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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新里程  再攀 新高峰                                                                  

馬英傑牧師 加 協 ( 加 拿 大 華 人 神 學 教 育 協 會 ) 在 2004
年 成 立， 並 於 2006 年 與 天 道 神 學 院 (Tyndale 
University & Seminary) 合作設立加拿大華人神
学院 ( 加神 )。過去十五年在區應毓院長辛勞帶領、
眾董事及教職員團隊同心協力事奉下，一個剛誕生
不久的幼小學院漸漸成長。「加神」的宗旨是培育
合神心意的時代工人，品格與學養、靈命與技巧、
愛神與愛人、牧養與宣教都可以平衡發展。

在神的恩典帶领下，目前在加協的名下有一校
五院的產生 :

加神溫哥華、加神卡加里、加神多倫多、加神 ‧
國際使命學院、加神 ‧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加神
溫哥華發展快速，有自置的院舍，各方面都有神的
恩典，並在卑斯省立案註册為專上學院，可以頒發
學位及招收海外學生。為了符合省政府的要求，它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董事会主席

必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學府，為此加神溫哥華已於 2019 年自立。

一直以來这一校五院的註册及財務安排都在「加協」的名下，直至加神溫哥華自立後，我
們為了前面各院校的發展，一校五院的架構及「加協」角色有待調整，各院校將会朝獨自立案
註册及自立方向發展。

加神一向都是沿用「加協」的名号及註册 , 在法理上「加協亅就是加神 , 其他 5 個院校都
是由加協 ( 加神 ) 直接或間接生出，加神溫哥華自立了 , 其他四個院校也應朝獨自註册及自立
的方向發展 , 為此「加協」的角色將調整為名副其实的協会 ( 联会 ), 所有加神的院校都是會員 ,
將來「加協」對每一個院校都不再有行政及財政的責任 , 主要的作用是促進各院校的聯絡溝通、
合作互助，按各院校的需要舉辦講座、退修會、等等活動。此外也可聯絡其他神學教育的單位
共同促進普世華人神學教育。

「加協亅未來的实際角色及細則 , 將会由各院校協商製定 , 大方向是肯定的 , 就如其名——
神学教育協会 , 促進神學教育。與各院校保持联絡 , 互助合作 , 持守相愛合一的精神 , 以推廣及
提高神學教育的素質為己任。我們本着謙卑的心 , 求神給我们智慧及恩典齊步邁向新里程、再
攀新高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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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加神多倫多已訓練了超過 150 多位的神學畢業生，及無數的基督徒領
袖，在不同的教會、機構及宣教工場事奉。因著長遠的發展目標，2020 年九月得到加
協董事會的全力支持，加神多倫多便在安省獨立註冊，再於 2022 年開始申請非牟利
慈善團體資格，亦計劃向安省教育局申請成為一所正規頒發神學學位的院校。比對加
拿大其他省份，安省政府對對校務組織及學術要求等同一般大學，敬請代禱，求主引
導華人教會共創這神學教育新里程。

在 2009 年，加協與宣道會華聯會及恩道大學學院在卡加里簽署五年伙伴合約，於
2011 年創辦了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後於 2014 年，此合約獲續簽五年至 2019 年，
十年來培養了近 50 名攻讀學位或文憑課程的畢業生，部分全職投入教會事奉行列。其
後，加協、宣道會華聯會及恩道大學共同決定採用其他更有效的教育模式來培訓工人。
現恩道大學繼續提供華人神學課程，而加協已正式成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卡加里，於
2019 年 2 月中在聯邦政府成功註冊，亦於同年 3 月初獲得亞省高等教育部允許頒發宗
教性質的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學位。今天，加神卡加里以實體及線上學習，已在卡
加里和愛明頓設立校區，同時也服侍位於歐洲地區的華人教會，培訓基督工人。

為配合在大溫哥華地區的華人教會需要，以培育更多的傳道人、牧者及宣教士，
經過兩年的咨詢協商，加協 2015 年正式在溫哥華獨立開辦第三所的加拿大華人神學
院，並於 2018 年獲亞洲神學協會 (ATA) 正式認證，同年又獲卑詩省政府核準為正規
院校可授予神學學位，及批准註冊成為加拿大慈善機構。加神溫哥華現提供教牧學博
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及文憑課程。在 2019 年七月，加神溫哥華已完成籌
款購置學校的計劃並順利遷入新校舍，得以提升教學質素，落地生根地服侍加拿大西
部的華人教會，及從世界不同地區來進修神學的華人教牧和信徒。時至今日，加神溫
哥華已有五位教牧學博士生及多位碩士生畢業。

為了推動華人教會關注基督教教育事工，並為教會培育聖經教導人才及對華人教
會信徒培育事工進行相關研究，加協遂於 2016 年 10 月與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協會簽
訂合作協議，於加神體系內開辨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在 2017 年 1 月開課。現加神
基教學院提供全球唯一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博士課程，除服侍加拿大華人教會外，亦同
時服侍歐洲及東南亞的華人教會。感謝神，加神基教學院已於 2019 年初遷入位於安
省多倫多的北約華人浸信會的新院址，除了辦公室及課室外，亦設有專為基督教教育
而設的資源中心，更有效地展開基督教教育的教導與學習。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現計劃在 2023 年在經濟及行政上獨立操作，求主帶領。

耶穌基督是宣教的主！為了更適切地訓練華人跨文化宣教勇士，加協遂於 2019 年
與香港聯宇聖經學院和柬埔寨金邊基督教恩典堂在前線工場柬埔寨設立一所宣教學院，
定名為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國際使命學院。加神國際使命學院的成立是在差會、工場與
神學院的基礎上，結合理論與實踐、生命與事工、學術與經歷等，提供美好學習環境
專注培訓宣教工人。感恩加神國際使命學院已於 2021 年在行政院務及經濟上自主運
作。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的存在是為推動員福音派信仰的神學教育，並與眾神學
院建立聯繫，培訓工人服侍教會並完成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感謝那賜恩加力的神，加
協與加神經歷上主祝福滿滿，從無到有，現已建立一個的全國性的華人神學教育網絡，
訓練神國工人的果效亦達到全球性。期盼加拿大眾華人教會能二十年如一日地繼續與
加協及加神多倫多、加神溫哥華、加神卡加里、加神基教學院和加神使命學院同心同
行，在加神聯校院長區應毓牧師博士榮休之後，齊來共創神學教育新里程！

