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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基督教事工中，有能力的合格領袖愈來愈少。神是否不再呼召男男女女進入事奉？
我們認為並非如此。在世上許多地方，北美神學院的財務模式導致許多未來的領袖無法
參與其中、學習獲益。

Carey提供獲認證的神學教育，從證書課程到博士學位皆備，並有學士班直升碩士班之
捷徑課程規劃。我們相信，Carey能夠預備您為神的呼召做好準備，無論這個呼召是什
麼、要往哪裡去！

Carey在1959年成立於英屬哥倫比亞省，以英國宣教士William Carey命名。六十多年
來，Carey透過UBC大學生住宿計畫以及神學院，培育無數基督徒領袖。Carey Hall首
先為UBC男大學生提供宿舍，並在其中看到神學教育的需要。Carey接著設立教牧研究
文憑，並於1980年設立浸信會研究學院。後來又在加拿大以及非洲、南美洲、亞洲等
地建立分校。1991年，神學院和學生宿舍分離為獨立機構，並更名為克里威廉神學院
（Carey Theological College）以及克里威廉中心 （ Carey Centre ）。

2019年起，本院結合教職員的熱忱、技能和專業，將神學院與大學生宿舍整合為一，
也就是現在的克里威廉神學院。作為一個以基督為中心、以聖經為依據、以使命為目標
之獲認證之學術機構，本院將持續為神的大家庭提供高水準之神學學位以及基督門徒培
訓。

啟動你的神學院旅程 超過六十年之全球門徒培訓經驗

克里威廉神學院的四大核心價值



作為Carey的教職員，我們堅守克里威廉的核心價值。我們的目標是使人人得以接受實
用的神學教育，並以傑出的領導方式為他人的生命帶來轉變。 

本院核心和特約教授皆曾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和神學院進修和執教。

本院團隊

COLIN GODWIN 博士 
(PhD, UNIVERSITY OF WALES) 
院長

WIL ROGAN 博士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約聖經研究助理教授

陳頌恩 (JOYCE CHAN) 博士
(PhD, BAYLOR UNIVERSITY) 
教會歷史教授

AMY CHASE 博士 
(PhD, DREW UNIVERSITY) 
舊約聖經研究助理教授

陳偉明 (JIMMY CHAN) 博士 
(PhD, ABD, UNIVERSITY OF TORONTO) 
神學助理教授

KEN RADANT 博士 
(PhD,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神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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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想改變世界，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能做什麼。當我
來到Carey，我做了個決定，並且堅持下去。而這一步不過就是
個開始。」
       

—PHIL WAMBUA，基督教事工證書科學生

｢Carey的道學碩士（MDiv）課程，給了我一個切合處境的神學
教育，讓我能夠在事奉中實踐所學、更新屬靈生命。現在我更懂

得如何依靠恩典，在使命人生中繼續前行。｣

—ANGEL TONG，道學碩士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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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信仰宣言

我們全然接受神透過新舊約經文的啟示，並認信當中闡述之信仰。我們在此宣認以下
教義，這些教義對理解並宣揚福音和實踐基督徒生活至關重要：

一、神——父、子、聖靈的主權和愛以及恩典，均彰顯於祂的創造、供給、啟示、救 
      贖、乃至最後的審判中。

二、聖經為神所默示，完全可信，為一切信仰與行為之最高權威。

三、人的價值來自神的創造。自墮落後，人人陷入罪中。罪使人遠離神、使人受到咒 
       詛。

四、主耶穌基督為全神和全人，乃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惟有透過耶穌在十架上的代贖，才能 
      脫離罪咎、刑罰和罪的權勢。

五、因著神的恩典，罪人藉著基督被釘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而得著稱義。

六、聖靈在信徒裡面進行之光照、更新、內住、引導成聖的工作。

七、對教會的認識乃基於新約聖經的闡述和歷史上浸信會群體之理解。

八、盼望主耶穌基督親自以肉眼可見的方式再來，並期待信徒復活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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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友
校友人數最多的三個國家：加拿大 | 中國 | 美國

我們問學生...

