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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道神學院是加拿大宣道會創辦的神學院。針對北美和世界各地華人教
會所面臨的多種不同文化、語言、兩代等現實，恩道神學院同時提供全
中文、全英文、多種語言的神學、道學及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和各種文
憑，以期在多元文化的情景中，致力於為世界各地的教會和海外宣教工
場栽培教牧同工。

恩道神學院設置的所有神學課程均有全球極具公信力的ATS （北美神學
教育院校協會）認證，確保畢業生的學位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承認。恩
道神學院受聯邦政府承認，擁有“指定學府”（Designated Learning 
Institute簡稱DLI）資格，接受國際留學生申請。加拿大本地華人學生
申請入讀本院還可申請各省政府及聯邦政府的學生貸款資助。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是與宣道會華聯會合作創建的。為裝備華人
教會的領袖，信徒，參照華人教會的實際需求，提供三種中文神學研究
課程：基督教研究文憑，基督教研究碩士，道學碩士。使就讀這些課程
之神學生獲得系統神學、聖經神學、實用神學等知識及教牧技巧裝備的
同時，在中文講道及屬靈操練方面進行更嚴格的要求，確保畢業神學生
們更加有效地在不同語言和文化的社區牧養教會服事主。目前學院的60
多位畢業生已成為牧者及傳道人，在北美及世界各地的教會或福音、宣
教機構中事奉 。

恩道神學院的圖書館藏資源豐富。目前各類中文神學、聖經研究類書籍
及學術期刊已達四千多冊，新的中文研究書籍和學術期刊持續更新完 
善。中文部的神學生不僅能使用數千冊母語學術資料，而且可以享用大
量的英文館藏資源，同時還可以免費在網上閱讀和下載無限量的電子
書籍和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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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申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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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的課程學費全免的獎學金。



提供的課程包括：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 (九十學分)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 (六十學分)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 (三十學分)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道學碩士課程為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提供並獲得美加神學院協會 
(ATS) 認可的學位課程；專為有心志在教會擔任領導的牧者，青少年
事工、婦女事工或跨文化事工事奉的未來教牧同工提供全面的裝備。課
程內容包括聖經語文的訓練，對聖經作深入的研究及反思。課程內的每
學科都揉合靈命塑造與事奉恩賜的發展; 着重裝備將在華語群體事奉的
神學生。申請入學人士需具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並獲所屬教會及僱
主/相熟專業人士推薦

課程內容 (九十學分) Program Requirements (90 credits)

聖經語文科 - 十二學分 (四科)  BL 511-CL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Biblical Languages   BL 512-CL 希伯來文解經 Introduction to Hebrew Exegesis
(12 credits) BL 521-CL 新約希臘文初階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BL 522-CL 希臘文解經 Introduction to Greek Exegesis

聖經科 - 十二學分 (四科)  NT502-CL 符類福音 Synoptic Gospels
Biblical Studies   OT502-CL 摩西五經 Pentateuch
(12 credits) 新約書卷 New Testament 選讀一科
 舊約書卷 Old Testament 選讀一科

神學科 - 十五學分 (五科)   TH 501-CL 神學I. 導論, 啟示, 上帝論, 創造
Theological Studies The Christian Confession   
(15 credits) 系統神學和歷史神學選修（一科）TH 611, 622, 640, 641, 650,
 663, 669, 674, 702 
 聖經神學/神學選修 (一科) Open Course in BT or TH elective
 建構神學 (一科) One constructive Theology elective
 神學選修 (一科) Open Course in TH elective

教會歷史 –六學分 (兩科） CH 501 -CL 基督教歷史 Histor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Church History  教會歷史選修 (一科) CH 601, CH 610, CH 611, CH 612, CH 613,
(6 credits) CH 614, CH 615-CL, CH 620, CH 645, CH 665, CH 745, 
 CH 750, TH 669

生命塑造及事奉栽培–十二 PT 501-CL 靈修學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學分（四科） MI502-CL 跨文化效益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Personal Formation and  ND 501- CL 個人成長報告導論（一學分）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 Growth Portfolio（1 credit） 
(12 credits) IND 740 –CL 個人成長報告（兩學分） 
 Personal Growth  Portfolio（2 credits） 
 PT 712-CL 實習 Ministry Internship 或 
 PT 720-CL 專訓 Ministry Coaching

