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學期我教路加福音和使徒
行傳的希臘文解經。每次教福
音書的時候，我都會沉浸在對
耶穌生平研究的喜樂當中。不
僅因為路加清楚地向我們見證

了耶穌是神，更重要的是，在
這卷福音書的教導中，向我們清

楚地顯明了，如果我們是耶穌的跟
隨者，我們應當怎樣行。今年，神藉著路加福音不斷地
提醒我，熱情款待是多麼得重要。在這卷福音書的描述
中，耶穌花了很多時間與人吃喝，特別是與那些名聲不
好的人在一起吃喝。當法利賽人和文士對此不滿發怨
言，說他和稅吏和罪人在一起吃喝的時候，耶穌對他們
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路
5：31）他們想要知道耶穌是誰，但是的確搞不懂為什
麼“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禱告“，耶穌的門徒卻又吃又喝
（路5：33）。當利未和撒該決定跟隨耶穌的時候，他
們感動地在家裡擺設筵席,款待耶穌,慶祝神賜給他們的
愛（路5：29；19：5-6）。在使徒行傳中，當人們充滿
信心地回應福音的時候，這些被神拯救的人歡喜地在一
起用飯（徒2：46）。早期教會面臨的第一個大問題就
是，這些從兩種不同宗教文化背景出來的人如何在一起
用餐呢？ （徒15）

   熱情款待是表達神救恩的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它讓
我們思考神是如何因著耶穌而接納我們的，使我們能在
主的宴席有份；同樣，神也希望我們能夠歡迎接待他人
來到神的家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認為熱情款待是一個
如此有能力的神學觀念，以致於它提醒我們,神的國就是
建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當中。路加告訴我們，我們
是與誰同席，我們要怎樣做才能清楚是對神的委身。而
且我們要天天如此行。

    路加非常清楚地讓我們看到，我們日常的行為會關係
到我們與神家人的團契相交。書中宴席的比喻就提醒我
們，有些人寧願去做其他的事情，也不願來參加神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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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所設的宴席。使徒行傳告訴我們，教會最早期的問
題是在每天的供給上對寡婦們不公。所以，無論做事的
結果如何，我們的行為要么榮耀神要么損傷神在我們中
間的作為。神熱情款待我們，同樣他也呼召我們在他的
國中這樣彼此相待。

   作為神學院的教務長，路加的教導對我非常重要。在
神學院，熱情款待是如此得重要。去年四月起，我們國
際學生的總數開始佔三分之二，學生群體越來越多元。
華聯會鄧廣華牧師在今年的畢業致辭中也提到這一點。
如何歡迎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群體的神學生，學會怎樣熱
情招待他們，對我們來講的確是一項挑戰。我們是否能
做得好，與我們日常的行為密切相關，雖然有時我們會
共同進餐，但是我們更多地要關注在神學院的行政中、
會議中，甚至是我們的決定中要怎樣歡迎接待他們。這
些事情做好了就會彰顯神的臨在。

   最后，求神賜給恩道智慧，使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讓
那些來到恩道的人，能感到賓至如歸。求神讓我們看
到，我們應該有行動地去付出，而不是僅僅自己參加享
受神的宴席。求神讓我們能夠平等的接待和關懷來到恩
道的所有人，以便神祝福我們在主餐的時候，能夠經歷
他的同席（路24：30）。願你們記住神對我們的歡迎接
納，並以同樣的熱情，款待你們遇見的所有人！阿們！

在恩道踐行熱情款待
恩道神學院教務長Jo-Ann Badley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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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快樂 !
Merry Christmas！

  新年蒙恩！
Blessed in the New Year!



我的召命
020届恩道毕业典礼致辞  

華聯會总干事邓广华牧师博士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 

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

神学院的校监，校長和同工们，親愛畢業生的親友们：

  非常榮幸你们邀请我為你们的畢業典禮致辞。尽管因
为COVID-19，我們無法在這人生特别的場合与你们在
Ambrose相聚，但是这丝毫不减少我因你们毕业而来的
兴奋、激动和我对你们的祝福。 親愛的畢業生們，你们
已经完成了学业。 恭喜你们！

  毫无疑问，疫情的大流行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
界似乎因此而停摆。我們非常关注經濟状况，担忧接下
來會發生什么。 然而，对上帝而言，沒有意外。 因为在
任何境况中，他始終掌控一切。 而今天我正要從這個角
度，来與你们分享我簡短的信息。