 • 30%的學生在申請前7到24個月便開始進行相關研究
 • 40%的學生擔心能否負擔學費

學生常問的問題

選擇學校時，對你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根據Keystone之2020年度招生統計數據

學生旅程

39%修畢學位所需課程
的費用為何？

18%是否提供獎學金
或補助？

23%我是否達到錄取資格？ 8%是否需要入學考
試或特定分數？

9%申請截止日為
何？

3%其他

白種人

1% 西班牙裔

華裔

4% 非裔美國人

男性
女性

28 - 34歲

50 - 60歲

40 - 49歲

35 - 39歲 60 - 70歲

道學
碩士

基督教 
事工碩士

證書

教牧事 
工碩士

3% 教牧學博士

文憑

靈命塑
造碩士

*根據2016至2020年畢業生統計數據

種族 性别

就讀課程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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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y的異象是為每個世代、每個文化和每個社群，裝備信實的基督徒領袖。為了達成
這項目標，本院調整各項費用，盡可能讓神學教育普及化。本院為加拿大和美國研究生
神學院中，學費最低廉的院校之一。 

*ATS報告中與Carey類似之院校

學費資訊

與其他神學院相較* (2020) 道學碩士學分要求 道學碩士所需費用

ACTS Seminary 89 學分 $46,280

Regent College 90 學分 $45,450

Ambrose Seminary 90 學分 $40,050

Provide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72 學分 $37,296

Tyndale Seminary 81 學分 $36,450

Taylor Seminary 81 學分 $32,076

Acadia Divinity College 90 學分 $29,790

Carey Theological College 72 學分 $24,840

Carey致力於為蒙神呼召前來服事教會的男男女女，盡可能提供可負擔之神學教育和事
奉訓練。我們知道就讀神學院需要付上極大代價，包括時間、精力、財力。我們很高興
能夠提供各種財務資助，以助降低攻讀神學所需之費用。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或聯絡學術專員，查詢如何申請、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財務資助 金額

院長獎學金 完成學位所需之全額學費

院長助學金 完成學位所需之全額學費

Carey 學生獎學金 $2000加幣, 1年

Carey 學生助學金 $1000加幣, 1年

加西浸聯會助學金 $1000加幣, 1年

專項課程助學金 $345加幣, 6學分 

財務資助

不同課程之收費標準

$450
博士課程

每學分
$345

文憑課程

每學分
$345

碩士課程

每學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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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Y的事工實況學習模式

Carey的課程設計提供學生最大彈性的學習安排。所有課程皆為線上授課，因此學生無
須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且能持續進行原本的事奉、參與家庭生活。

我們使用如Populi、Zoom等平台，以增進學生的學習體驗。

實況生活中的學習
線上學習模式讓學生能夠持續處在原本的事奉脈絡中，透過現實生活中的
事工難題和解決之道，培育實務技能。

堅實的神學對話
為了預備學生進入事工，本院鼓勵學生把現實生活中之個案帶入課堂中，
與同學和教師共同討論、研究解決方案。

群體生活體驗
無論您所選之課程為何，您都會加入由同儕和教師所組成的群體，一同進
行反思、學習做主門徒，並融合所學。

課程設計

本院一般課程架構

學習體驗
Carey隸屬於卑詩大學，這讓我們能夠在學習科技上追求創新，並讓學生使用各種學習
平台，以增進學習體驗。

ZOOM
Zoom是以語音或視訊方式進行之線上會議暨協作工具，讓使用者能夠與學
生即時會面，進行各類活動，例如授課、報告、諮詢等。

POPULI
本院的學生能夠透過Populi進行註冊、付款、參與小組討論、進行課
程。Populi能夠輕鬆處理視訊、小組討論、文件共享，並與許多Populi 
LTI（學習工具交互操作）進行整合。

EBSCO
為了幫助學生獲取課程和研究所須知資源，本院的EBSCO電子圖書館提供許
多資源，並且不斷增長。我們相信學生不應該因著無法負擔圖書、找不到某
書目，而錯過學習的機會。我們致力於將所有課程要求之資源透過線上平台
提供給學生，使學生無須負擔額外費用即可學習。

閱讀

線上討論

作業

線上教室

碩士課程
小時

小時
博士課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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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事工文憑**
DCM

聖經研究文憑**
DBS

靈命塑造文憑**
DSF

課程概述

基督教事工文憑（DCM）課程
幫助學生成長、發展事奉所需之
能力，並促進個人屬靈成長、增
進神學理解，培育有效進行事工
之技能。 

聖經研究文憑（DBS）課程為學
生定下聖經研究之堅實基礎，包
含釋經、詮釋學、原文，以及各
種實務應用。

靈命塑造文憑（DSF）課程以聖
經為中心，提供各種學習體驗，
包含授課與反思、實務操作和屬
靈夥伴、服事和禱告。本課程適
合任何不單滿足於有神的同在，
更想要學習活出有神同在的生命
的人。