教牧事工專業 – 三十三學分 LE 503-CL領導學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十一科) LE 505-CL教會及非盈利機構管理 Management for Churches
Pastoral Ministries  and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    
(33 credits) PR 510 –CL基礎講道 Introduction to Preaching & Communication
 PT 601-CL 祟拜學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Worship  
 PT 610-CL教牧學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Spiritual
 MI 503-CL 宣教學 Mission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ED 506-CL教會門徒培訓實踐 Discipleship Practices for Church
 选修 Electives (四科)：从輔導學、基督教教育、领导力、宣教学,
 教牧实践、讲道学、灵性关顾等科目中选修

總學分 : 九十                                                   Total Credits : 90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課程專為配合信徒在興趣、恩賜及事奉上的需
要, 並有志在聖經及神學研究作裝備而設。本碩士課程之靈活設計特色
能提供學員從舊約、新約聖經及神學基礎至進深程度之專門研習，或發
展他們與這些科系相關之恩賜、事奉及工作潛能。惟這並非專為全職事
奉人士而設之專業課程，故課程內不包含「實習」(internship) 環節。 

課程內容 (六十學分)                  Program Requirements (60 credits)

聖經科 - 18學分 (六科) NT502-CL 符類福音 Synoptic Gospels  
Biblical Studies OT502-CL 摩西五經 Pentateuch 
(18 credits) 及 
 在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BT) 
 舊約 Old Testament (OT) 
 新約 New Testament (NT) 等學科類別中選讀四科

神學科 - 15學分 (五科)  CH501-CL 基督教歷史 History of Global Christianit
Theological Studies TH 501-CL 神學I. 導論, 啟示, 上帝論, 創造
(15 credits) The Christian Confession 
 及在基督教歷史(CH), 神學(TH)等學科類別中選讀三科

實用神學科 - 3學分 (一科) ED 501-CL 教導與學習原理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al Theology Studies
(3 credits)

個 人 塑 造 - 6學分 (二科)  PT 501-CL 靈 修 學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sonal Formation Studies IND 501- CL個人成長報告導論（一學分） 
(3 credits) Introduction to Personal Growth Portfolio  （1 credit） 
 IND 740 –CL個人成長報告（兩學分） 
 Personal Growth  Portfolio （2 credits）     

選修科 - 18學分 (六科)  任何同等級別之學科選讀六科 
Open Electives
(18 credits) 

總學分 : 六十                                Total Credits : 60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DipCS)     

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 (DipCS) 通過在聖經科及神學科的專門學習，加強
在平信徒事工上的基礎裝備訓練。完成文憑課程後，若有志繼續攻讀碩
士課程，文憑課程內已修讀的必修科目及一些選修科目可轉用於碩士課
程內。

課程內容      (三十學分)          Program Requirements (30 credits)

聖經及神學科-九學分 (三科)   在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BT)           
Biblical & Theological 基督教歷史 Christian History (CH) 
Studies (9 credits) 新約 New Testament (NT) 
 舊約 Old Testament (OT) 
 神學 Theology (TH ) 等學科類別中選讀三科 

領導/教育科-三學分 (一科) ED501-CL 教導與學習原理 Teaching and Learning 或
Leadership/Education LE503-CL 領導學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mation 
Studies (3 credits) 選讀任何一科 

個人塑造科-六學分 (兩科)  PT501-CL 靈 修 學 Person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及
Personal Formation  MI502-CL跨文化效益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tudies (6 credits) 

選修科-十二學分 (四科) 任何同等級別之學科選讀四科 
Open Electives (12 credits)

總學分: 三十                                            Total Credits : 30



基礎事工證書Foundation for Ministry Certifi cate (FMC）

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 (DipCS) 通過在聖經科及神學科的基礎事工證書課
程(F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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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五門線上課程（Zoom）（含兩科必修課）後，将颁发由
Ambrose University正式簽發的事工基礎課程的證書。學生若報讀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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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獲得相等於恩道神學課程內選修科的一個學分*。

課程內容 （五學分）          課程要求 Program Requirements (5 Credits)

基礎神學科— 一學分  基督教信仰的神學基礎、          
(一科）必修 聖經神學基礎 （選讀一科）

基礎聖經科— 一學分 舊約概論、新約概論、書卷研讀（選讀一科
( 一科）必修 

其他課程—三學分 以下四個範疇的課程中（選讀三科） 靈命塑造與操練
(三科）選修  教會事工領導力
 佈道及宣教
 小組事工及門徒訓練 

总学分：五-六                                            Total Credits：5

*惟最多只限六個科目。
*每科目所需授課時間為十小時，包括觀看五小時預先錄制的課程
材料及五小時即時網上授課；閱讀實用性的作業：三十小時（例
如，真實地觀察反省教會一項事工的發展和果效等）。 
*習作評核：按照恩道大學的學分標準