  在《領袖的養成》这本书中，甘陵敦（Robert Clinton）
从圣经的视角探讨了上帝是如何拣选和装备领袖。他的
领袖产生理论对我的确有两方面的启发：一个方面是，
装备领袖是终身的。上帝首先从内里塑造领袖，然后再
透过领袖作工。因此，事工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一次
短跑。 你们在Ambrose神學院的装备絕對是你们生命中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你们應該不断地前進，繼續
地追求，成長，並為着上帝的榮耀，被他完全地使用。 
另一个方面，重要的不是在这个過程中你们曾经做过什
么，而是你们是如何完成比賽的。重要的是你们要忠职
善终。 忠职善终不僅意味著你们的服事善始善终，而且
还要你忠心地完成上帝对你的呼召和他所託付給你的一
切。 你们的心中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最終目標。 上帝對你
的呼召是什麼？ 他在你们的内心赋予你们怎样的激情？ 
什麼樣的事工能真正地激发你们，使你们为此而活？

  以弗所書二章10節，保羅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 他在我們每一位身上都有一個完美的計
劃。可是，好的作品絕不會自然而然地或自動地形成。
只有當我們決定忠心地跟随上帝，并经历各种试炼的时
候，他们才会逐步展示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這次的
COVID-19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帝希望看到他的僕
人是選擇充满信心地跟隨他，在危機時刻更加依靠他，
還是只靠我們自己的血气，以自己的方式或野心去行。 

   如果我們看看宣道会的創始人宣信的一生。我们会 
看到，他一生經歷了許多危機。離開他在十三街長老
會的事奉，根本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他信而受洗的
信念，並真正擔任長老會牧師，他對神醫的信念和實
踐也是其中一些艱難的決定。 但是这其中的共性是，
在所有這些试炼中，他選擇依靠上帝并服從他的引
領。 因此，他與上帝的關係越來越深厚。 而上帝也透
过他，給當時的人們帶来属灵生命与使命的複興。 大
規模的宣教運動由此而展开，宣道会也因此而成為现
今世界范围的宗派。

   親愛的畢業生們，正如宣信那樣，你也是上帝手中
的工作。他在你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完美的計劃。
當你們充滿信心地追求這個計劃時，你們的生活將不
再一樣。或許，你會認為你現在畢業沒有趕上好時
機，因為經濟狀況的不確定性很多，特別是在阿爾伯
塔省，石油價格一直處於歷史最低。一些教會正在減
員。危機都預示著一個契機。COVID-19已經給我們的
事工帶來了挑戰，但也帶來了機會。我相信，即使疫
情流行結束了，事奉的方式也將與以往不同。因此，
親愛的畢業生們，我要鼓勵你們大膽，靈活與富有創
新地去事奉，但最重要的是，要完全致力於他為你設
定的特別呼召，因為呼召你的那一位是信實的 ，他始
終在任何境況下掌管一切。

    我知道你們中間有六位中文神學畢業生，我想用國
語為他們和你們每一位祈禱：

   親愛的天父，我們獻上感謝！你是差遣的神，你的 
救贖工作從未停止，就是今天我們感謝你，你呼召，
裝備這些工人從恩道神學院裡面畢業。主啊！為著他
們所擺上的，  我們獻上感謝！我們更願意恭敬地把
他們的生命放在你恩手當中。尽管這疫情當中，我們
仍深知道你是坐着為王的那一位，每一個危機也是一
個契機，你要幫助我們更深的認識你，投靠你，跟隨
你。主啊！我們就恭敬把這六位同學，也包括每一位
同學恭恭敬敬的交在你恩手當中，求主與他們同在，
祝福他們，使用他們，差遣他們。我們同心合意的禱
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們！



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2020屆道學碩士畢業生伍芳原同學        

現在加拿大中信事奉

  2012年，懷開闊視野，認識
神更多的願望，我開始兼職進
入恩道神學院學習，當時並不
十分清楚這一步決定對我將來
有什麼影響，今天回望過去，
原來神對我的生命早就有了計
劃。

 我發現自己如“井底之蛙”，對
聖經的認識是很膚淺的。在這
個學習的過程中，我更加深刻
地認識到這位守約，施慈愛的
神 不 再 是 書 本 上 不 可 觸 摸 的
神，他只是歷史上的神，也是
掌管歷史的神，他是我生命的永活主，是吸引我甘心樂
意一生追隨和被他使用的神。