入學要求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總學分數 24學分 24學分 24學分

所需時間* 2年 2年 2年

適合對象

渴望在自己的事奉處境中增進個
人成長和神學理解。

您渴望在聖經及其教導中，增進
個人成長和神學理解。

您渴望在不影響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的情況下，增進個人成長和靈
命塑造。

文憑課程

學位課程

文憑

*修課所需時間以非全時間修課計算（每學年總學分數少於12學分）。本院課程乃是為非全時間修課設計，讓
學生能夠保持在所處之事工中。

碩士課程

學位課程

碩士學位

 靈命塑造碩士
MASF

教牧學碩士
MPM

基督教事工碩士
MACM

道學碩士
MDiv

課程概述

靈命塑造碩士
（MASF）課程聚焦於
靈命成長和領導能力，
培育學生個人靈命，並
獲得能夠帶領他人進行
靈命塑造之技能和工
具。

教牧學碩士（MPM）
提供密集教牧訓練，包
含聖經、神學、事奉專
題等領域，讓事奉訓練
普及化。

基督教事工碩士
（MACM）課程為基督
徒領袖提供神學整合訓
練，為一以整合為重點
之神學訓練，將基督信
仰和使命融入您所處的
事工環境 。

預備事奉的最佳場所，
乃事奉者所屬之教
會。本院之道學碩士
（MDiv）課程乃循此
理念設計。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
至少達 B-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
至少達 B-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
至少達 B-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
至少達 B-

總學分數 48學分 48學分 48學分 72學分

所需時間* 4年 4年 4年 6年

適合對象

您現在在教會機構或非
信仰處境中工作，渴望
能夠在不影響目前工作
或生活的情況下，接受
更多神學教育。

渴望接受更多神學教育
之基督徒領袖，學習如
何帶領教會、進行教牧
事工。

渴望就自身所處之事奉
脈絡接受更多神學教育
之基督徒領袖。

您預備接受按立成為教
牧領袖，在教會或其他
處境中服事他人。

*修課所需時間以非全時間修課計算（每學年總學分數少於12學分）。本院課程乃是為非全時間修課設計，讓
學生能夠保持在所處之事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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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文憑 教牧學博士
DMin

課程概述

進階文憑課程為已完成
相關碩士學位之教牧領
袖提供特定領域之進
修（聖經講道、事工領
袖、靈命塑造）。

教牧學博士課程為有經
驗之教牧領袖而設，旨
在增進領導技能和神學
反思。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碩士學位（或同等
學力）

 • 平均成績至少達B+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
之道學碩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

 • 平均成績至少達B+

總學分數 18學分 30學分
*包含進階文憑

所需時間* 2年 3年
*包含進階文憑

適合對象

您已經取得碩士學位，
想要在不需進入博士課
程的情況下，繼續進修
事工的某個領域。

您已經取得道學碩士學
位，渴望對事奉的某個
領域繼續進修並撰寫論
文。繼續進修並撰寫
論文。 

博士課程

*修課所需時間以非全時間修課計算（每學年總學分數少於12學分）。
本院課程乃是為非全時間修課設計，讓學生能夠保持在所處之事工中。

教牧學博士 

教牧學博士（DMin）課程為一進階學位，專為已
有牧會經驗且已完成道學碩士之教牧領袖所設。
本課程建立於堅實的福音派基礎上，以聖經和神
學為本，幫助事奉者在自己的事工脈絡中，透過
專業學習群體，進行深入之神學反思。

學位課程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
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
學力）
 • 平均成績至少達B+

適合對象

您已經取得道學碩士學
位，渴望對事奉的某個領
域繼續進修並撰寫論文。 
繼續進修並撰寫論文。 

*包含進階文憑

進階文憑

博士論文學分數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3年

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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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文憑課程為已完成相關碩士學位之教牧領袖提
供特定領域之進修。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2年

進階文憑

教牧事工碩士

教牧事工碩士（MASF）提供密集教牧訓
練，包含聖經、神學、事奉專題等領域，讓
事奉訓練普及化。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B-

