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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學期教授《羅馬書》。一直
以來，為著使徒保羅見證神的品格
非常感恩。保羅提醒我們，神不偏
待人，他對人類的審判和拯救都施
行同樣的標準。保羅還提醒我們，
即使我們失信、不誠實，神總是信
實可靠的；即使人類的言行不義，
神依然是義的。保羅更提醒我們，神在耶穌基督裡的作
為和他對以色列的旨意，和我們對自己召命的順服是一
致的。正如保羅所說，神的公義顯明在他對我們的作為
中，神的憐憫呼召我們過聖潔的生活，這就是我們靈裡
的敬拜。非常感恩能再次聽見和教導這些真理。每週都
能和學生們一起學習保羅對基督真理的見證。恩道神學
院（Ambrose Seminary）能為教會培育領袖真令我倍
感神恩。

我也為恩道能有機會參與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領袖培育而
感恩。特別是今年秋天，我很感恩能和宣道會華聯會總
幹事鄧廣華牧師和主席陳明中牧師一起事奉。恩道也因
此在華聯會為教會預備教牧工人的異像中有份。我為著
華聯會的同工們因林蘊和博士健康原因而大力支持神學
院進一步發展而特別感恩。正如你們所知，林博士於今
年八月被診斷得了癌症。她目前嚴格按期進行化療，很
有療效。她於11月初進行了手術。我也為她治療期間的
信心感恩。尤其感恩的是，我們神學院的學生Laura 姐
妹，能在她道碩學習的最後實習階段，願意擔負起中文
部的多數行政工作，使得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向前推行。

為了更有效地滿足華人教會的需求，橫跨加拿大西區、
東區、太平洋區的領袖們共同支持建立恩道神學院的華
人牧者的培育項目。他們是原恩道神學院中文院長楊慶
球博士、卡爾加里宣道會城西堂的蔣顯輝牧師、多倫多
士嘉堡華人宣道會的趙善基牧師和宣道會天平洋區副區
監督陳家柏牧師。這些牧者聯同華聯會主席陳明中牧師

和總幹事鄧廣華牧師，共同組成恩道神學院中文部的
諮詢委員會。非常感恩他們的大力支持。

今年秋季我們安排了六門課，每門課修學分和旁聽的
註冊情況都非常好。這些課多數都是一周或者周末的
密集型課程，其中有兩位學生註冊希伯來文的網絡課
程，這是我們一項新的嘗試。明年春季，我們將會有
五位同學畢業。

最近，我接見了一位準學生和她的家庭。他們考慮來
恩道裝備是為了進一步深化他們在台灣的事奉。我很
高興神不斷吸引新的華人學生來恩道裝備。而且，我
們今年秋季還有新的捐助人加入，來在經濟上支持我
們。

要感恩的實在太多了。無論是在《羅馬書》的課程還
是在中文部的工作上，我都在提醒自己今年秋季神對
我們的信實。我相信神會繼續信實祝福這裡的事工，
因為這正是我們事奉之神的品格所在。再次感謝你們
的大力支持，使得恩道能夠繼續在華人教會的事工上
事奉我們的神！

Jo-Ann Badley博士    
道神學院教務長

為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的進展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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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聯會支持恩道神學院 
中文神學研究部宣言 

恩道神學院的中文神學研究 (Th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t Ambrose Seminary) 已正式在恩道神學
院推行。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楊慶球博士，陳家柏牧
師，趙善基牧師，蔣顯輝牧師，陳明中牧師，鄧廣華
牧師和恩道神學院教務長Jo-Ann Badley 博士。華人
宣道堂會前面的發展，很在乎我們是否能栽培更多忠
主託付，承傳宣道會精神的工人。有見及此，華聯會
將全力支持恩道神學院，加拿大宣道總會下的神學
院，推動中文神學研究。盼望透過中西合壁，教育和
實踐並重，能為本地，以致海外華人堂會建立更多收
主莊稼的工人。

