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紀的五零年代，在
台灣是兩岸戰爭，白色恐
怖，經濟蕭條的年代，我
出生在台北(1956。)。小
時候，爸爸的一份薪水本
來就不夠養活七個小孩，
他又是個守財奴，寧可把
錢存起來也不肯出錢買
菜，所以，我的母親常常
為了養小孩的錢跟他爭
吵，每一次吵架，爸爸就
大吼大叫，並摔東西。因
此，我從小就活在恐懼和
貧乏之中，加上姐姐妹妹
因為忌妒男性而排斥我(
在重男輕女的時代，我是
得到母親稍微多一點的照
顧，)所以，從有記憶開
始，我就過得很孤單，很
恐懼。可是，到學校去更
是悽慘，因為，我是全班唯一沒有錢參加課後補習
的人(當時連初中都要考試，)因此我被導師和同學看
不起，即使我過目不忘，考試都滿分，學期成績還
是最後一名(也會因此被爸爸毒打，)而男同學更是集
體的霸凌我，把欺侮我當成好玩的遊戲，所以，我
很不想上學(也不想回家，即使一個人在附近的森林
漫遊也好。) 按照心理學的統計，像我這樣的背景只
會發展成精神病患或是遊民之類的命運(後來，學了
心理輔導，才讓我認識到這個可能性，也意識到，
是神透過教會所帶給我的恩典改變了我的噩運 。

祖母在宋尚節佈道會中信了主， 所以，我們家從小
就跟著祖父母去教會，在孤單和恐懼之中，教會的
兒童主日學就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在那裏，老師
很親切，我也會聽到了聖經有趣的故事，讓我知道
有一個真神，有一個愛我們的耶穌(也知道周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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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在拜拜的媽祖，
只是偶像，不可以敬
拜它。)-所以我在牧會
時，不會小看兒童的事
工。後來，我媽媽也告
訴我，我本來是個早產
兒，差一點流產，是母
親在禱告中生下來的，
又加上母親當時沒有奶
水，我營養不良，差一
點夭折，是附近衛理公
會所附設的診所，洋人
醫生送奶粉及維他命將
我救活的。從小，我就
經歷到，神透過教會所
帶來的恩典 。

十歲那一年，大姊精神崩潰了，我們家也變得更
混亂，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再活下去。有一天，一
個人無助地翻著聖經，讀到了所羅門求智慧的故
事(王上3:9，)我就向神禱告，求神也賜給我智
慧，好面對孤苦無依的人生，說也奇怪，沒有多
久，學校就調整了班導師，新的老師非常的公
正，我突然變得名列前茅，甚至被學校當為資優
生培養。接下來，我的人生反而是在學業的成功
中，過得比其他同學都得意，也就是因為這個經
驗，以後只要我遇到困難，我都懂得要向神禱
告，求神引導我。

當我考上當時人人都羨慕的醫學院時，我也找到
了名正言順的機會離開這個沒有愛又混亂的家。
可是，一個人在外頭生活時，才發現要靠自己去

教會  神學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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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吼大叫，並摔東西。因
此，我從小就活在恐懼和
貧乏之中，加上姐姐妹妹
因為忌妒男性而排斥我(
在重男輕女的時代，我是
得到母親稍微多一點的照
顧，)所以，從有記憶開
始，我就過得很孤單，很
恐懼。可是，到學校去更
是悽慘，因為，我是全班唯一沒有錢參加課後補習
的人(當時連初中都要考試，)因此我被導師和同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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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實生活所有的需要(當時爸爸已經因著遺產而
變得非常富有，卻不肯給我足夠的支持，因為他說，
我需要被好好的被磨練-好討厭有人用這個理由遺棄
我，)還好，我當時參加了學校的校園團契，在那裏
經歷到從所未有過的關愛 (有人在意我的死活/分享打
工的機會/肢體的熱情……，) 也在查經禱告中，明白
了救恩的真實意義-使我在沒有愛的人生中找到了愛
的源頭，團契輔導更是鼓勵我們，要將年輕的歲月委
身給愛我們的神-那是人生最永恆的意義和選擇。大
學的六年，我重生了(變得家人都認不出來，) 那也是
我一生中過得最無憂無慮，最喜樂的日子，因為我學
會了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神就會顧念到我一切的
需要 。

可是，畢業時，在一個極為重要的事情上我的禱告卻
毫無作用:服兵役前的抽籤，怎麼禱告都抽到最不想
要的-陸軍/金馬獎，我感覺到神遺棄了我，為此，服
兵役的兩年，我跟神嘔氣，不禱告，不讀經，甚至跟
著軍中同僚學會藉酒消愁。退伍後才發現，神雖然
沒有按著我所認定的福分成就，卻仍然保守了我的平
安，兩年之中，我面對炮火和水鬼的危險，度過許多
生死交關的事件，卻都能夠平安的度過了(連拜媽祖
的兵都看得出我有靈界的仳護)-後來回顧反思，神雖
然容許我經歷到水火的考驗-磨練出許多應變和領導
力，但是，祂對我的愛仍然是不離不棄 。