5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加協）的異象性創辦及加拿大
華人神學院（加神）其後在全國的發展，所走過的是神所給予
加國華人教會一條蒙福之路。 從頭一天開始參與到現在，屈
指一算，已走過二十個年頭，在加協董事會的行政事務我自
己也感覺到了功成身退的時間，今後將專注在神學院校的教
學及加神卡加里義務代院長的服侍，求主看顧。在此，最後
一次以加協董事會文書的身份在年刊裡和大家一起數算主恩，
更期待看見加國華人神學教育新里程的開展。

加協的成立，實在是神給予加拿大眾教牧同工的異象和催
逼的成果。遠在 2002 年，神已藉著多倫多華人福音教牧同工
團契分享華人神學教育在北美的需要。同年 3 月 16 日，兩位
已主懐安息的前任世界華福總幹事高雲漢牧師與麥希真牧師，
本著華福精神，以「僕人、先知、橋樑」角色信念，在世界
華福加拿大聯區辦公室召開第一次神學教育會議，牽頭推動
加國華人教會建立一所由華人教會自主自决的神學院。同年
秋天，加拿大華福也於溫哥華舉辦加拿大華人教會策進會議，
大會參與者皆認同華人神學教育在加拿大的迫切性，共同領
受這刻不容緩的異象。

經過了由加協主導無數次的異象分享會及籌備委員會會
議，在得到不同宗派及眾教會領袖支持下，加協最終在 2004
年 3 月正式註冊成立，以「今日神學教育 ‧ 明天教會茁壯」為
主題，經歷了十年神學教育的創始階段。從 2014 年起，加協
在理念發展上已踏進新里程，在事工規模上也進入了一個新
階段，續以「建構神學教育 ‧ 傳承牧養宣教」為題，推動加拿
大華人神學教育聖工。

在神學院校的發展方面，加協於 2006 年在多倫多與天道
大學學院及神學院，以伙伴關係成立首間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並於 2015 年獲得亞洲神學協會 (ATA) 正式認證，這全是恩
典！加神的獨特之處，是在於它提供了東、西方神學教育的
平台，結合適切性的神學培訓理念，又倚重華人教會的文化
傳統、語言、合一的異象及受命，效法基督教導門徒的榜樣，
在廿一世紀，以屬靈的堅毅、事奉的技巧、清晰的異象及救
贖靈魂的負擔培育教牧及事奉人材。

共創神學教育
新里程 
譚文鈞牧師

前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董事會文書

2022 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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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主席:     Rev. Dr. Peter Mah 馬英傑牧師/博士 (Toronto)

Vice-Chair副主席:    Rev. Dr. Harding Ng 吳克定牧師/博士 (Toronto)

Secretary文書:     Rev. Dr. Joseph Wong 王志強牧師/博士 (Toronto)

Treasurer財政:     Dr. Kok Swang Tan 陳國瑄博士 (Toronto)

Rev. Dr. Peter Au 區應毓牧師/博士 (Toronto)

Mr. Dennis Chan 陳振豪先生 (Cambodia)

Rev. Sam M. S. Chan 陳明修牧師 (Vancouver)

Rev. Yiu Tong Chan 陳耀棠牧師 (Vancouver)

Rev. Dr. Anthony Chow 鄒永恒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Steven Folts 傅再恩牧師 (Toronto)

Dr. Tina Lau 劉玉茵博士 (Toronto)

Rev. Dr. Daniel Lee 李經寰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Ivan Leung 梁海華牧師/博士 (Vancouver)

Rev. Dr. John Chan 陳欣懿牧師/博士(Toronto)

Mr. Ramsay Chan 陳啟棠先生 (Toronto)

Rev. Thomas Chan 陳志誠牧師 (Montreal)

Rev. Wes Chang 張振裕牧師 (Toronto)

Rev. Dr. Huckle Choi 蔡偉雄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Stephen Chung 鍾伯文牧師 (Toronto)

Rev. Ming-Peng Gong 龔明鵬牧師 (Toronto)

Rev. Dong Han 韓東牧師 (Toronto)

Rev. Wilson Kaan 簡唯信牧師 (Saskatoon)

Rev. Dr. Michael Lau 劉達榮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Simon Lee 李耀全牧師/博士 (Vancouver)

行政同工：Mrs. Sandra Eng 吳李健美女士

資訊科技：Mr. David Lau 劉仲雄先生

董事
及同工

Directors 執行董事

Members 董事

Staff 同工

Mrs. Eva Mak 麥劉慧華律師 (Toronto)

Pastor Irene So 蘇潘慕潔傳道 (Toronto)

Rev. Dr. Aaron Tang 鄧廣華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Michael Tsang 曾永光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Henry Tseung 蔣顯輝牧師/博士(Calgary)

Rev. David Wang 王成偉牧師 (Toronto)

Rev. Chi Kei Wong 黃智奇牧師 (Toronto)

Rev. Johnny Wong 王乃基牧師 (Edmonton)

Rev. Jack Xie 謝逸牧師 (Ottawa)

Dr. Clement Yeung 楊世禮醫生 (Winnipeg)

Rev. William Yung 翁偉霖牧師 (Toronto)

Pastor Janice Lo 盧潔香牧師 (Cambodia)

Rev. Chadwin Mak 麥振榮牧師 (Toronto)

Rev. Dr. Francis Tam 譚文鈞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Paul Theophilus 鄭貽富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Paul Wang 王建熙牧師/博士 (Toronto)

Rev. Dr. Ryan Wang 王乾洲牧师博士 (Calgary)

Dr. Enoch Wong 王健安博士 (Toronto)