 
諮詢委員會成員

林蕴和博士身体状况更新

一周前，恩道神學院教務長Jo-Ann博
士去林蘊和博士家進行了探望。下面
是Jo-Ann博士對林博士目前健康狀況
的更新：“林蘊和博士手術回家後一
切都安好。她一直以來靠著神的恩典
與癌症抗爭的經歷，令我總是感嘆神
在她身上的奇妙作為。她目前的身材
比得病前還要瘦。但是她說自己的胃口很好，希望體重
增加。她將在本週腫瘤科進行術後檢查，然後醫生將決
定下一組治療方案。我們將繼續為她身體進一步被神醫
治禱告。”

支持我們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t Ambrose Seminary）是華聯會 
（CCACA）執委會給予全力支持的宣道會神學院
的中文神學部。旨在培育未來華人教牧同工。執
委會盼望眾堂會能在禱告和經濟上繼續支持恩道
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的發展。

我們真誠地邀請您的代禱，或奉獻支持恩道神學
院中文神學研究。如您有感動在經濟上支持我
們，請以支票抬頭致：

TSC at Ambrose Seminary
請郵寄支票至：TSC Ambrose 
University,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請寫明您的地址，以便發出退税收據。

楊慶球博士

蔣顯輝牧師

恩道神學院 教 務長 
Jo-Ann Badley  

博士

陳家柏牧師

趙善基牧師

陳明中牧師鄧廣華牧師



初讀神學有感 

我為什麼要讀神學？我想是
神自己把這個意念放在我心
裡的。如果要追溯故事的來
龍去脈實在是很長，就給我
個人而言，寶寶孕育和出生
其中所經歷的，是這件事情
的主要原因，當時很多弟兄
姐妹也一同見證了神的恩
典。但對於神來說，這僅僅
只是一個起頭，做事直到如
今的神有豐豐富富的恩典，
故事一直在繼續，我也只是嘗試著把神在我們這個小小
家庭中的奇妙作為如實記錄下來。

要讀神學的意念是在寶寶快要出生的最後兩三週才萌生
的。生完寶寶之後，我們只知道要讀神學，但第一：去
哪裡讀？第二：什麼時候開始讀？第三：怎麼讀？我們
全都不知道。這些問題我們只有在禱告中交給神。求他
自己指明方向顯明旨意，好叫我們知道不是自己一時心
血來潮要做這件事情。

2018年2月寶寶出生了，6個月後，丈夫在卡爾加里得到
一個工作機會，而這裡就正好有一間恩道神學院Am-
brose Seminary，而且裡面有中文部，這使我可以考慮
報讀。因著這個緣故，我們心中對於更換工作生活環境
的顧慮消除了不少，相信如果是神所指的路，他必定自
己看顧保護。神就這樣回答了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於是寶寶8個月大的時候，我們搬到了卡爾加里。到卡城
的第二週，全家一起去神學院諮詢報讀的事。那是11月
初的一個大雪天，接待我們的林蘊和院長還有陳伍能牧
師，以及送我們回家的毛弟兄都給我們留下了溫暖的記
憶。但讓我們心裡忐忑不安的是：能否從中國把我10多
年前就讀大學時候的成績單再調出來，並且順利轉寄到
恩道大學（Ambrose University），因為這是報讀的必
要條件之一。幾經往返，2019年3月神讓我藉著國內外弟
兄姐妹的幫助，拿到了學習簽證。考慮到寶寶和家庭的
具體需要，再結合選課等事項，今年9月份起我開始正式
上課。從開始毫無頭緒到入學上課，神用時間回答了我
們的第二個問題。

接下來是怎麼讀？寶寶1歲7個月，爸爸全職上班，媽媽
帶寶寶，出行都是公共交通。真的可以讀嗎？憑著我們
自己真是覺得讀不了。但我們的神，他既然把我們一步
步帶到現在，我們就藉著禱告繼續往前走。接下來所選
讀的三門課程，時間是靈活多樣的。逢夜間或週末上課
的時候，爸爸帶著寶寶，陪媽媽一起去上課，寶寶因此

成了全班最小的學生。遇上正常工作日上課，爸爸就動
用他的年假帶寶寶，盡量保證媽媽的上課時間。再遇上
爸爸出差，媽媽要上課，上帝竟早早就預備好一對主內
的夫婦幫助帶寶寶，陪媽媽一起去上課，媽媽也因此擁
用了一個超級強大陪讀團。神圓滿地回答了我們的第三
個問題。