  2014年在一次放學的途中我遇到了交通意外，令我生
理受創，遺留下來的駕駛恐懼症給我去上課帶來了很大
的困難，我以為我的神學生涯就此結束了。在此期間，
我曾經迷茫，也不明白我什麼神容讓這苦難發生在我身
上，但是神的話語醫治了我的心靈創傷，主內弟兄姐
妹，同學們的愛心和家人的鼓勵，讓我可以安靜在神面
前，在一邊安心康復的時候，也努力尋求他的旨意和日
後的生活方向。

 在2015 年的一次退修會中，神藉著約翰福音21章
15-19節，多次邀請我“牧養他的羊”，這呼召準確的清
晰明確，我沒有任何的藉口推諉。我知道我不配，我也
沒有能力，知識去累積神的託付，但是我願意象使徒彼
得那樣跟從主，所以就開始了全職的，有神的使命的學
習。2018年我完成了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認識到要
更好的地侍奉神，還需要在實用神學和實習上裝備自
已，所以畢業第二天就繼續進入道學碩士的學習，八年
的學習生活，經歷了神無數的恩典，對我生命帶來多方
面的的改變。

 首先在知識上，通過聖經，神學，實用神學等學科的
學習，使我對聖經，神，神學理論比以前有更深入，全
面的了解，幫助我從神的話語中找到改變自己，學習效
仿耶穌基督的源泉，動力，使我的信仰建基在有據可尋
的層面上，認識到神學的啟示並不是人天馬行空地推理
創造出來的，也是一門有研究對象和符合嚴格理性要求

的科學，有自己謹慎的研究方法。
靈修，輔導和宣教等等學科，大大
幫助我端正了謙卑侍奉神和人的態
度，也幫助了我認識自己的罪性和
不足，掌握一些與神，與人溝通的
方法，對投身擴展神的國度大有預
設益。

  佈道學課程的學習，使我真正認識
到人的得救全在乎聖靈的工作，祈
禱就是與神同工，是領人歸主最重
要的替代，感謝主耶穌為我樹立了
禱告的典範，鼓勵我通過佈道學的
課程，我明白要對付的是我自己，

要我先校正向人傳福音的目的，努力追求神的話語，旨
在幫助自己過成聖的生活，以生命影響生命，在懇切恆
久的禱告中與神同行。

 在教牧學中提醒我現在過多神學生滿腔熱血地投身社
會，但心中熱火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這冷水熄滅，以致
一蹶不振。所以在學習階段，只是要在知識上裝備，也
要充分預備將來要主要受苦的心，在遇到挫折時認定神
的呼召和自己對神的承諾，不讓人影響自己與神的連
結。我過去總覺地自己閱歷，目光短淺，特別不能承受
壓力因此一直以來我對未來的事奉沒有信心，前輩的心
路歷程給我無比的鼓勵，要成就那人眼裡不可能的事不
是靠勢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靈（參撒加利亞
書4：6），我需要做的就是降服在他腳下，進行為何的
教導。

 在属靈的進深。學院的老師來世界各地，他們都是在
所研究的一部分頂尖的學者，而且是侍奉經驗非常豐
富，有些老師已經是進入垂暮之年，而且負責幾個侍奉
職位，為了培養天國的工人，不怕路途遙遠和教學工作
繁重，來到我們當中言傳身教，傾囊傳授他們的畢生所
學，他們對神的敬畏，忠心實在是令人敬佩，也成為了
我下決心學習的楷模。在學習中看到許多的同學要克服
很大的困難才可以來到神學院學習，有的是經濟上，有
的是每次上課從愛民頓遠道而來的，有的舉家搬到這個
城市，他們都非常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在學校內外，
大家一起討論分享各自的經歷，參加靈修聚會，彼此

畢業感言:

 接下頁 



畢業感言:

幫助，鼓勵，代禱，共同成長。在我沒有自信開車的期
間，很多同學接送我往返學校，使我原來以為很大的挑
戰，也靠著神的恩典，差派的天使得以克服，讓我真實
地看到“耶和華，凡有血氣者的神，在他沒有難成之事”（
參耶利米書32：27）。正是同學們對神的順服和委身，
感染了我也很熱心地參加了神學院的活動，得嘗與主同
行的甘甜。