Rev. Dr. Jason Yeung 楊慶球牧師/博士 (Vancouver)

Rev. Dr. John Zheng 鄭藝牧師/博士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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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協 加神
多倫多

國際
基督教教育學院

加神
領導學研究中心

總計

奉獻 451,068 7,813 10,650 469,531

奬助學金 57,500 57,500

學费 900 58,410 59,310

天道大學轉賬 304,724 304,724

其他收入 109,768 4,190 113,958

總收入 923,960 70,413 10,650 1,005,023

薪金福利與講師費 103,059 502,226 61,400 666,685

神學教育事工su 383 17,636 1,496 19,515

奬助學金 24,541 64,578 89,119

行政與管理 31,798 8,756 17,899 12,379 70,832

推介募款與宣傳 19,940 9,894 6,236 36,070

轉賬劉桂英宣教士英國事工 23,081 23,081

總支出 202,802 603,090 87,031 12,379 905,302

結餘 (盈餘/不敷) 118,088 (16,618) (1,729) 99,721

2021年度預算 349,170 647,360 126,070 42,000 1,164,600

2021年度的財務收支

附表一: 2021年度加協財務收支表

附圖一: 2021年度財務收入 $1,005,023

加協
財務報告

加協自 2005 年成立迄今 , 蒙神引領和供應 , 加神多倫多在過去
16 年裡 , 神賜下一批願意為華人神學教育擺上的老師和同工們 , 也
帶領一批蒙神呼召到学學院受裝備的同學們。感謝神 , 加神一共裝備
163 位畢業生。近年來神在經濟上也豐裕地供應給學院。以下簡略述
說 2021 年度的財務收支狀況 , 2022 年度的財政預算和 2022 年首八
個月的財務收支狀況。

加協全國董事會於 2021 年 5 月 8 日的常年會員大會
上一致通過 2021 年度的財政預算 1,141,600 元。並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的執行董事會上 , 通過增加 23,000 元
預算作為差派劉桂英宣教士的英國事工費。2021 年度的
財政預算調整到 $1,164,600。

2021 年 的 總 收 入 是 1,005,022 元 ( 見 附 表 一 和
附圖一 )。其中經常費和神學教育獎助學金的奉獻分別
是 469,531 元和 57,500 元 , 合共是 527,031 元 , 比去

年 575,201 元減少四萬八千多元。這兩项透過奉獻方
式的收入佔總收入的 57.2%。非透過奉獻方式的收入是
477,991 元 , 比去年 489,266 元減少一萬一千多元。這
非奉獻收入包括政府冠病疫情薪金補助撥款 34,883 元 , 
利息 45,561 元 , 學費 59,310 元 , 加協與天道大學合作
同意書上轉賬给加協的款項共 304,724 元和其他收入
33,514 元。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的收入是 70,413 元 , 
比去年 73,946 元減少三千多元。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的
收入是 10,650 元 , 比去年 21,700 元減少約一萬一千元。

10,650
70,413

923,960

加協(包括英國事工)/加神多倫多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

9

陳國瑄長老 

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董事會財政

Annual Report 2022 



10 11

Annual Report 2022 2022 年刊

薪金福利與講師費

神學教育事工

奬助學金

行政管理與出版

推介募款與宣傳管理

轉賬使命學院和英國事工款與宣傳

加協(包括使命學院和英國事工)

加神多倫多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

2021 年 度 加 協 財 務 盈 餘 是 99,721 元。 根
據加協核數師報告和調整 , 加協不動產的流動資
金，由 2021 年的年初 814,840 元升高到年底的
914,561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止 , 這筆流
動資金包括經常費 704,674 元和獎助學金 ( 指定
款項 ) 209,887 元。感謝神的恩典 , 在受到全球
性冠病疫情一年多蔓延下 , 神供給加協有足夠的
經費為神國培養更多的工人。

2021 年的總支出是 905,302 元 , 是預算的 77.7% 
( 見附表一和附圖二 )。這比去年的總支出 1,048,007 元
減少十四萬多元。在這總支出中 , 加協和加神多倫多的
支出分别是 202,802 元和 603,090 元 , 合共是 805,892
元 , 比去年 812,184 元減少六千多元。國際基督教教育

學院是 87,031 元。比去年 78,573 元增加八千多元。加
協也轉賑 16,618 元去填補加神國際宣教學院經費上的不
敷。神學教育獎助學金的支出從去年 107,500 元減少到
89,119 元。

加協(包括英國事工)

加神多倫多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

附圖二: 2021年度財務支出 $905,302

附圖三 2022年度財務預算$1,228,400 (校區分配) 附圖四 2022年度財務預算 $1,228,400 (事工分配)

前瞻2022年度財務

加協2022年一月至八月財務狀況

為著加神一院五校一中心所需的費用 , 全國董事會
於 2022 年 5 月 7 日 一 致 通 過 2022 年 度 的 財 政 預 算
1,228,400 元 ( 見附表二 )，比去年的預算 1,164,600 元
增加 5.5%。每月平均所需的預算是 102,367 元。增加的
預算主要是加協和加神三校的薪金與福利和講員費的調
整。今年的預算中 , 加協的預算是 378,230 元 ( 包括加

神國際使命學院預算 123,020 元和劉桂英宣教士英國事
工費預算 76,000 元 ), 加神多倫多 700,600 元 , 國際基
督教教育學院 104,530 元和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 45,000
元 ( 見附圖三 )。至於事工的分配 , 請參看附圖四。所需
的一百多萬元的經費 , 尤其是在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全球
性持續的蔓延下 , 仰望神的供應。

加協 加神多倫多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加神領導學研究中心 總計

薪金福利與講師費 99,250 557,200 73,500 7,500 737,450 (60.0%)

神學教育事工 33,700 33,700 (2.7%)

奬助學金 85,000 85,000 (6.9%)

行政管理與出版 52,000 5,200 26,030 37,500 95,730 (7.8%)

推介募款與宣傳 10,000 39,500 5,000 54,500 (4.4%)