適合對象

渴望接受更多神學教育之基督徒領
袖 ，學習如何帶領教會、進行教
牧事工。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
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
學力）
 • 平均成績至少達B+

適合對象

您已經取得碩士學位，
想要在不需進入博士課
程的情況下，繼續進修
事工的某個領域。

頂石組合科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15

靈命塑造碩士

靈命塑造碩士（MASF）課程聚焦於靈命成長和
領導能力，培育學生個人靈命，並獲得能夠帶
領他人進行靈命塑造之技能和工具。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適合對象

您現在在教會機構或非信仰處境中
工作，渴望能夠在不影響目前工作
或生活的情況下，接受更多神學教
育。

必修科目
學分數

基礎課程

學分數

15學分數

頂石組合科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基礎課程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4年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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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碩士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4年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6年
基督教事工碩士（MACM）課程為基督徒領袖提供神學整合訓練，為一以整合為重點之
神學訓練，將基督信仰和使命融入您所處的事工環境。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適合對象

渴望就自身所處之事奉脈絡接受更
多神學教育之基督徒領袖。

預備事奉的最佳場所，乃事奉者所屬之教會。本院之道學碩士（MDiv）課程乃循此理念
設計。學生無須離開原本的處境便可攻讀神學，保持原本的生活和事奉，持續在其中成
長、學習。

道學碩士

入學要求

 • 獲認證之機構所頒發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適合對象

您預備接受按立成為教牧領袖，在
教會或其他處境中服事他人。

頂石組合科

基礎課程

選修科目

頂石組合科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基礎課程

學分數學分數

20 21



2322

聖經研究文憑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2年

聖經研究文憑（DBS）課程為學生定下聖經研
究之堅實基礎，包含釋經、詮釋學、原文，以
及各種實務應用。

適合對象

您渴望在聖經及其教導中，增
進個人成長和神學理解。

入學要求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入學要求

渴望在自己的事奉處境中增進個
人成長和神學理解。

基督教事工文憑

基督教事工文憑（DCM）課程幫助學生成長、
發展事奉所需之能力，並促進個人屬靈成長、
增進神學理解，培育有效進行事工之技能。

靈命塑造文憑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2年

靈命塑造文憑（DSF）課程以聖經為中心，提供各
種學習體驗，包含授課與反思、實務操作和屬靈
夥伴、服事和禱告。本課程適合任何不單滿足於有
神的同在，更想要學習活出有神同在的生命的人。

入學要求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適合對象

您渴望在不影響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的情況下，增進個人成長和靈
命塑造。

入學要求

 • 獲認可之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之平均成績至少達 
B-

必修科目

基礎課程

學分數
選修科目

必修科目

基礎課程

選修科目
學分數

必修科目

基礎課程

學分數
選修科目

帶職事奉修課所需時間：          2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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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課程
草原聖經學院與克理威廉神學院之合作關係，為有興趣之教牧事工領袖提供直升之學士
和碩士課程。今日之基督徒領袖需要具備切合時代所需之技能，以有效傳揚福音。事工
學士和道學碩士之整合課程以嚴謹之智識和神學訓練，幫助您對所信有更深刻清晰之認
識，使您能夠忠實地把所學應用到所處的事工中。

本課程之學生將獲益於： 
- 總計144學分（若分開修習，則需192學分）
- 修畢課程所需時間縮短（分別為5年和7年，以全時間 
   修課計算）
- 節省費用，因為所需學分較少、時間較短
- 對全本聖經正典中66卷書有深入認識
- 更深入廣闊之神學教育，但無須面對不同層級間可能 
   重複的課程

簡便的申請流程
本院簡便的申請流程讓您能夠快速申請進入Carey就讀。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先選修三門
課，而不需要馬上決定進入某項學位課程。

於本院修習三門獲認證之課程後，您能夠申請進入Carey的學位課程並繼續您的學業；
或者申請其他學校，詢問轉移學分相關事宜*。

預備好申請學位課程後，本院慷慨的贊助者也能夠提供您財務上的資助，以支持您的呼召，最高
可獲得全額獎學金或補助。 

*轉移學分之判定由轉入學校自行裁定。

學士/道碩直升課程

學士／道碩一般課程途徑

來自認證機構的學士學位
(120學分)

道學碩士課程
(72學分)