畢業季的感恩
2020屆道學碩士畢業生：徐岩松同學        

新生命播道會會實習傳道

 跳出了井底的青蛙，才知道世界之大，才知道學海無
涯，若要繼續劃向彼岸，自己勤奮刻苦當然是不可少，
更重要的是依靠神的能力和聖靈的領航，才能衝破畢業
前期，正當我不知道下一個十年我的每一步該如何走的
時候，加拿大中信為了提供了事奉的機會，這再次讓我
經歷到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所以我會在以後的日
子，繼續不斷裝備自己，追求靈命進深，每天自省，過
聖潔的生活，隨時主要所用。。

 一轉眼的功夫來到了收穫的季節。Ambrose大學對於
MDIV所要求的三十門功課，終於全部完成了！此時此
刻，心裡充滿了感恩，感激和喜樂。

 感恩的是，在過去艱苦的學習過程裡，神從上邊賜給
的能力，智慧，熱情和毅力。在前行的過程當中，多少
次猶豫，徬徨和軟弱，但神的愛不斷地給予我引領和力
量，使得我能夠堅持而不放棄，奔跑而未停歇！

  在這些老師們當中，特別要感謝的是帶我們走進恩道
神學院本殿堂的楊慶球院長。他在入學之時所給予的鼓
勵，為我們進入恩道這所信仰和聖經知識的殿堂，奠定
了重要的基礎，加添了足夠的勇氣。也要感謝幫助和指
導我們的林蘊和院長和各位老師們，他們辛勤的準備，
講解，作業的批改都為我們在相應課程裡邊的順利完成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特別是大多數老師精湛的講

解，吸引著我們對聖經真理的追求，開闊了我們看待信
仰，看待聖經的視野。楊慶球院長的講課邏輯嚴謹，知
識面寬闊，引人入勝。陳伍能牧師在釋經講道方面的教
導，對我們學習講道提供了重要的幫助。英文部雪老師
的希臘文講解詼諧幽默，她充分考慮到各種不同學生的
背景和需要，让大家在學習的過程中掌握了學習聖經解
經的最直接的方法和技能。也非常感謝我的教會各位弟
兄姐妹，特別是教會牧師的熱情鼓勵，支持和指導。

 畢業以後，我願在神的指引下，儘自己所能，深入，
廣泛地將在學校裡學到的知識以及宣教牧養的技能應用
在每一天的信仰生活當中。使自己在學校裡學所學到的
知識和靈命上的成長，能夠真實地運用在神所呼召的各
個領域，為神的國度，做出自己的努力，做一個榮神益
人，合神心意的管道和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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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學院中的華人神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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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主以來，我深深經歷到神
的大能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生命，
因此我熱心於傳福音和事奉，盡
力把福音的好處帶到生活和工作
中，讓更多人能夠同得這份救
恩。我在香港的工作比較彈性，
所以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去事奉
神。我很喜歡和享受我的工作和
每一個事奉崗位帶來的挑戰。但
是，偶爾我還是覺得不滿足。於
是，我毅然在2018年頭的時候
遞上我的辭職信，並在去年8月
份正式離開我工作和事奉上的崗
位，到美國尋找合適的神學院進
修。這是我人生做過最大且突破
性的決定，在沒有任何把握下，離開我穩定的生活走
向一個未知。而在美國的期間，我到訪了不同的神學
院。神透過我安靜整理自己生命的時候，再次讓我回
想起自己在讀書時期就開始有全時間事奉主的心志。
卻因著個人的膽怯、性格上的限制、家人的反對等等
遲遲還沒回應。感謝神的耐心和憐憫，畢業後透過我
的人生際遇、職場上的磨練、教會不同崗位事奉的嘗
試，慢慢地去塑造我成為更合乎祂用的僕人。感謝神
的憐憫，沒有遺忘我，在這些年裡，仍然不停地發出
呼召的同時還預備著我的生命，等待著我回應這一生

神的指引
2020級道碩新生：陳奕瞳同學  

道神學院中文部2020級新生見證分享 

的召命：我願意用餘下一生的
時間、全心全意地去建立跟從
基督的門徒、建立神國文化的
教會、用神國的價值觀去轉化
這世代。

  感謝神，在我重新確認了自己
的呼召後，接著就帶領我來到
恩道神學院接受道學碩士的裝
備。在這裡，無論是老師用心
的教導、還是在參考書的閱讀
和寫不同論文、功課，神藉著
這些的學習跟我說話，讓我從
中有更多對神、對自己、對別
人的發現、認識和反思。在陌