楊慶球牧師博士（Rev. Dr. Jason Yeung）為倫敦大學哲學博
士，研究現代神學及哲學思想。 曾先後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及中國
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 2000年起，曾為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宗
教系博士生指導博士論文，後任人民大學、四川大學及蘭州大學
客座講師。在港期間，擔任母會禮賢會大埔堂主任牧師。曾任恩
道神学院中文神学院长、卡城华人宣道會西南堂、南卡城播道会
顧問牧師。現任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客座教授，諮詢委員

會會員。著作包括《會遇系統神學》、《實在論神學》、《俗世尋真》、《神
學的哲學基礎》、《二十世紀神學選讀》、《馬丁路德神學研究》等。         

何崇谦牧師博士(Rev. Dr. Sam Ho)为美国三一神学院哲學博
士、Andersonville  神学院神學博 士、哥伦比亚福音神学院神學
研究博士、神学研究院哲學博士。 何博士現任美國聖言講道研經
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 主要教授講道學、系統神學、 崇拜學、福
音與中國文化、佈道學、基督教美學等. 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
院 神學科副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澳洲維省宣道會宣
信堂創堂宣教士及堂主任、西雅圖華人宣道會主任牧師等。著作
包括 《名畫與聖誕》、《心弦蜜語：傳道書的幽默與真善美的追

尋》、《信仰和實踐》、《心筆在絃：靈修小品》、《超然的啟視：從藝術到
靈性》、《回眸聖言：十步文萃》、《行草字帖: 詩篇十九、二十三篇》、《耳
目可傳之道：宣講與藝術》等。

 李錦綸博士(Dr. Edwin Lee) 获渥太華大學神學系哲學博士、英
屬哥倫比亞大學應用教學碩士、維真學院道學碩士和神學碩士。
任國際教父學會（IAPS）會員，他一直致力奧古斯丁及系統神學
研究，中國宣教與中國教會神學建設。曾任中國福音會總幹事。
在加拿大、亚洲等神学院教授系统神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
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包括《永活上帝生命主》、《奥古斯丁论善
恶与命定》、《道成肉身救贖源》、《世紀中國文化莖》等。

王艾明牧师博士(Rev. Dr. Aiming Wang) 南京师范学院文学士、
南京大学文学硕士、瑞士巴塞爾大學神学博士、納沙泰爾大學榮
譽博士。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助理教授、南京协合神學院教授副
院长。由德國EKD / EMW支持曾在耶魯大學神學院進行神学研
究。香港中文大學中智神學院榮譽院士、香港伯特利聖經神學院
客座教授。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特邀講師。授課領域包
括：系統神學，歷史神學，基督教倫理學等。著作有：《中國教

會》，《馬丁路德新教倫理研究》，《加爾文思想研究》，《加爾文神學與中
國教會》等。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                 教授講師團隊

神學及教會歷史科Theological Studies & Christian History



聖經及聖經語文科Biblical Studies & Biblical Language 

曾思翰博士(Dr. Sam Tsang) 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博士，主修聖
經研究。曾任美國海外神學院副院長、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副
教授。他潛心寫作，并到世界各地講學事奉，足跡遍及北美、南
非、意大利、澳洲、東南亞等地。著作繁多，不但不時發表學術
論文，還出版了多達五十本的聖經研究著作，包括：《脫胎換骨
得自由──從加拉太書探討基督徒作為神兒子的身份》、《歷久
常新的生命故事──約翰福音人物研究》，《士師記的刻劃研究

──領袖、女性與家庭的故事》，《新約鑑別學手冊》等。現任恩道神學院中
文神學研究部客座教授。

謝慧兒博士(Dr. Mary Tse) 多倫多大學理學士、美國威斯敏斯特
神學院聖經研究碩士、舊約神學碩士、舊約詮釋學哲學博士。曾
任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教授、聖經研究部主任教授。主要教授
釋經學、舊約概論，及先知書、智慧文學等課程。著作包括: 《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我手寫我心》、《傳道書：試看人
生》、《從聖經看由失到得》等。

馮耀榮牧師博士（Rev. Dr. Fung Yiu-wing）香港建道神學院神
學士、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神學碩士、英國錫菲大學哲學博士。現
任建道神學院聖經系副教授、 副教務長、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
研究範圍為舊約敘事文體的釋經原理，博士論文為創世記約瑟
故事的人物解讀，對舊約故事的文學性抱濃厚興趣，現正研究及
寫作有關掃羅及大衛的生平。1986 年開始任職建道，主要教授
摩西五經及舊約歷史書卷，偶爾也教授耶穌比喻的文學性及其與

