書館規模不大，但學員

可以使用大溫地區各主要的西方神學院校圖書館設

施，基教學院則可以使用多倫多不同院校的圖書館。

近年網絡資源發展迅速，加神亦將發展網上圖書館資

源，以配合學員查考資源的需要。

9. 學員生活

設有學生會、不同年級的班禱告會、定期舉行學

生活動(退修會)及講座，讓學員有更多的交流，互相

激勵，一同成長。

10. 畢業生的照顧

本院各校區共有約 140 位畢業生，當中大部分參

與全職事奉，其餘的均在教會中忠心服侍，並繼續進

修。校友會定期舉辦活動，讓畢業生可以互相交流勉

勵。

(下頁續) ➤

(續上頁) 優質神學教育帶來靈命成長

2. 行政管理

優質的神學教育必定有優良的行政管理，以確保

學院各方面都能按其異象及使命來推行。加神由一個

來自加拿大各地教牧及信徒領袖所組成的全國董事會

所監管，並由執行董事會所督導，加上三個校區及一

所院校的行政同工，從聯校校長、各院院長及各部門

的同工，結合成為一個行政管理團隊，來執行四所神

學院校一切的校務事宜。

3. 教學團隊

學院最大的財富乃是其教學團隊。教授及講師不

單對學員所學習的內容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其對學

員生命的影響更是無容置疑的。加神所聘任的全職及

特約教授及講師，均按照亞洲神學協會 (ATA) 訂定的

標準，就是：

•必須從認可的神學院取得任教系別的專業學位；

•必須已獲取比任教學位高一梯次的學位；

•必須有堂會事奉的實際經驗；

•必須在課堂教學及研究寫作上有好表現；

•必須具備活潑的靈命，能感染旁人；

•必須積極參與教會生活，熱心事奉；

•必須具備足夠的聖經及神學知識。

在加神四所院校中，我們共有八位全職的專任教

授及約四十位部分時間特約教授，他們都是按照上面

列出的要求而獲聘任，負起主要的教學工作。聯校教

務長聯同各院校的教務長每年都為每一位教學同工進

行評核，提供支持和鼓勵。

4. 財務管理

經濟往往是神學院校要面對最大的難題之一，加

神也不例外，經濟的壓力相當沉重。2018年加神的

整體經費預算超過一百三十萬，學費的收入只佔總收

入的三分之一，我們需要靠有心於神學教育的各地教

會及信徒奉獻支持，才能應付各項的支出。

5. 設施

多倫多校區及卡加里校區因分別與 Tyndale 神學

院及 Ambrose 神學院合作，得以使用她們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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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優質神學教育帶來靈命成長

那是不是當神學院做好這十方面，學生的屬靈生命就自然會成長呢？其實，神學教育絕對不是神學院本身就

能做好的工作，一個能轉化學生生命的神學教育，需要教會、神學院、及學生本身，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同配

合聖靈的工作而成就。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
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三6-7)。經文的重點固然是要指出當時哥林多信徒分黨的錯誤，
但卻同時告訴了我們，信徒成長乃是出於神的引導。這當然不是說甚麼都不用作，信徒自然會因著神的引導來成

長。作牧者的要忠心地牧養，教師要忠心地教導，信徒要忠心地接受牧養、接受教導，順著聖靈而行，靈命就會

逐步成長。



美國協和神學院院長戴爾博士（Dr. Dale Meyer），曾在 2011 學年開始時，對他的教

師團提起神學院的學術對傳道人的好處。那年正好是《欽定版》聖經或詹姆斯王譯本400週

年紀念。戴爾博士認為詹姆斯一世的學術背景和他決定重新翻譯聖經這件事有很大的關係。

詹姆斯是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的兒子，當時的貴族對瑪麗不滿，便使13個月大的詹姆斯六

世繼承蘇格蘭王位，並安排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做他的老師。喬治‧布坎南是

蘇格蘭最具有文才的歷史學家及人文主義者，他也是歐洲的學者，是一位新教徒。他給了詹

姆斯一個廣泛及卓越的教育，教學內容包括古典名作、聖經、治國方策。當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立詹姆斯六

世作她的繼承人時，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成為英格蘭的詹姆斯一世。1603年，詹姆斯在前往英格蘭登基的途中