轉賬(使命學院和
英國事工費) 199,020 199,020 (16.2%)

2022年度預算 378,270
(30.8%)

700,600
(57.0)

104,530 
(8.5%)

45,000
(3.7%) 1,228,400

附表二: 2022年度財務預算
結語

從 2019, 2020 和 2021 年 的 財 務 數 據 看 來 , 每 一
年 都 有 盈 餘 (2019 年 盈 餘 469,893 元 , 2020 年 盈 餘
16,461 元 , 和 2021 年盈餘 99,720 元 )。加協 2022 年
首八個月的財務數據顯示不敷高達 218,008 元。首八個
月透過奉獻方式的經常費和奬助學金奉獻共有 157,941
元 , 比去年同時期 290,443 元減少幾乎一半。這兩项透
過奉獻方式的收入只佔總收入的 36.9%。加協的非奉獻
收入是 269,563 元 , 也比去年同時期 311,547 元減少約
四萬兩千元。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 若加協沒有收到
2019 年一筆 500,000 元和 2021 上半年另一筆 125,000
元的兩宗遺產金捐款作為經常費 , 怎能存有現今剩餘
478,545 元的經常費 ? 簡單來説 , 目前加協的經常費完

全依靠那兩宗遺產金捐款 , 即是經常費已經使用遺產金
625,000 元中的 146,455 元。

往年透過奉獻方式的收入佔總收入的 50-80% 之
間 (2019 年 佔 79.0%, 2020 年 佔 54.0%, 2021 年 佔
57.2%), 而今年首 8 個月透過奉獻方式的收入卻只佔總收
入的 36.9,%。這些數據顯示透過奉獻方式去支持的奉獻
下降 , 也説明造成今年財務不敷的原因。

藉此 , 誠請教會牧長 , 執事 , 領袖和兄姊們以行動樂
意參與奉獻 , 並懇切為加神的神學教育事工和所需的款額
代禱。歸一切的頌讚和榮耀給全能的三一真神。

12,379
87,031

202,802

603,090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 加協今年度首八個月的總
收入和總支出分別是 427,504 元和 645,512 元。2022
年首八個月的財務預算是 818,933 元。說明今年首八個
月的總收入和總支出都低於預算 47.8% 和 21.2%。換句
話說 , 八個月的總收入只收到接近一半的預算。雖然冠病
疫情拖延到今年 , 2022 年首八個月的總收入比去年同時
期 (601,990 元 ) 減少十七萬四千多元。

2022 年首八個月的總支出是 645,512 元 , 比去年同
時期 558,850 元增加八萬六千多元。這筆支出包括薪金
福利與講師費 442,578 元 , 神學教育事工 22,279 元 , 奬

助學金 36,494 元 , 行政管理與出版 76,457 元 , 推介募
款與宣傳 29,529 元 , 和轉賬支持劉佳英宣教士英國事工
費 38,175 元。

加協 2022 年首八個月的財務不敷高達 218,008 元。
去年的首八個月有 43,140 元的盈餘。前年的首八個月
不敷只有 44,748 元。由於首八個月的財務不敷 , 這促
使加協流動資金由年初的 914,561 元減少到 696,553
元。其中包括經常費 478,545 元和獎助學金 ( 指定款項 ) 
218,008 元。

104,530

45,000 378,270

700,600

33,700

85,000
95,730

54,500

199,020

73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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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神多倫多報告

過往 15 年區應毓牧師帶領著加神在各面的發
展，成果顯著。他在本年 6 月 30 日正式退休。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多倫多 CCST-Toronto】
（簡稱：加神多倫多）董事會鑒於院長遴選委員
會 Search Committee 未能及時找到接班人選，
而在 4 月 22 日的董事會中一致通過委任兩位現
任董事：吳克定牧師為義務署理院長 Voluntary 
Interim Principal； 陳國瑄長老為義務行政副院
長 Voluntary Vice-Principal Administration, 
於七月一日生效。此任命亦再次於 5 月 7 日的【加
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 ACCTE】( 簡稱加協 ) 全國
董事會中確認。【加神多倫多】董事會主席仍由
麥振榮牧師担任，之後再於 9 月 8 日的【加神多
倫多】董事會委任王建熙牧師為義務學術副院長 
Vice-Principal Academic。

新 接 任 的 團 隊 確 認 的 首 要 任 務 是 在 本 學
院 架 構 內 重 新 設 立 學 術 委 員 會 CCST Toronto 
Academic Committee 。誠邀方豪牧師 / 博士擔
任道學碩士課程主任、高呂綠茵博士擔任基督教
研究碩士課程主任和蕭智雄牧師 / 博士擔任宗教
教育學士課程主任。【加神多倫多】所成立的學
術委員會被委任負責例常審核學院提供的課程是
否有更改或增減的需要、建議増聘學院新的授課
老師、處理學生錄取程式、報讀和修課、學生靈

命塑造和活動等事宜，任命即日生效。

再者【加神多倫多】所成立的學術委員會共
同協作釐定本神學院使命宣言。通過深思熟慮的
商榷，本學院的宗旨乃定為 : 「講解真道、裝備教
會」 “Expounding the Word and Equipping 
the Church” ( 提後 2:15; 提後 4:2; 弗 4:12)。 
鑑於今後更能專注於辦好神學教育的宗旨、也為
了能更符合神學生受訓的意願、以及與天道神學
院 Tyndale University & Seminary 互信互助的
緊密合作夥伴關係，因責無旁貸而開始處理很多
事宜：有關學生手冊紀要 Student Handbook、
教 師 手 冊 紀 要 Faculty Handbook 、 以 及 課 程
調整等方針，並刻意安排在師生群體中建立互動
的溝通渠道和個別的輔導。其中一例子是增強聖
經科目的研讀；另一例子是力求改進而達成 ATA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亞洲神學教育協
會的畢業學分要求，等等。