退伍以後，我雖然回到了教會 (畢竟那是我經歷過神
恩典的地方,)但是，不大熱心，因為我更急著要為自
己成家立業，我很快的就結了婚，開了診所，也賺到
了錢。當時，我覺得自己還蠻行的。沒想到一年以
後，當地的黑社會卻找上門來勒索，他們用刀用槍拿
走了我一大筆的錢-這一次的損失，並沒有敲醒我，
反而讓我認定，我一定要擁有更多更多的錢，才能夠
保護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開始投資房地產，玩股
票，用各種的手段來賺錢。終於，我在台北擁有多套
房子出租，得到超過一般人很多的收入，也讓我在教
會的地位得到了提昇，被選為執事(當時被看為是傳
道人的老闆，我覺得自己不論是屬靈屬世，都比他人
成功。)正當我自鳴得意時，內心卻充滿著焦慮與空
虛，婚姻關係也開始惡化，我也再度拿起酒杯來麻
醉自己。沒多久，就爆發了猛爆性肝炎(肝穿刺，發
現我的肝已經全面的纖維化，快要衰竭了,)醫生要我

太太準備後事-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邊緣，我才後悔自
己離開了神，只顧追求這個世界，現在，只能兩手
空空的去見主面。那時，我在醫院做了一個測底認
罪悔改的禱告。是神超然的恩典，就在第二天，我
的情況突然的好轉，一周後，就康復出院了。經過
這次的管教，我學會了要看破這世上的一切，單單
為神而活。後來，教會裡有很多人也都感受到神對
我的呼召，我也在禱告中得到了許多的確據，便在
1986賣掉一切，去讀神學院，開始踏上了傳道的生
涯 。

我的傳道生涯非常的艱難，因為我不懂得要討好權
威 (心理學說是與父親關係的結果?)也不肯與別的
傳道人結黨拉幫(是姊妹幫排擠造成的傷害?)-根據
心理學的研究，你的服事會受到原生家庭的問題所
影響，我更是看不慣許多傳道同僚，把教會當成發
展自己名利地位的市場。因此，前二十年，我都被
所屬的教派下放，做開拓的事奉，孤單地從頭/零
去建造一個教會。在這個過程，我沒有看上哪個傳
道人，覺得他可以做我的榜樣，也沒有一個領導有
心要栽培我(都怕我搶了他們的飯碗或地位，只有打
壓排擠我的份，)除了師母和女兒，一開始也都沒有
同工，更不要提在經濟上的無助(只給一份低微的薪
水，所以，把過去所賺的錢都用進去了。)在孤單無
助中，我每天下午獨自跪在聖台前禱告，求問神，
到底我該怎麼辦，才能帶領人信主，並建立教會? (
到現在，我唯一要誇口的是，我一直把握了傳道人
被神呼召的目地-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弗4:12) 。

第一次下放開拓時，是在一個充滿三教九流，低下
水平的社區，周圍都是媽祖的信徒，神學院所學的(
尤其是哲學式的大道理，) 一點都用不上，我只能用
最土的方法去接觸左右的鄰舍(分享醫療知識，幫窮
學生做家教，在水災時幫忙挖淤泥…)，我也試著把
福音用最白話的方式和周圍的人分享，總算是把第
一間教會建了起來。沒想到，一有成果，其他的傳
道人都想要過來搶我的職位(現代傳道人都只想當所
羅門，不想當大衛,)他們和監督的關係比較好(是他們
唯一的努力，)或是在教會中有家族勢力，所以，我
又被派去其他沒有人要去的堂會開拓。幾年下來，
我覺悟到整個教派的背後，就只是一個腐敗的官僚

面對現實生活所有的需要(當時爸爸已經因著遺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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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都是在爭名逐利，沒有人想要傳神的道或建立
教會，根本就不值得我投入。同時，我又聽見許許
多多電視佈道家/神父/名講員的醜聞接二連三，(記
得當時在日記中寫下:要逃避當名講員像逃避地獄的
火，)我甚至懷疑，整個 “傳道人”的世界，根本就是
另一個腐敗的世界，不值得我擺上。四十歲時，我覺
得自己好疲累，好委屈，我需要換個環境/服事，甚
至考慮到，要不要回去開診所。