摩西律法的關係。曾任母會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顧問牧師，亦為明道社董事成
員，心志為推動教會弟兄姊妹更愛慕神的話語。

鄺成中博士 (Dr. Ivan Kwong) 加拿大聖瑪利大學理學士、香港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英國索立大學哲學博士(主修新約)，曾任
香港聖經協會聖經翻譯、香港宣道會藍田堂顧問、建道神學院聖
經研究系副教授、《建道學刊》主編等。現任紐約華人宣道會基
督教教育主任、建道神學院客座教授、建道神學院美東神學課程
主任、紐約大學院牧。著作包括《路加福音的詞序》以及多篇與
福音書有關的研究專文，所教科目主要是新約研究科目, 以及新

約希腊文, 舊約希伯來文。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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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京來博士(Dr. Kim Ezra ) 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經文鑑別學博
士，现任紐約信心聖經神學院副院長，兼教務主任。曾任耶路撒冷
洛克菲勒博物館《死海古卷》研究員，韓國全州大學神學宣教研究
所所長。作為韓裔的金京來博士，能非常嫻熟地用中文授課。他對
舊約書卷的研究立足於希伯來文聖經的文本，探討聖經的原文真
意。金博士解經見解獨到，授課詼諧風趣、深入淺出、引入入勝。

謝挺博士（Dr. Chloe Sun）金門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達拉斯
神學院神學碩士，福樂神學院哲學博士學位（主修舊約）。 現任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舊約副教授。主要研究範圍從舊約認識神、創世
紀、詩歌智慧書、亞美釋經、文化釋經。所教科目主要是創世紀、
智慧文學、希伯來文、詩篇、先知書、舊約神學。著作包括《頌於
神（上）：默想詩篇1至72篇》、《雅歌——情牽永約》、《出於
神：出埃及記靈修日引》、《創世記（下）：從揀選到保守》、《

創世記（上）：從創造到揀選》等。

 靈命塑造及教牧事工科Pastoral Formation & Ministries 

何啟明牧師博士(Rev. Dr. Ho Kai-ming) 建道神學院神學士、美
國福樂神學院宣教學文學碩士、神學文學碩士、宣教學博士。在香
港及美國牧會多年，創立羅省宣道會活石堂及任該教會主任牧師十
七年之久。前建道神學院實用神學部、教牧系、實習部主任及教牧
系副教授；教授科目及研究範圍包括教牧品格及靈命成長、教牧領
導、講道學、佈道學及與差傳有關科目等。著作包括：《當代個人
佈道：理論與實踐》、《屬靈歡欣之旅--從約翰書信看信徒靈命

成長》、《問題多多哥林多--哥林多前書(1-6章)》、《問題多多哥林多--哥林
多前書(7-16章) 》、《霧霾時代的曙光--以斯帖記釋經敘事講道》等。              

陳耀鵬牧師博士(Rev. Dr. David Chan)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士、
美國三一學院心理學學士、基督教教育碩士；美國德保羅大學工商
管理碩士；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講道學）。前建道神
學院副院長、教牧系副教授。曾任芝加哥華人浸信會青年主任、溫
城華人宣道會副牧師、溫哥華门诺弟兄会頌恩堂主任牧師、现任溫
哥華頌恩堂顧問/栽培牧師。在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華僑佈道聖經
學校、克里威廉神學院等教授科目及研究範圍包括講道學、教會行
政、教會領導及教會衝突等。著作包括:《寒梅綻放──從帖撒羅尼

迦前後書看信徒如何迎接主再來》、《眾志成城──從尼希米記看委身與事奉》、 
《非常道、非常講──從九種講道進路探討馬可福音的信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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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裕文牧師博士(Rev. Dr. Eddie Chu) 美國歌敦—康威神學院教牧學博
士。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碩士，加拿大維真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副院長、教牧神學副教授。在香港等地的宣道會及
加拿大溫哥華门诺弟兄会頌恩堂和其他宗派的教會任主任牧師、現任香
港建道神學院客座教授、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特邀講師及卡城華
人宣道會粵語堂顧問牧師。教授科目包括新約神學、希伯來書、啟示
録；教牧神學範圍：講道法一及二，教牧關顧與輔導、教會衝突處理，

作時代的牧人等。 著作包括《古今崇拜縱橫談》、<福音與崇拜-從十九世紀福音運動
反思崇拜真義>、Worship as a Transforming AgentA D等。