【 加 神 多 倫 多 】 董 事 會 亦 在 本 年 度 2 月
25 日 及 4 月 22 日 的 會 議 中 兩 次 决 議 對 於 
PEQAB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Board 安省政府教育局的專上學院
頒發證書申請過程暫停，直至內務行政管理能達
至政府標準才再考慮作出延續的申請程序。惟盼

吳克定牧師

加神多倫多義務署理院長

目前能專心與天道神學院協力合作、保持良好的夥伴關係，
畢業學位證書仍透過天道頒發，亦達標北美神學院協會 ATS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及 亞洲神學教育協會 
ATA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的承認保證，包括 BRE 
宗教教育學士、MTS 神學研究碩士、M.Div 道學碩士所頒發
的學位。

9 月 9, 10 日是開學師生退修日，學生會邀請了吳克定牧
師和陳國瑄長老證道，三堂訊息圍繞著主題：「復興的前奏」，
師生都享受美好的相交和祈禱、迎來屬靈的更新。

10 月 8 日在感恩節期間假天道神學院校園舉行 2022 年
步行籌款；呼籲支持神學教育的愛主贊助者，眾師生們也都
群策群力，我們信實的神有祂奇妙的預備和供應，收到的獻
捐款項竟然突破歷年紀錄，達到超過二十八萬加幣，大大減
輕目前面臨的財政赤字，給予眾人莫大的鼓舞！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博士在 11 月 4 日到訪，
在同學週會分享信息，亦促進港加兩地神學教育的交流。

最近三年來因疫情大部分課程都改為網上授課，今年秋
季報讀的學生總人數亦趨勢下降至 49 人，但是感恩現在已經
全面恢復實體授課 。11 月 19 日 神學教育體驗日 Encounter 
Day 有 26 新人（15 位在現場實體，11 人在網上）出席，參
與者熱烈查詢並與好幾位老師互動交流；之後果然有幾位繼續
接受跟進，亦有人開始申請報讀。求主感動成全，盼望眾教
會持續栽培、鼓勵獻身運動和普及神學教育，祈盼後繼有人。

委任署理院長： 吳克定牧師/博士
委任署理副院長 (學術) ： 王建熙牧師/博士
委任署理副院長 (行政) ：陳國瑄博士
院牧：蕭智雄牧師/博士
訓導主任：蔡偉雄牧師/博士
實習主任：黃文超牧師/博士
普及神學主任：高彼得老師 
教會拓展主任：王成偉牧師
行政主任：李詩韻女士
入學主任：計嘉欣女士

行政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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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神卡加里報告 鄭藝牧師

加神卡加里常務副院長

自疫情以來，加神卡加里除了本地的老師授課
外，大部分改用線上教學，這種形式的教學對師
生的直接交流有所影響，但也提供了遠程教學的
模式，這也成為加神卡加里的一種教學特色。亞
省在 2021 年七月剛剛解封，Delta 病毒又席捲而
來，莫非這病毒會從 Alpha 演變到 Omega ？果
真是如此，那麼線上教學似乎成了一種新的常態。
總之，這些並沒有影響到教學的持續進行，本學
期的所有科目都按計劃完成。授課老師的神學講
座也透過網絡順利進行，部分學生已經開始在各
自教會中實習，有的學生因教會的需要已經提前
被教會錄用，擔當牧養重任。這一點也是我們特
別看重的，讓學生在讀書期間就能積極參與教會
事奉，這是教會與神學院合作的一個重要方式，
也是我們所致力推行的。在挑選授課老師的時候，
我們也是盡量選擇具有豐富牧會經驗的牧者兼學
者。本院致力培養牧養教會的實用人才，讓眾多
牧者所經歷的難處和取得的成功分享給各位學員，
給他們以提醒和借鑒，避免牧養中的夭折現象而
盡快進入事奉的角色。

去年與英國華僑佈道會（COCM）結成夥伴
關係後，在英國及歐洲的招生與教學進一步展開，
陸續有來自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學員透過線上
進行神學裝備。2021 年十月與 COCM 和華基聯
會共同差派劉桂英牧師去英國作為作為宣教士兼

2022 年 9 月 10 日開學禮譚牧師信息

發放獎“Peter & Grace 獎學金”

給英國學生發放“宋岳律師助學金”

代理院長：譚文鈞牧師/博士
常務副院長：鄭藝牧師/博士(義務) 
教務長：朴寅哲牧師/博士 
屬靈導師：陳美玉博士 
卡加里行政主任：陳秀玲女士 
愛民頓行政主任：楊曉霞女士

行政同工

任本院的外派同工。鄭藝牧師今年復活節去英國
COCM 與劉桂英牧師一同主講學生營，看到有 40
位青年學生回應呼召做全時間服事，深感英國和
歐洲地區的神學教育需要。由於本院同工親臨教
學與事奉前線，能夠為加神卡加里開拓出新的工
場，為歐洲華人教會培養所需要的事奉者。今年
秋季，新增加本科學位的神學課程，為不能達到
碩士入學資格的學生提供神學培訓，目前正在招
生中。

學生的靈修生活每禮拜六晚由不同的老師帶
領，普及神學課程由本地不同的牧者和學者教課。
明年由楊麗紅博士新開發一個《行走中塑造靈命》
的課程，透過在西班牙的 Camino trail 的行走操
練屬靈生命。 另因區應毓院長於今年六月底榮休，
加神卡加里董事會特別邀請譚文鈞牧師博士為署
理院長 ( 義務 )，願神繼續帶領加神卡加里的服侍
與發展。

本 院 國 際 學 生 招 生 的 資 質 (Alberta 
Designation Requirements) 已經開始申請，盼
望近期獲得批准。這將對加神卡加里的發展踏出
重要的一步。感謝神！感謝眾教會弟兄姊妹對本
校區的慷慨奉獻與支持！願本院為有志事奉者提
供一個潛心裝備、靜心靈修、熱心實踐的場所。

M.Div MTS 試讀生 畢業 自2021秋季新入學生

Edmonton 2 1 1

Calgary 3 4 3 1 4

St.Catharines, ON 1 1

英國 8 3 4 12

葡萄牙 7

南非 1

Total 11 10 16 1

Total 37 1 18

附錄：
目前學生：3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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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華牧師