有一天在禱告中，神突然光照了我，讓我興起到歐美
先進的神學院做更深入的進修，讓我能更多了解傳
道服事和建立教會的真諦。1995開始來到加拿大進
修，在持續的神學研究中，我遇到很好很有學問的老
師，接觸到許多反思過的神學書籍，發現了很多聖經
中屬靈事奉和建造教會的真理-讓我接下來的服事得
到了很大的更新。但是，我進修的目的不是為了當學
者，而是為了搶救靈魂/建造教會 (是我沒有違反過的
異象)，所以，進修的同時(甚至是被派去當神學院院
長的幾年，)我都沒有停止過教會的事奉 (已經參與了
一個青少團契和四間教會的開拓，只有這十年在多倫
多，是在別人的基礎上建造，但是，一個人帶著超過
兩百多人的教會，人數增長，也完成了建堂。)

三十五年的侍奉，其實也是和邪惡勢力的爭戰，除了
壓力和孤單，更是充滿了血淚，委屈和辛酸，有好幾
次累到崩耗病倒 (都在禱告中得到神奇的康復。)兩年
多前(2018年底，)當我重看“The Lord of The Rings 
3”突然嚎啕大哭，因為感到自己好像Frodo送魔戒的
最後一段路程，孤單無助的在地上爬行，好累好累。
我跟神說，我不是耶穌，我再也沒辦法這麼做下去
了，我開始萌生了退休的念頭。但是，教會和區監督
都不肯接受，周圍的人也都反對我辦理退休，我只有
咬牙切齒地硬撐下去。沒多久，(2019， 1)我在清晨
剷雪時，突然心肌哽塞，加上呼吸道被吐出來的早餐
阻塞，人工呼吸也無法進行，最後，急救人員必須把
我的肋骨全都壓斷，直接做了心臟按摩，電擊了三
次，才有了心跳(已斷氣十多分鐘了，) 然後，靠著機
器插管給氧，送到醫院做緊急的心臟手術，才保住了
生命。昏迷四天後醒來，醫生估計我的腦已經受到嚴
重的損害，餘生注定都要腦殘，沒想到，在教會和

許多人為我禱告之下，兩周之內我就神奇的康復了
( 教會幾個科研的，因此決定受洗，)本來，醫生還
堅持要我做至少一年的腦神經復健，但是，一個月
後，復健師說我的IQ已經比他的高了。

在醫院的兩周，詩71:17-18幾乎每天都浮現在我腦
海: 神阿、自我年幼時、你就教訓我。直到如今、
我傳揚你奇妙的作為。神阿、我到年老髮白的時
候、求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我知道，神要我繼續留
在世上服事祂，但是，要我換個跑道——栽培新一
代的傳道人。

參與神學教育許多年了，我對現代神學院的狀況本
來也是非常的不滿——有高等學位的老師，幾乎都
沒有什麼牧會經驗，只會紙上談兵。因此培育出來
的是與現實脫節，只有理想的學生，他們看不慣，
也不想回到教會去服事 (所以，神學院根本就不是
在為教會栽培人才，卻想要靠教會支持奉獻，)與牧
會最相關的實踐神學，請的更是不懂神學，世俗的
專家 (醫師/心理師/音樂家等，)或是，那些沒有經
過神學反思的老牧師，來傳授個人的經驗 (不是全
然不好，但是小心，你的藥可能是他人的毒，)我一
直很不想參與這樣的神學教育(因為我會忍不住批評
別的老師 ，而得罪人，)那是為什麼2016年我拒絕
到加神恩道分院接任院長的原因之一。但是今年五
月，當恩道神學院本部的院長主動找上我時，神讓
我想起一首詩: 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照亮周圍。

我一直過著很孤苦的人生，但是，在參加教會和神
學研究的過程，我卻經歷到神無限的恩典-在人生
最後一段的旅程，我要繼續透過神學的教育和教會
的事奉，來傳揚基督，照亮周圍的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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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月10日
時間：晚6:00-9:30 卡爾加里時間 
加中：晚7:00-10:00 am;  
加西：晚5:00-8:30 pm;  
加东：晚8:00-11:30 pm 
亞洲：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半

參加中文神學體驗課， 
免恩道神學院入學申請費$70-100。

講師：王春安牧師博士

註冊報名請联络  
laura.guo@ambrose.edu 

或點擊報名鏈接; 
https://www.eventbrite.ca/ 
e/223573011897  

掃碼: 

 

課程簡介：
超高的離婚率、性開放、性別混亂、家庭暴
力…。。這個時代的婚姻家庭亂到了極點，害
的年輕人只敢在網路上作虛擬的交往，甚至不
婚不育。基督徒應該要怎麼去面對這淫亂的世
代的挑戰，在婚姻家庭上為主做光呢？這門 
課要結合聖經、神學與婚姻家族治療這 
門專業的發現，來幫助基督徒和教會更 
有效的活出榮神益人的生命。