遇見一群清教徒遞上《千人呈請書》（Millenary Petition）， 列舉英格蘭教會需要四個主要改革項目，他們也藉

此表達對詹姆斯的效忠。詹姆斯一世便召開漢普敦御前會議，他首先讓當時教會的領袖和學者們認清他才是國家

的領導，他清楚表達他對教會和教義的看法，由於受過學術訓練，他不受英格蘭教會和清教徒雙方的爭議所影

響。他懂得善用學者的才華並滿足清教徒的一個請求--重新翻譯聖經。詹姆斯指定50位國家最好的語言學家負

責翻譯工作。聖經翻譯必須精準又易懂，並要經過主教團和教會的頂尖學者審核、樞密院批閱、國王批准，再給

教會統一使用。《欽定版》聖經影響了隨後的英文版聖經、英語文學，也讓更多未受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容易理解

神的旨意。它一直是被最廣泛閱讀的文獻之一。戴爾院長提醒教師們應該教導學生不要單為學術而學習，乃是為

能更有效的領導教會和各樣聖工而善用學術所帶來的成果。

《欽定版》聖經序言中寫道："Translation it is that openeth the window, to let the light in; that breaketh the shell,
that we may eat the kernel; that putteth aside the curtain, that we may look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that removeth the
cover of the well, that we may come by the water" (翻譯開啟了窗戶，讓光明進來；它打破硬殼，讓我們吃到果仁；
它拉開幔子，讓我們窺見至聖所；它打開井蓋，讓我們就近水。 )「翻譯」不僅指語言文字的轉換，它也使原本

難以理解的東西、觀念等變得易于理解。約翰福音第一章告訴我們：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從來沒

有人看見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這道就是神，是在父懷裡的獨生子。這道將原已存在但看不見的神表

明、說明、闡釋、翻譯出來。這道就是耶穌。祂進入人類歷史中，住在人中間，藉著祂的一生、祂的教導，讓住

在黑暗中的世人能對神、神的國和神的旨意有正確的認識，以至於可以悔改歸向神。耶穌升天後，這「翻譯」

的工作便交給祂的教會，我們的使命就是要繼續將神國的真理傳達、說明給各民族的人，使他們也能跟隨主，遵

行祂的旨意，做天國的好子民。

當代知名的文學批評家、猶太裔學者喬治‧史坦納博士（Dr. George Steiner）在他的著作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巴別塔之後：語言和翻譯的外觀》指出所有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皆為翻譯。他亦認
為語言之間的翻譯會受翻譯者的文化、信念、知識和態度所影響，導致無法完全表達原意。感謝神！耶穌基督本

身就是神，因此，祂可以將神、神國一切的事準確的翻譯、闡釋給我們。但我們不是神，我們需要不斷的學習，

才能做好這份「翻譯」的工作。溝通本身就是相當複雜的過程，它包括六個要素：發訊者、訊息、媒介、收訊

者、回饋、處境（包括國家、文化、組織、外在及內在的刺激）。神學院的任務是提供教會美好的學術，讓未來

的傳道人在聖經、神學、語言學、哲學、科學、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等獲得基本的裝備，使傳道人和他所帶領

的教會（發訊者）能用各種合適的方式（媒介）將神永恆不變的真理（訊息）正確的、清楚的、有效的傳達給生

活在各種主義橫流沖擊、科學日飛猛進、社會迅速變化的世代（處境）的人，包括二戰前出生的、嬰潮世代、X

世代、Y世代、Z世代（收訊者），叫他們能夠悔改歸向真神（回饋）。

但願教會及每位神國子民能看重美好的學術，使用有效的溝通，達成主的使命，迎接主再臨。

學術對傳道人有何益處 加拿⼤恩道華⼈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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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簡稱「加神」) 的誕生是從一個異象開始。2002年11月11-15日，「華福加拿大聯

區」 在大溫哥華聖道堂舉行「第一屆加拿大華人教會策進會」，在會議中神賜給教牧同工一個清晰的異象，需要

開辦華人神學教育的迫切性。

高雲漢牧師和麥希真牧師遂將異象落實，於2004年 3月，「加拿大華人神學

教育協會」(簡稱「加協」正式在多倫多註冊成立。在2006年秋，「加協」在多倫

多開辦了「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 多倫多校區」，與天道神學院 (Tyndale Seminary)

合作。在 2011 年秋，在卡加里開辦了「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與恩道神學院

(Ambrose Seminary)合作。在2013年，「加協」開始在溫哥華籌備第三所華人神

學院。「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溫哥華校區」在2015年9月開課，提供神學研究碩士