加神溫哥華院長

 課程 畢業生人數

教牧學博士 (D.Min.) 5

道學碩士 (M.Div.) 16

神學研究碩士 (M.T.S.) 11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C.S.) 7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E.T.C.) 1

2022年簡報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林後 9:15)

5 月 28 日在本拿比宣道會同步舉行實體和
網上畢業差遣禮，共有 9 位畢業生 (5 M.Div., 2 
M.T.S. and 2 Dip.C.S)。2015 年 9 月創校至今，
默默耕耘，畢業生人數共 40 位，歡迎參閱線上第
五屆畢業特刋   https://bit.ly/3MMLZ59，共証
主恩。

今年學院有兩位同工離職，三位同工加入，
分別是李錦綸博士擔任教務長、陳瑞英姊妹接任
行政助理、吳銘匡弟兄接任財務助理。目前同工
團隊名單如下：

8 月 29-31 日 回 復 三 日
兩 夜 實 體 的 退 修 會， 地 點 在
Charis Camp，楊慶球牧師主
講：「信仰的重建」。師生同
工共 57 人享受退修安靜，重新
得力。感謝神，賜下美好的信
息，緊握召命，毋忘初心、接
受裝備、忠心事主。各同學珍
惜在疫情中失落的實體團契相
交生活，彼此分享、互相代禱，
更重要是與神獨處，「你們要
休息 (安靜) ，要知道我是神。」
詩 46:10 上

第五屆畢業差遣禮

同工報告

學生退修會

院長：梁海華牧師/博士 教務長：李錦綸牧師/博士
助理教務長：李日天博士 訓導主任：陳耀堂牧師
行政主任：陳伍凱玲師母  註冊主任：梁少軒弟兄
財務助理：吳銘匡弟兄 詩班指揮：吳忻牧師/博士 (義務)
行政助理 (圖書館兼普及神學證書課程)：陳瑞英姊妹
榮譽教授：許道良牧師/博士、楊慶球牧師/博士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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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20 年 7 月 20 日「加神溫哥華」成功申請成為 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ion (DLI) 
指定學院，可以接受海外學生的申請。學院至今已經取錄了 76 位國際學生，其中 13 位因為學簽被拒
或其他原因放棄學籍，32 位成功申請學簽。目前，還有 31 位正在申請學簽過程，懇請為他們禱告。
國際學生報讀的課程如下： 

感 謝 神， 學 院 重 申 教 育 質 素 審 核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designation (EQA) 的評估，已
經被批准，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在 6 月 27 日「加神溫哥華」師生一同參與半馬 /
五公里長跑籌款，籌款額達 $102,300.00。我衷心多
謝每一位在經濟低迷的疫情中，支持「加神溫哥華」
的牧者和弟兄姊妹。願主報答您們，「因為捐得樂意
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 林後 9:7)

我們熱列歡迎國際學生報讀不同的課程，這是神在「加神溫哥華」成就的一件新事，這也是創校
之後一個新的里程碑，實現了植根加國，放眼世界，裝備各地華人教會傳道人的異象：「按聖經真理，
提供適切神學裝備，培育時代工人，傳承牧養宣教，完成基督使命。」  異象實現，榮耀歸神！

目前「加神温哥華」的學生人數共 69 位，詳情如下：

國際學生 重申教育質素的評估 

課程 國際學生人數 成功申請學生簽証 取錄後放棄學籍 申請學簽過程中

教牧學博士 20 11 3 6

教牧學博士/教牧學碩士 2 2 0 0

道學碩士 8 5 1 2

神學研究碩士 37 10 8 19

教牧學碩士 9 4 1 4

總數 76 32 13 31

 課程 學生人數

教牧學博士 (D.Min.) 19

道學碩士 (M.Div.) 7

神學研究碩士 (M.T.S.) 22

教牧學碩士 (M.Min.) 6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C.S.) 15

一年一度跑步籌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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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剛好六周歲了，
學院的初創事工已經逐步穩定下來。去年，教育事工
博士有了第一位畢業生，現在共有八位學生在撰寫論
文的階段，我們期待他們的論文能夠為華人教會的基
督教教育事工提供幫助及改進。也許是受著兩年多的
疫情的影響，今年 (2022 屆 ) 只有 1 位新生，但明年
(2023 屆 ) 已經有兩位新生完成入學手續，還有多位
在查詢考慮之中，現在博士生總人數共 23 人，學員
們來自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柬埔寨、美國及
加拿大，都是具備多年牧養及教導經驗的同工。

基督教教育證書課程過去一年共開辦了 11 科，
共 237 人次修讀。當中，本院與新加坡福音證主協會
合作開辦基督教教育證書課程已經完成，正在洽談計
劃下一步的師資培訓。

研究及出版方面，去年出版了《門徒深度行 ( 一 )：
門徒三寶》，另外，我們教育事工博士畢業生黃愛淳
博士的論文《體驗式課程對兒童學習聖經的果效性研
究》，在整理後已經出版，書名是《看孩童畫信仰》，
由台灣中國主日學博會作總代理。我們計劃明年會出
版三至四本書籍。

2022年報告
鄒永恒牧師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

院長：鄒永恒牧師/博士

行政主任：宋夢雙女士

拓展主任：盧有恭先生

行政同工

20

由本院承辦的第五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
議已順利在 6 月 8-10 日舉行。這次的大會主題是「華
人基督教教育新形態」，共設五個分題：神學教育如
何面對新常態、教會培育事工新佈局、教會透過網絡
方式來塑造群體、家庭與兒童培育事工的挑戰、金齡
培育事工的挑戰，由 10 位同工發表相關的研究論文，
為華人教會在後疫情時代所面對的培育挑戰作出探
討。大會還安排了時間，由現屆博士生分享論文研究
方向，讓與會的學者可以提供參考意見。下一屆會議
將於 2024 年假座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舉行。