魏健智博士 (Dr. Tim Ngai)（PhD, RMFT, RP, RCC, CSD，現任靈盈學
院（Makarios Institute for Spiritual Formation）總幹事及生命頌基督
教會顧問牧者。魏博士是一位資深的心理和家庭治療師、屬靈導師和牧
者。魏博士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首任輔導系主任，加拿大西三一大學
ACTS神學院婚姻及家庭治療副教授，威廉克理神學院家庭事工及靈命
塑造副教授，中文靈命塑造課程主任。魏博士有三十年多的輔導經驗，
並於十多年前專注操練基督教靈命塑造與屬靈導引，專注研究及發展

以聖經和基督教信仰為本的關顧、輔導及牧養模式，多年來一直提供輔導和屬靈導引
服務，現委身於推動信徒靈修親近主，並專注發展基督教靈命塑造課程 和培育屬靈導
師。

鄧廣華牧師博士(Rev. Dr. Aaron Tang) 他先後在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和美
國福樂神學院獲道學碩士及教牧學博士學位。在北美牧會超過二十年。
曾任渥太華主恩宣道會主任牧師，加拿大恩福協會總幹事。現任加拿大
華人宣道會聯會執行總幹事。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執委主席、宣
道會歷史和思想課程、領導學課程講師。

 
趙善基牧師博士(Rev. Dr. Matthew Chiu) 蒙特利爾康考迪亞大學工程學
學士、天道神學院道學碩士、西三一學院教牧學博士。現任士嘉堡華人
宣道會主任牧師、加拿大宣道會董事會成員、多倫多恩雨董事會成員。
天道神學院、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講師。主要教授領域：教會群
體更新轉化、教會增長、小組領袖栽培建立等。 

蔣顯輝牧師博士 (Rev. Dr. Henry Tseung) 安省神學研究院畢業，繼後在
安省多倫多市和Waterloo市華人宣道會牧會。2002年取得美國福樂神學
研究院教牧學博士學位。2006年蒙主引領，一家前往台灣，以加拿大宣
道會宣教士身份在台灣宣道會神學院任教，培養當地未來的教牧同工；
並兼任實習主任，帶領神學生參與台東原住民的福音夏令營和信徒領袖
訓練，也是美-加宣道會西差會的工場行政委員會的成員。由2010年7月
起，蔣牧師在卡加里市華人宣道會城西堂擔任主任牧師，並繼續在堂會

推動本地和海外宣教事工。亦曾任Ambrose神學研究院(中文部)的義務實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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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得貴牧師博士(Rev. Dr. Jacky Lau)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工程學士，
加拿大薩省大學理學碩士，加拿大泰勒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威廉克
里國際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加拿大宣道總會環球跨文化事工主任，並
擔任多家福音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及顧問。曾任愛城宣道會城南堂助理
牧師，杜拜華人基督教教會主任牧師。任教於加拿大恩道神學院，環
球聖經學院及菲律賓聖經神學院。著作包括：《散聚華人天國工人》
及宣教期刊專文。

王春安牧師博士(Rev. Dr. Chun-An Wang) 牧會超過三十年。他先後
在多倫多大學神學院獲得神學博士、滑鐵盧信義宗神學院獲得教牧輔
導方向的神學碩士、牙醫博士等多個博士、碩士學位及高級心理輔導
師執照。在加拿大台灣多家神學院教授神學、教牧學、輔導學及講道
學等課程。曾任台北衛理神學研究院的院長、衛理輔導中心主任、宇
宙光輔導中心特約輔導等職。現任多倫多北約國語宣道會主任牧師，
恩道神學院輔導學、教牧學等課程的講師。學術著作包括《小心教牧

陷阱》及<從心理學教導看發揮所長——教牧如何將性格特徵與事奉配合>、<教會中
受傷的真相> 等論文。

周炳蔭牧師博士(Rev. Dr. Hubert Chau) 英國泰恩河畔紐卡斯爾大學
工程學士、香港大學工程研究生文憑、恩道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蓋特威神學院（前身為金門浸信會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曾任愛城宣
道會城南堂宣教部牧者、粵語堂主領牧師。現任加拿大宣道總會宣教
士，在啟創地區服侍和在當地GX聖經學院客座教授。主要教授領域:
全人門徒訓練、健康教會模式與牧養、生命成長小組實踐等。

莊祖鯤牧師博士(Rev. Dr. Tsukung Chuang) 台大化工系毕业，曾任
职台湾国家研究院；美国西北大学化工博士学位；芝加哥三一神学
院文化学 (Intercultural Studies)哲学博士；现任波士顿真理堂牧师， 
同时任教于中国、美国、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华人神学院；主要著作：
《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之路》、《宣教历史》、《宣
教神学》、《宣教与文化》、《说禅论道》、《迥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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