(M.T.S.) 和道學碩士 (M.Div.) 的課程。

「加神」溫哥華校區的課程，有別於一般西方的神學院，其特色如下：

1. 結合中、西神學教育優良的培訓理念，訓練服事華人教會的工人。

2. 重視華人教會的文化傳統及兩文三語的獨特體糸，讓同學可以用母語投入學習。

3. 教授們擁有豐富的教學或兼備加拿大的牧養經驗。

4. 著重培育傳道人的靈性與品格。

5. 重視師生互動，生命影響生命，沒有網上授課。

「加神」溫哥華校區的神學訓練強調靈命進深、學術研究和事奉技巧三方面

(參閱右圖)。因應華人教會的需要，我們盡心盡力培育靈命成熟的牧者和宣教

士，訓練豐富聖經和神學知識的學者，和培訓事奉技巧純熟的工人，回應主

的大使命和牧養主的羊。

滕近輝牧師以身力行，強調神學教育的重要性，他曾說：「只要

靈性，不要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當一般人的知識水準正在日日提高的時候，傳道人必須提高自己的知識程度。

今日的神學教育不可忽略知識方面的培養。但是，單有知識而靈性不好的傳道人，遠不如靈性好而知識較差的傳

道人。所以神學教育必須把靈性的造就放在第一位，同時尋求與知識的均衡配合。」

「加神」溫哥華校區看重培育傳道人的美好靈性與屬靈品格，因此，學院除了提供學術知識的培訓外，也強

調靈命塑造的操練，透過每週早會、小組祈禱、靜修日、退修會、屬靈導引、師生互動、生命影響生命等等，讓

同學建立「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的生命，成為主的門徒真正「神的學生」。

生命的純正勝過技巧的純熟，今天，教會不單只需要豐富聖經和神學知識的學者，更加需要「心中的純正」

與「手中的巧妙」（詩78：72）的牧者。對神而言，人比方法是更加重要；這個優先次序是不可顛倒的。方法本

身是不能獨自運作的，而是需要有合適的、靈性成熟的人去運用它，方法才能產生事半功倍的屬靈果效。願神繼

續賜福「加神」，訓練更多適切時代需要的工人，遵行主的大使命、牧養神的教會和擴展神國。

(下頁續) ➤

靈性與學術兼備的華人神學教育 加拿⼤華⼈神學院

牧師博⼠梁海華



(續上頁) 靈性與學術兼備的華人神學教育

當然，要辦好優質的華人神學教育，絕對不能忽畧在學術上的要求，並且，更加要精益求精。感謝神，「加

神」三所校區開設的學位課程，已經均獲國際性神學院校評審機構所認證。在2015年，「加神」多倫多校區被

認證成為亞洲神學協會 (ATA) 正式會員，「加神」溫哥華校區則成為亞洲神學協會 (ATA) 副會員，待第一屆畢業

禮之前，將會進行正式會員認證的審核。

「加神」溫哥華校區謹訂於2018年5月19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本拿比播道會舉行第一屆畢業差遣禮。因

此，亞洲神學協會總幹事 Dr. Theresa Lua，將會於5月18日蒞臨學院，進行評審，確認後便成為亞洲神學協會

(ATA) 正式會員，這將是「加神」溫哥華校區發展的一個新里程。

關於財務的處理，我們衷心多謝「加協」在過往代發退稅收據。今年1月20日，「加神」溫哥華校區已經

正式提交申請表，盼望申請註冊成為卑詩省的一個慈善團體，可以直接發放退稅收據。現在仍然在申請的過程

中，學習等候，願神帶領整個過程順利。

至於校舍方面，目前「加神」溫哥華校區是在列治文租用三個商業樓宇的單位 Unit 202, 209, 320 & 8120

Granville Ave, Richmond，作課室、辦公室、圖書館之用。三份租約皆於2019年年底期滿，同時，因應學院的

發展，地方運用有時出現緊迫的情況。

曾經有一份神學教育的報告指出，惟有學生長時間在學院生活，參加多類活動，最好能住宿，對他們的生命

才能有大而深遠的影響。雖然，投資校舍是十分昂貴的，但是，為了學生的好處，培訓合神心意的工人，似乎是

物有所值。故此，我們已經成立小組委員會，專責尋找學院將來的校舍，懇請代禱，求神預備適合的地方和供應

經濟所需。

我們深信神既然已經動了這善工，必成全這工。我們同心感謝神，一直帶領「加神」溫哥華校區從創校直到

如今，一同數算主恩，榮耀歸神。「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
你的名下︕」詩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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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神 傳承

本財務報告還未經核數師核實，盼望以上資料能讓各位了解學院的財務狀況，求神感動眾教會牧者、長執、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並給予行動支持，
使能繼續造就神國的工人，傳承牧養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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