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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神學教育到職場事奉
劉志信牧師
基督神學院院長

去年8月，我和師母應邀到
馬來西亞濱城參加第三屆全球
華人神學教育會議。250多位
與會者中，有20多位在國內神
學院事奉。會中討論到華人神
學院的一個趨勢，不論是在國
內，東南亞，或北美，許多學
生進神學院時，並沒有計劃將
來要全職牧養教會。他們在職
場工作，也是教會的領袖，希
望讀完神學後能有更寬闊與有
力的事奉。基督神學院的異象
與課程的設計，不論在北美的
本院或亞洲的分院，都是為了
幫助更多在職場工作的教會領
袖，讓他們可以一邊工作，一
邊接受裝備。
另一方面，21世紀是一個企
業的時代。許多基督徒歷史學
家都認為，國家和政府機構的
影嚮力將日趨式微，轉而由企
業團體來取代。因此職場也將
成為21世紀最大的禾場。
傳統對「職場即禾場」的
觀念是「職場宣教」，就是在
職場傳福音，領人歸主。但在
21世紀，基督教群體更應關注
的是「職場事奉」( Workplace
Ministry ) 。「職場事奉」比「
職場宣教」更加寬廣，信徒可
以在工作崗位上事奉神。除了

「職場宣教」和在職場作鹽作
光，「職場事奉」更涵蓋其他
三個層面：（1）職場工作是
神的呼召； （2）職場教會；
與（3）職場專職事奉。一個
在職場事奉的基督徒，最基本
的是要認清工作是神的呼召，
進一步則是在職場成立職場教
會或按聖經原則來經營或管理
企業。而在21世紀，最直接的
職場事奉是投身在職場專職事
奉，成為職場的傳道人或做牧
養的工作。
耶穌傳道的模式很注重職場
事奉。福音書裡有很多類似的
記載，「耶穌從那裏往前走、
看見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
關上、就對他說、你跟從我
來．他就起來、跟從了耶穌。
」（馬太福音9:9）耶穌較少
花時間在會堂、聖殿、宗教領
袖聚集的地方。相反的，耶穌
把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職場或商
場上，和教外人士交往，「耶
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有好些
稅吏和罪人來、與耶穌和他的
門徒一同坐席。」（馬太福音
9:10）
許多帶職在教會事奉的基督
徒，當生命成長到相當的程度
後，常常思考是否應該獻身，
放下工作成為全職的傳道人，
我自己就是一個例子 ， 工作20
年後在教會牧養。一般人認為
做教會的傳道人比在職場工作
或經商更有價值。為了避免這
種偏見，職場事奉的第一步，
就是要認清職場和商場的工作
也是神的呼召。史蒂文斯 ( Paul
Stevens ) 認為新約並無「聖職人
員」與「平信徒」之分。假如
神呼召我們在職場事奉，而我

們也確定是神的呼召，職場就
成為我們最高的呼召。
職場教會是一群人在職場
一起敬拜神，並傳揚福音與神
的美德（彼前2:9）。職場教
會不限於在教堂或主日來敬拜
神，而是在工作的場所來榮耀
神。我認識一個華人基督徒企
業家，他在舊金山灣區的矽谷
創立了一個高科技公司。我有
機會去拜訪他，一進他的辦公
室，就看到牆上掛了一個十字
架。午餐後，他帶我到公司的
會議室，很多員工聚集在那
裏，跟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用詩
歌和禱告來敬拜神。另有一位
弟兄按聖經的原則來治理他的
公司。此外有很多公司中午有
查經班，這也是職場教會的一
種模式。
職場教會需要被牧養或
有專職的傳道人事奉。根據
Economist雜誌報導，公司裏的
牧養事工，在北美正如雨後春
筍般蓬勃發展。目前約有四千
多位牧者在全美各公司服事。
例如經營肉類加工的大企業「
泰遜食品公司 」（Tyson Food）
，「必勝客」( Pizza Hut ) 與「
塔可鍾」( Taco Bell ) 所屬的結
盟公司， 都聘請了許多牧者。
中國許多企業也開始有企業牧
者制度，例如瀋陽以酒店為主
的「華夏人集團」。 中國富士
康企業發生「13跳」事件，更
彰顯出現代企業實在需要有專
職人員在職場事奉，使員工得
到從耶穌來的平安。
基督神學院絕大部分碩士
班的學生都在職場工作。我們
裝備出來的神學生，不但可以
在教會事奉，也可以在職場事
奉。我們更迫切的禱告，期待
他們進入職場專職事奉與牧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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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盡其職的事奉

孫通牧師
孫通
牧師
基督神學院教務主任

妹。以前的社會生活單調，變化不
大，一位受過基本訓練的牧者，足
以應付一般教會的需要。但是今天
社會變化很大，生活可以說是多采
多姿，可是信徒所面對的試探與引
誘也同樣比以前增加很多。今日教
會中面對的家庭問題、婚姻問題、
子女教育問題、比以前增加很多。
期待由牧者來解決這一切問題，基
本上是不可能的。雖然很多弟兄姊
妹也願意參與，只是苦於不知從何
入手。平信徒接受訓練的呼聲油然
而起。