感謝神！他的奇妙豐富是我們所測不透的。他的意念非
同我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藉著可以參
與這短短三門課程的學習，思考，練習和實踐。我彷彿
看到那位掌管一切的神。

初讀神學，梁裴生博士的《佈道學》給我了解到很多科
學與信仰的信息，大量的課堂練習加深了我對這些信息
的熟悉和運用，藉著課後作業的完成，更讓我體會到老
師在課程，設置上“攻守有方，進退有序”的嚴謹邏輯
和訓練門徒的良苦用心。其中有很多處用科學的視角來
看信仰，而這些資料恐怕都是文科背景的我，平時所不
會涉及的。

陳伍能博士的《靈修學》中介紹到的聖徒人物及所達至
的靈性境界，讓我感受到要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要有
一個好的靈性生命，其實是人一輩子的功課。從陳牧師
祥和略帶喜樂的語調中，你很難把他和一個需要照顧生
病的妻子，奔波往返醫院的丈夫聯繫在一起。我想這本
身就是一種活出來的生命。

莊祖鯤博士的《跨文化宣教》著實讓我受益匪淺。有宗
教和文化的歷史淵源，有信仰和文化的理論框架，也有
有效實踐的牧會經驗。讓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利弊優
劣有更深的認識，也對《聖經》怎麼樣和中國傳統文化
結合，信仰如何處境話，怎麼樣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傳
福音，以及在侍奉過程中、實際生活裡怎麼樣實踐信仰
等問題有耳目一新的認識。

除了我的丈夫和孩子，幫忙我們看顧孩子的主內夫婦，
還有這些授課的老師，同班的同學，還有在背後做助理
事務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留心問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
有一個故事，有代價，卻又甘心情願來在現在的位置
上，那理由總結起來說：就是神自己。 《聖經》羅馬書
8：28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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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們都只是他
手中的工作，按著他自己的心意做他定意所要我們做的
事情，雖然環境在人看來似乎總有難處，但神自己掌管
引領。感謝做工直到如今的父、子和聖靈。

宋蘊哲 
2019級恩道中文神學研究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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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新學年課程
開展概覽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2019-2020 新學年共開設12門課程。 
2019年秋季的六門課程的報讀狀況均達致預期目標。除在校學生
和新同學積極修讀學分外，還有大量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和教牧同
工們踴躍旁聽進修學習。 线上Zoom同步学习使不能来学校上课
的同学感受到极大的方便，使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和老师互动和参
与课堂讨论。 所有的學生都學有所得、受益匪淺。

2020 課程綜覽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2020年冬季
和春季將開設六門課程：

2020冬季課程
OT 645- CL 耶利米書 - 金京來博士
1月 6-10日; 週一至週五 9:00 am 
- 5:00 pm

LE 503-CL 領導學 - 鄧廣華博士 
2月 18-22日; 週二至週六9:00 am
- 4:00 pm

OT 502-CL 摩西五經 (基礎釋
經法) - 蔡鴻志博士
3月16-20日; 週一至週五 
9:00 am-5:00 pm

CC 501-CL 輔導學概論 - 王春安博士
3月 25-28日, 4月 1-4日, 週三至週五晚上 6:30-9:30 pm週六 9:00 am-5:00 pm
本科对爱城及其他地区学员提供线上 Zoom同步上课

2020春季課程
NT 502-CL 符類福音(基礎釋經法) -朱裕文博士
5月20-23日, 5月27-30日, 週三至週五晚上6:30-9:30 pm週六9:00 am -5:00 pm
本科对爱城及其他地区学员提供线上 Zoom同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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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讯息
恩道神學院有來自宣道會、華聯會、其他宗派的各教會、機構以及個人的多渠道捐
助。恩道神學院設有各項獎學金及助學金。加国學生和国际学生在申請入學、入
讀期間均可申請各類獎、助學金。對於申請入讀道學碩士的神學生特設最後30學
分的課程（最後10門課）學費全免的獎學金。神學院也與教會合作資助全職與兼職
神學生，目前已有50多位神學生獲得各項獎學金資助，順利完成了學業，進入禾
場事奉。各項獎學金、助學金申請細則登录查询：https://ambrose.edu/
program/chinese-school-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