恩道神學院2022冬季
免费中文神學體驗課 
课程名称：婚姻家族治療
 

王春安牧師博士
擁有多個神學學位：多
倫多大學教神學博士(
教牧領導)，三一神學
院PhD進修(解經講道)
，滑鐵盧信義神學院神
學碩士(婚姻家族治療)
，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
碩士等。王牧師原是台
北的開業牙醫，1986年蒙召作傳道後，
在台灣和加拿大開拓了三間堂會 (台北衛
理堂青少契，板橋榮恩堂，滑鐵盧活泉
宣道會) 擔任過台北衛理神學研究院的院
長。過去十年，王牧師在多倫多北約國
語宣道會牧會，完成建堂，並在牧會期
間參與多間神學院的教學。今年，王牧
師再次回應神的呼召，接受恩道神學院
中文神學研究所的主任的任命，繼續為
教會及福音機構栽培更多的教牧同工 。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
th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t ambrose seminary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
th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ese
at ambrose seminary 

https://www.eventbrite.ca/e/zoom-tickets-223573011897


Winter 2022二零二二冬季課程

CC 621-CL 婚姻家族治療–王春安博士
Jan 10 – Apr 4 (Every Monday 6:30-9:30 pm)
實體 （教室L2100）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
地 學員均可報讀

LE 503 – CL 領導學 - 王春安博士
Jan 11 – Apr 5  (Every Tuesday 3:00-5:30 pm)
實體及 （教室 A2131）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
各地 學員均可報讀)

PR 510 – CL 講道學 (一) - 何啟明博士
Jan 5-15 (Tue to Fri 6:30-9:30 pm,  
Sat 9:00 am-5: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BL 512-CL 舊約希伯來文解經 - 鄺成中博士
Jan 11- Apr 19 (Every Tuesday 6:30-9: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MI 502 – CL 跨文化效益 - 莊祖鯤博士
Feb 2-5; 9-12 (Wed – Fri 6:00-9:00 pm;  
Sat 9:00 am-4:00 pm)
網絡在線 （Zoom）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 
可報讀)

MI 503 – CL 宣教學 - 劉得貴博士
Feb 16-19; Mar 30-Apr 2 (Wed to Fri 6:30- 
9:30 pm,  Sat 9:00 am-5: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CH 501-CL 教會歷史 - 楊慶球博士
Feb 22-26 (Mon to Fri  9:00 am-4: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BT 645 –CL 聖經神學-保羅的政治  -  曾思翰博士
Mar 9-12; 23-26 (Wed to Fri 6:30-9:30 pm,  
Sat 9:00 am-5: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Spring 2022  二零二二春季課程

OT 612-CL 小先知書 - 謝慧兒博士
May 5-8; 12-14 (Mon-Fri 6:30-9:3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ED 611-CL華人教會小組事工 - 蔣顯輝博士
May 2, 3; 9,10; 30, 31; Jun 13, 14; 27, 28  
(Every Mon -Tues 6:30-9: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ED 506 – CL 華人教會門徒栽培 - 周炳蔭博士
May 18-21; Jun 8-11 (Wed to Fri 6:30-9:30 pm,
Sat 9:00 am-5:0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均可報讀)

MI 501-CL 個人佈道 - 何啟明博士
Jun 15-18, 22-25
Wed to Fri 6:30-9:30 pm,
實體及同步在線 (加拿大及世界各地學員
均可報讀)

恩道神學院中文神學研究部 
2021-2022學年秋季, 冬季, 春季課程綜覽 

查詢詳情或報名請致電： 

卡城 : 403-410-2000 內線8914； 
  587-971-7877 （手机）

愛城 : 卓師母 miukuencora@yahoo.com.hk

電郵  : Laura.Guo@ambrose.edu    
  AmbroseTSC@ambrose.edu 

網址  : www.ambrose.edu/program/ 
  chinese-school-theology

地址  : Ambrose University,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課程及講師簡介請掃碼進入TSC網頁查詢



恩道神学院中文部2022年FMC课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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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12/19 日            神學開端          何崇謙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2年3月5/12日               路加福音         金京來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2年9月10/17日        與神同行-聆聽神   魏建智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1年9月24日                  靈性關顧          魏建智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2年10月1/15日      傳福音與護教淺談  劉得貴牧師博士 5小时视频 ; 5小时Zoom 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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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9日                  認識聖經 朱裕文牧師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1年5月28;6月4日           神學開端 何崇谦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2年10月15日            與神同行-聆聽神 魏建智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1年11月5/12日             靈性關顧  魏建智博士            5小時視頻；5小時Zoom 實時

2021年12月3/17日      傳福音與護教淺談 刘得贵牧師博士      5小时视频 ; 5小时Zoom 實時

学费：$150 （修学分） $50 （旁听)

2022新學年的線上課堂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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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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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e University   
Memo: Theological Studie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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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們

 地址: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H0L5

電話：403 410 2000 ext 8914     電郵：tsc@ambrose.edu     
網址： https://ambrose.edu/program/chinese-school-the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