四年 三年

七年修畢

三年

CAREY之學士／道碩整合課程

前三年學士課程包含24個道碩先修學分
(96學分)

道碩課程剩餘部分
(24學分)

兩年

學士課程第四年計
入道碩課程
(24學分)

五年修畢

本院簡便的申請流程，將為您帶來以下助益：

快速
若您已經完成個人見證並持有非正式成績單，您能在五分鐘內完成 
申請。

明辨
認識本院教師群，知道他們在修課過程中，能夠如何幫助您發展成為 
更好的事奉領袖。

彈性
若您決定要在其他學校繼續您的學業，您可以把在Carey修習的學分 
轉移過去*。

24 25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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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生
想要「試水溫」看神學院是否適合自己，或者想要在克理威廉神學院修學分，但不想要
申請進入學位課程者，能夠以「選修生」的身分修課。

作為選修生，您最多可以修9個學分，每學期最多可以修兩門課。若您想要進行更多個
人進修，可以提出豁免申請。如果您是國際學生，您可以從自己的國家上網修課。

 • 「試水溫」，對神學教育有所認識
 • 活到老、學到老
 • 進入正式學位課程前，先修幾個學分
 • 體驗在Carey上課的感覺

透過這個課程，您將能

屬靈傳承
在2019年，Carey前四任校長及院長中最後一位仍在世的Phil Collins牧師辭世。這四
位屬靈先輩對Carey培育UBC大學生及訓練牧者的使命上扮演關鍵角色。Carey今日仍
延續這樣的屬靈傳承。

四位屬靈先輩領袖留下「向神求大事，為神做大事」的美好見證。我們感謝他們的忠心
與勞苦，並衷心向他們的生命致敬。

ERNEST RUNIONS (1975至1980年出任校長)
Ernest Runions牧師暨博士曾在愛民頓的Bonnie Doon Baptist 
Church及溫哥華的West Point Grey Baptist Church和First Baptist 
Church牧會，他同時是位執業精神科醫生。這背景讓他成為一位對輔
導、家庭事工及敬拜事奉充滿熱誠的老師。

ROY BELL (1981至1984年出任校長)
Roy Bell牧師暨博士是Charles Bentall牧養研究教授，並於完成校長職
務後獲Erb/Gullison家庭事工教席。滿有講道恩賜的他曾於愛民頓的
Strathcona Baptist Church、卡加利的First Baptist Church及溫哥華
的First Baptist Church牧會。

PHIL COLLINS (1981至1984年出任校長)
Philip Collins牧師暨博士協助落實Carey作為基督教學生宿舍及神學教
育機構的雙重使命。他同時擔任實地教學主任及協助肯亞的國際工作設
立事工證書課程。他是首位研究生實習計劃主任，致力為宗派的按牧考
核委員會裝備牧者。

BRIAN STELCK (1994至2013年出任院長)
Brian Stelck牧師暨博士是加拿大浸信會事工駐非洲的宣教士，一心服事
神的眾子民，並致力深化Carey對全球教會的服事。他在任院長期間領導
Carey成功獲取北美神學教育院校協會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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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和隸屬單位
克里威廉神學院乃一神學研究所，獲卑詩省政府授權頒發神學學位。本院持有優質教育
認證（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該認證由卑詩省政府頒予符合或超過優質教
育標準之院校。本院之學位課程亦獲北美神學教育院校協會認證委員會（ATS）以及亞
洲神學協會（ATA）認證。

申請入學

http://WWW.CAREY-EDU.CA/APPLY-NOW

欲洽詢申請入學、課程內容、截止日期等資訊，請聯繫註冊組。
您可來信至registrar@carey-edu.ca，

或致電604-225-5901。

www.carey-edu.ca
電話： 604-225-5901
免付費電話： 1-844-862-2739
電郵： registrar@carey-edu.ca

聯繫CAREY
認識Carey，探索本院是否適合您

申請入學所需基本資料

曾就讀之大專院校的成績單

2

1
線上申請

carey-edu.ca/tw/appl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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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0 Iona Drive, Vancouver, BC V6T 1J6 

www.carey-edu.ca
克理威廉神學院： registrar@carey-edu.ca

短期住宿： accommodations@carey-edu.ca
UBC學生宿舍： residence@carey-edu.ca
資助本院： givetocarey@carey-edu.ca

一般查詢： info@carey-edu.ca | 604.225.5920 | 1.844.862.2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