生和寒冷的卡加利裡，尤其初到這裡時又遇上新冠肺
炎的衝擊，各種的困難和挑戰下，反而堅定了我對神
信靠的心。我真實地經歷著神的看顧和恩典滿滿的祝
福。我很快地適應這裡的天氣、生活和神學的學習。
這些種種的都是我期望中的「讀神學」，神學院不只
是讓我有知識上的增長，乃是可以轉化成為我生命的
改變和增強對神的信靠，使得我全人得以塑造和開拓
我屬靈眼界。感謝神一路的帶領，將一切的榮耀頌讚
歸給我獨一的神。

奖学金讯息
恩道神學院对前来装备的神学生，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都有充足的
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大力资助。很多神学生们的学费至少能够得到50%的
资助，特别對於申請入讀道學碩士的神學生们，除了能够申请到一些基本奖学金外，
每人还可以得到最後30學分的課程學費全免的獎學金。这些奖学金來自宣道會、華聯會、其他宗派的
各教會、機構以及個人的多渠道捐助。此外，恩道神學院設有各項獎學金及 助學金。學生在申請入
學、入讀期間均可申請各類獎、助學金。神學院也與教會合作資助全職與兼職神學生，最高资助额达到
学费的50%。 迄今为止，恩道神学院共60多位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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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了解各項獎學金、助學金申請細則登录查询：
https://ambrose.edu/program/chinese-school-theology



 恩道神学院中文神学研究部与宣道会华联会共同
于今年10月开始了我们第一期的事工基礎證書課程
(Foundation for Ministry Certifi cate)。本课程旨在為
有志追求事工基礎知識及技能的未來同工和領袖而
設計。使有心事奉者能利用業餘時間，接受正規神
學教育，滿足教會實際事奉、事工需求，培育成為
良好的聖工人才，將來可以在教會中帶職事奉，成
為牧長的好同工，神國度的好管家；並預備自己，
等候主的差遣。

• 整 個 事 工 基 礎 課 程 由 六 個 不 同 範 疇 ： 基 礎 聖
 科、基礎神學科、靈命塑造與操練、教會事工
 導力、佈道及宣教、小組事工及門徒訓練。其
 基礎聖經科和基礎神學科為必修科。

• 完成五门课（含两科必修课）后，将颁发由恩
 大 學 正 式 簽 發 的 事 工 基 礎 課 程 的 證 書 。 學 生
 報讀及被取錄繼續在恩道神學院攻讀神學課程
 事工基礎課程內所完成的每個科目將獲得相等
 恩道神學課程內選修科的一個學分。惟最多只
 六個科目。

基礎事工課程推介

2020-2021 学年基础事工课程（粤语）安排：

开课日期 课程名称 講師 授课模式

2020年10月10日 我信我行 楊慶球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0年12月5日 群體更新、 轉化教會 (教會與未來) 趙善基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2月27日 屬靈帶領與權力的使用 蔣顯輝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4月3日 靈命的成長與塑造 郝繼勇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6月5日 從尼希米記看僕人領袖 陳耀鵬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9月18日 平信徒神学 楊慶球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11月13日 福音書導論 曾思瀚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0-2021 学年基础事工课程（国语）安排：

开课日期 课程名称 講師 授课模式

2021年1月16日 福音書導論 金京来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3月20、27日 新约神学概论 何崇谦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5月15日 基督徒心灵关顾技巧 王春安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9月11日 操练中传承-宣道会的属灵宝藏 张谦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2021年11月20日 散聚宣教学导论 刘得贵牧师博士 5小时视频；5小时Zoom 实时

学费：$150 （修学分） $100 （旁听）

• 課程結構：
  - 科目以粵語或普通話授課。 
  - 每科目所需授課時間為十小時，包括觀看五
  時預先錄制的課程材料及五小時即時網上授課 
  - 閱讀及書寫習作：三十小時（實用性的作業
  例如，真實地觀察教會一項事工的發 展和
  效；真實地運用輔導技巧關顧輔導一個會友
  帶領慕道友信主等） 
 - 習作評核：按照恩道大學的學分標準 為十時
  包括觀看五小時先錄制的課程材料及五小時
  時網上授課 
  - 閱讀及書寫習作：三十小時（實用性的作業：
  如，真實地觀察教會一項事工的發 展和果效；
  實地運用輔導技巧 顧輔導一個會友；帶領慕道
  信主等） 
  - 習作評核：按照恩道大學的學分標準