進入第七個年頭，除了繼續過去六年的基本事工
外，本院將開辦基督教教育碩士課程。過去二、三十
年已經極少華人神學院校開辦此課程。我們盼望此課
程的開辦，能填補這缺口，為全球華人教會提供基
礎性的基督教教育專業培訓，訓練從事基督教教育
事奉的工人。一直以來，本院行政獨立，但在經濟
缺欠上得到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的支持。在這
2022 年快將結束之際，執行委員會一致通過本院將
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經濟自立，但與其餘四間院校
仍是加拿大華人神學教育協會的會員學院 (Member 
School)。願主保守加神五所院校都堅守使命，為主
培訓明日工人。

21

60學分的
科目要求

3. 
基督教教育研究(必修)
Christian Education 

Studies (Required)

15 學分

4. 
基督教教育研究(選修)
Christian Education 

Studies (Electives)

12 學分 (選4科)

5. 
事工實習
Ministry Internship 

3 學分

1. 
聖經研究 

Biblical Studies 

21 學分

• 聖經詮釋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 舊約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 新約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 舊約書卷選讀(一)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 (1)

• 舊約書卷選讀(二) Old Testament Book Study (2)

• 新約書卷選讀(一) New Testament Book Study (1)

• 新約書卷選讀(二) New Testament Book Study (2)

• 長者培育事工 Senior Educational Ministry

•  成年信徒培育 Understanding Adult Learners

•  青少年信徒培育 Youth Educational Ministry

•  兒童培育事工 Children Ministry

•  家庭事工 Family Ministry

•  分齡培育與跨齡培育 Nurturing Ministry:

 Age-Specific & Intergenerational

•  基督教教育實習 Internship Studie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 系統神學(一) Systematic Theology I

• 系統神學(二) Systematic Theology II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 基督教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ducation

• 教導與學習的基本原理 Principl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 人性發展與信徒培育 Human Development & 

 Christian Nurturing

• 教導與建立成熟門徒 Education for Discipleship

• 靈修學與靈命塑造 Spirituality & Spiritual Formation

2.
神學研究
Theological Studies

9 學分

基督教教育碩士課程
Master of  Christian Education

教育事工碩士課程
Master of  Educational Ministry

目的

目的

特色

課程

特色

入學

課程

本課程以中文授課，共要求60學分，全時間兩年完成，

可以部分時間修讀。學生可選擇面授或線上修讀。

本課程以中文授課，共要求30學分，部分時間修讀。

學生可選擇面授或線上修讀。

學員必須已獲取基礎神學學位(本科或碩士)，

並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全職服侍。

30學分的科目要求完成「基督教教育碩士」課程中，

第3、4、5部分。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工中

擔任教導、領導和建立門徒的角色做好準備。

本課程旨在為現職教牧及基督教機構同工提供基督教教育
的專業訓練，以致更有效地在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工中擔

任教導、領導和建立門徒的角色做好準備。

Annual Report 2022 

第五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

2022 異象分享會

2023 基督教教育碩士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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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得
自己來

盧潔香牧師

加神國際使命學院院長

國際使命學院過去一年，我們在學習上最大的體
會是“由不得自己來”，其實這也是主耶穌被父神差
遣時一個生命的記號。（約 8:42）

一、生命的操練

李同學來自越南，當日她找到使命學院，如同一
條“失魂魚”，經過半年多時間，她說：我的生命在
國際使命學院被改變了！我學會安靜，聽話，不敢亂
跑了；學會感恩，不再埋怨；學會主權交托，絕對順服。
謝弟兄是所有學員中信主時間最短的，他最深的掙扎
與經歷是操練自己在神與人面前悔改，他在一次次被
攪擾激動中更深認識神與自己，也因此漸漸體會到平
靜安穩的重要。萬同學出生于一個傳道人家庭，他從
兒時父輩西北靈工團的宣教見證到今天跨文化學習，
使他的思維和理解力都受到了極大衝擊和影響。如同
萬同學一樣，所有學員們都經歷了思維方式的改變：
從狹窄到寬闊，從封閉到開放，當平面到多維度。

二、信仰根基的夯實

跟隨耶穌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與舊我決裂的過程，
也是宣教學習中的第一步，如果這一步沒有走好，必
然在宣教工場上跌跌撞撞。尊主為大與舍己，是一個
滿了掙扎與痛苦的經歷，學員們體會到：

院長：盧潔香牧師

教務長：杜枝生牧師/博士 

財務 ：莊英傑 

編輯：張小燕

這一學年的學習更加夯實了自己信仰的根基，堅
定了自己跟隨主的心志，翻轉、豐富了自己屬靈的生
命。

給我最大的幫助是，把自己過往信主十八年的很
多“ 以為 ”、全部有一個重新及很好的梳理 ，在“ 
因信而求知 ”的開啟下，重新正視自己的信仰 。郭
同學第一次有系統的學習神學，雖然身不由己，但也
同時經歷被聖靈管治與在真理裡的歸正中更新成長。

三、從不可能到可能

學院的教務長杜枝生博士遠道從加拿大到處在柬
埔寨的使命學院服事，是一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過
程。2019 年 5 月，恰逢杜博士到柬埔寨短宣，他是
我在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課程的老師，我趁機與他分
享使命學院的需要，他給了我們很多非常實際的寶貴
建議，我們請他考慮到學院服事，他認為這是不可能
的。本來以為這事也就過去了，沒想到過了三年，杜

行政同工

牧師師母願意到柬埔寨使命學院幫助我們，真是喜出
望外。杜博士與師母在 2022 年 9 月，風塵僕僕到柬
埔寨出任教務長，這在他們被稱為古稀之年的歲月
裡，再次順服神的差遣離開安舒窩，我們看到了一個
[ 由不得自己來 ] 的美好榜樣，而這不正是為人師表的
風範嗎？