疫情下的恩道课堂與講座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恩道神學院課程的授
課模式，自三月中開始，恩道大學開始關閉，我們一些
2020冬季的課程及春季的所有課程都改为線上進行。 
雖然疫情無情，但是我們Zoom的課堂卻充滿着師生們
從未有過的熱情與激情、活力。 因為講師們可以在这
段时期，將一些在實體上課時，受教學設備限制不能使
用的一些視頻資源和一些聖經軟件，神學學習網站資源
都可以與同學們分享、演示，使同學們可以體驗到豐富
多彩的課堂內容。

 同样，因疫情我们原计划定于11月中下旬的，与卡城
华人教会城西堂、南卡城播道会共同举办的<灵命进深
>专题讲座也移到Zoom进行。在这次讲座当中，我们

看到来自加拿大各地、美国、欧洲还有中国的弟兄姐
妹们对信仰真理的追求，几乎每场讲座都把Zoom300
人的会议限额占满。Zoom課堂使過去因為距離和時
間的因素不能親自到課堂的弟兄姐妹们們也能參加恩
道的课堂學習和听讲座。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2020-2021學年共開設
15門課程。所有这些課程的報讀狀況均達致甚至超过
預期目標。除在校學生和新同學積極修讀學分外，還
有一些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和教牧同工們踴躍旁聽進修
學習。感谢主的恩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32
：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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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s://ambrose.edu/program/chinese-school-theology   奉獻抬頭：Ambrose University 並註明 TSC

 校友動態 

2014級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畢業生近況
張曉         愛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國語堂牧師
鄧正松     高贵林宣道會國語堂牧師
郭偉成     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事奉
鄭銘深     卡城東北播道會牧師
盧志堂     卡城聖公會牧愛堂義務牧師
黎嘉陽     愛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粵語堂牧師

2015級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畢業生近況 謝炳益牧師：
黃頌炫    原南卡城播道會粵語堂牧者；現於英國雪菲爾大學就讀聖經研究博士
麥勇榮     溫哥華播道會粵語堂牧師
李婉兒    卡城華人宣道會粵語堂事奉
李錦添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粵語堂助理牧師

2016級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畢業生近況
陳中正    台灣事奉
潘鈺瑾    宣道會城南堂國語堂傳道
郝洪琦    列治文使命宣道會國語堂牧師
林偉良   卡城中區宣道會主任牧師
孫靜文    卡城恩理教會事奉
馬明齡    自由傳道
劉畢巧    卡城馬可樓基督教會牧師
張文卓    愛城西草地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吳愛玲   卡城華人播道會國語堂傳道

2017級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畢業生近況
張麥倩    愛城事奉
高家欣    愛城福音堂事奉
麥慧雅    恩道神學院事奉
秦立剛    愛城事奉

恩道神學院中文部自從1982年成立至今，已有100多為神學生從這裡逐步走向各自的事
奉禾場。原本定於今年5月的校友聚會，也因疫情的緣故取消。使我們了解校友們目前
的事奉情況，現將我們自2014年至2020畢業校友們的動態更新如下：

2018級恩道神學院中文身心畢業生近況
郭路君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國語堂傳道
黃皓澄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粵語堂傳道
陳妙娟    恩道神學院中文部愛城教學中心行政管理
徐曉虹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粵語堂事奉
毛東昇    卡城銘恩堂中文堂傳道
梁諾文     南卡城播道會護牧
鄒洪波     卡城真光福音教會傳道
葉智梁     卡城華人浸信會傳道
葉吳家玲  卡城華人浸信會兒童事工傳道
劉    斌      加拿大恩福蒙特利爾分部事奉
朱錦輝      卡城神召會事奉
朱黃瑞堂  卡城神召會事奉
王志丹      南卡城播道會國語堂助理傳道
高峰          卡城瓦器國語教會牧者
黃偉俐      愛城宣道會城西堂國語堂傳道
紀玉榮      愛城福音堂事奉
湯長彪      中國事奉
俞忠          卡城恩理基督教會傳道
王大為      恩道攻讀基督教研究碩士

2019級恩道神學院中文身心畢業生近況
區永耀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粵語堂助理牧師
鄭頌智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南堂粵語堂傳道
陳國華    南卡城播道會粵語堂助理傳道
董曉玲    愛城星光國語教會傳道
賴顥霆    愛城宣道會城南堂粵語堂義務傳道

2020級恩道神學院中文身心畢業生近況
徐岩松    卡城新生命國語教會傳道
郭麗輝    恩道神學院中文部行政管理
伍芳原    卡城中信中心事奉
王震         溫哥華事奉
鄺嘉儀    南卡城播道會事奉
張琳        恩道攻讀基督教研究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