四、學生中的學生

讓自己挑起使命學院的擔子，身不由己中是順從
神帶領，這使我成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使命承擔者：
麥振榮牧師，區應毓牧師等前輩們一力扶持幫助帶領；
高雲漢牧師，林安國牧師他們生前對我的循循教誨及
寄予厚望。正因為有了師徒傳承，才有了我今天在使
命學院的服侍。滿心感謝神賜給自己一個深度學習與
提升的機會，深知自己是學生中的學生，祂賜給我在
宣教服事與學習中的激情、敏銳、發現與專注。

“由不得自己來”，是來自神的賜福保護施恩與
憐憫，需要我們以柔和謙卑順服的生命接過前輩們的
棒，將他們美好的屬靈傳統承繼過來，在他們用真理
與生命所耕耘過的土壤上擴展出去，讓主所喜悅的心
意得到滿足。

加神國際使命學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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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安博士

領導學研究中心主任

As we emerged out of the dired misery of 
being locked down into the new normal, 
I continue to pray that we would “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 (Winston 
Churchhill) and carry what we have 
learnt about the faithfulness and love 
of our Lord into the future and reaffirm 
our conviction and commitment for his 
kingdom and his glory.

Over the last year, the Centre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initiatives:

The research initiative, “The Voices of 
Pastors 牧者心聲: An Exploration of the 
Well-being and Leadership Ministry 
of Pastors at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Canada,” completed its data collection 
as of March 31, 2021. 275 of 750+ pastors 
at the Chinese churches across Canada 
completed the survey. The report is now 

complete and in print, and should be 
available in early October.  

In addition, the “Obedient to the Call  不違
召命” qualitative study, the one undertaken 
in partnership with Ambassador for 
Christ of the U.S. to explore how North 
American-born Chinese missionaries 
come to understand their call and be 
obedient to engage in full-time missions, 
completed its data collection in 2021.  40 
full-time North American-born Chinese 
full-time missionaries (22 US-born and 18 
Canadian born)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In addition, 10 key opinion leaders (e.g., 
parents, pastors and leaders from North 
American mission organization who 
happen to be Chinese North American) 
were interviewed for their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into the missionaries' journey.  
The writing of the report is underway.

Finally, my new book, “How Am I 
Going to Grow Up? An Exploration 
of Congregational Transi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Canadian 
Evangelicals and Servant-Leadership” w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2021 by Langham 
Publishing of United Kingdom.  Feel free 
to get to acquire a copy at Langham: How 
Am I Going to Grow Up? Or get one from 
Amazon (Canada)

In closing, I am somewhat burdened to 
share with you that cancer has recurred in 

m right lung.  As I am waiting for treatment 
to be arranged. I covet your prayer to the 
Lord for healing,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go through this ordeal and experience 
his faithfulness and everlasting love. For I 
truly believe that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Ps 46:1).

In His service! 

領導學研究中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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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式如下： 

支票抬頭請寫「 ACCTE 」連同閣下的姓名、住址、電話及電郵。 

郵寄至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L3R 0N5

網上奉獻 ( PayPal 或 CanadaHelps ) : www.accte.ca 或 www.ccst.ca
e-Transfer : donate@accte.ca，如需要退稅收據，請在 memo 一欄填上地址。

感謝兄弟姐妹的支持，
加協能設立各種助學金和獎學金，

以資助有需要的學生
及鼓勵學術優秀的同學。

求神感動大家在禱告中紀念並以行動支持加協事工，傳承牧養宣教。 

Edward Tong 
Mission 

Scholarship

GCCI Cross-Cultural 
Mission Memorial 

Scholarship 

Rev. Dr. John 
Kao Theological 

Education 
Scholarship for 

Missions

ACCTE Matching 
Scholarship/

Bursary

助學金和獎學金

加中英才潛能教育中心
CCYC Potential Education Centre Inc.

Unit 1, 28 South Unionville Avenue, Markham, 

Ontario L3R1J5

Tel: 647-895-0166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

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已經

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

常與你們同在。(提前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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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ND MISSION 
Living Water Resorts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 fun and caring community 
for each of our valued guests and 
vacation members, as well as staff. By 
delivering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in a 
comfortable, joyful and caring 
environment, we ensure that our guests 
will create wonderful memories at our 
resorts of the moments that matter. 

© 2022 Living Water Resorts a family of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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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廣播自 1949 年以來，藉助廣播與各種
媒體，不間斷地向我們的骨肉之親傳講耶穌基

督的福音，無遠弗屆，直到地極！

VANCOUVER  

#3200 - 8888 Odlin Cres. 

Richmond, BC, V6X 3Z8 Canada

 (604) 717-8369  ext 148/142    

CALGARY
PO Box 27052 

AB, T3L 2Y1 Canada

(368) 999-9111      

TORONTO
13 - 28 Crown Steel Drive, 

Markham, ON, L3R 9Y1 Canada  

(905) 940-8028   

Toll Free: 1-800-565-FEBC       
info@febccanada.com              

febccanada.com

為我骨肉
之親...

良友隨身聽 
app.729ly.net

愛傳揚
FEBCanada 

加神多倫多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Canada M2M 3S4
Tel: 416-226-6620 ext. 2219   
ccstts@tyndale.ca   www.ccst.ca

加神卡加里

Unit #211, 240 Midpark Way SE., Calgary, 
AB Canada T2X 1N4
Tel: 587-968-8100   
info@ccstcalgary.ca   www.ccst.ca

加神國際使命學院

#99, Street 294, Sangkat Boeng Keng 
Kang Ti Mouy, Khan Boeng Keng Kang, 
Phnom Penh, Cambodia.
Tel: 855-12-848545
ccstmission@gmail.com   mission.ccst.ca

675 Sheppard Ave. E., Toronto, 
ON Canada M2K 1B6
Tel: 416-224-9810
info@iscedu.ca      iscedu.ca

8971 Beckwith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1V4
Tel: 778-251-5678
info@ccstvan.ca   www.ccstvan.ca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Canada L4R 9Z4
P.O. Box 76735, 1661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 Canada L3R 0N5
Tel: 416-880-3983    647-797-2648
admin@accte.ca     www.acct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