宣教之地
在大衛的時代，利未人有很
多，聖殿裏的工作就一定要分工，
歷代志上23:3-5告訴我們 「 利未人
從三十歲以外的都被數點、他們男
丁的數目、共有三萬八千。其中有
二萬四千人、管理耶和華殿的事。
有六千人作官長和士師。有四千人
作守門的，又有四千人用大衛所作
的樂器頌讚耶和華。」從這裏的
工作分配可以看出，在神面前的服
事是人人參與的，也是各司其事的
事奉。從另一段經文（歷代志上
25:7-8）也可以看出 「 他們和他們
的弟兄學習頌讚耶和華。善於歌唱
的、共有二百八十八人。這些人無
論大小、為師的、為徒的、都一同
掣籤分了班次。」人的才能各有
不同，所受的訓練也不一樣。這樣
在服事的崗位上，就更應該各盡其
才。
今日許多的教會，還是處於比
較傳統的模式，就是牧師包辦一
切。當然也有不少弟兄姊妹參與教
會服事，但是各教會經常陷入同工
不夠的抱怨中。怎樣鼓勵更多弟兄
姊妹參與服事，裝備他們成為合
用的器皿，就成為目前迫切的需
要。神學院作為培訓教會工人的
學校，責無旁貸的負起了這個使
命。

今日教會的需要
北美教會
現代社會的變化非常巨大，
對家庭的影響更是全方面的。教
會若是不能跟上這種變化，就不
能滿足弟兄姊妹的需要。傳統
上，教會只需要一位受過神學訓
練的牧師，他的職責主要就是講
道、帶領查經、探訪關心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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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北美華人教會掀起了宣教
的熱情，積極參與在自己出生之
地，與世界宣教的行列。近一、二
十年很多弟兄姊妹出錢出力，甚至
親自參與在宣教事工中。最近我利
用暑假，在國內的教會有一個月的
神學培訓。其間，參與了4間神學院
的教導，並且參加了其中兩間的畢
業典禮。有機會觀察了解宣教之地
的需要，同時思考北美華人教會如
何參與，得出如下幾點拙見：
1. 因為經濟的發展，教會已
經開始支持自己教會全時間的傳道
人，更有不少教會開始建堂，或是
租用場地聚會。
北美華人教會的宣教基金，可
以考慮支持神學院圖書館的建設、
支持眾多學有專精的神學教授們的
差旅費，讓他們能夠一年多次赴宣
教之地授課培訓、或是支持那邊優
秀的學生到北美攻讀更高的學位或
接受更多的裝備。這樣的支持，產
生的果效會更加久遠。
2. 因為神學培訓的機會增多、
神學書籍的增加，家庭教會傳道人
已經不能滿足於概論式、平信徒式

的培訓。他們希望能夠得到高水準
的老師（具有博士學位）來開闊他
們的眼界。
北美教會的傳道人不能僅僅滿
足於MDiv的學位，更高一級的訓練
如D.Min的課程，就成為必須的裝
備。
3. 因為經濟的巨變，西方思想
道德價值觀的衝擊，家庭教會面對
很多家庭婚姻的問題。
平信徒組織的短宣隊面對的是
平信徒的培訓。若是教導聖經，需
要很長時間的神學裝備和訓練。但
若是教導家庭婚姻輔導，可以用比
較短的時間，經過學習和必要的操
練，就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培訓
者。
4. 因為一個孩子的國家政策，
大陸家庭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但
是教會不知道如何面對獨生子女的
教育問題。
北美華人教會有眾多的英語人
才，可以用教英語的方式吸引那裏
的青少年。這裏的弟兄姊妹有很多
機會參加子女教育講座，只要好好
學習整理，就可以在宣教之地分享
你的經驗。

神學院的搭配
傳統神學院只是關注傳道人的
培養，但是今天北美的神學院已經
開始注意平信徒的培訓。基督神學
院既注重栽培傳道人，譬如已經有
畢業生成為教會的主任牧師，也同
時注重栽培平信徒。很多同學不只
在本教會參與服事，還在宣教事工
中發揮他們的作用。聖經神學與實
踐神學並重，成為基督神學院重要
的特色之一。
教會的需要是實在的。平信徒
的培訓迫在眉睫。從每一次開課的
熱烈反應就可看出，教會不只需要
聖經的教導，也需要實踐神學的教
導。基督神學院與教會如何更好地
搭配，就成為我們迫切關注的問
題。如果搭配得好，北美教會
就會有更多的同工出來服事，
宣教之地也會有更多宣教的同
工參與在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大
使命中。

結論
教會中的服事是一個人人
參與的服事，也是一個各司其
職的服事。每個人的才能不
同，所受的訓練不同，但是合
在一起就是一個美好的事奉。
正如保羅所說“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立基督的身
體＂（以弗所書4:12）。

一顆顆千挑萬選的麥粒
經過三年艱苦卓絕的努力，
《亞洲神學院碩士班》三十門課
終於全部結束了。
回想在最後一門課介紹蘇牧
師時，劉牧師引用了《約翰福
音》2章10節的話：“人都是先
擺上好酒，等客喝足了，才擺上
次的；你倒把好酒留到如今！＂
時光荏苒，好酒也喝完了，
人間沒有不散的宴席。但在基督
裡的裝備，為主爭戰，生命尚存
就一定不會止息。

提摩太
亜洲基督神學院

專一討神喜悅。

一顆顆挑選的麥粒，
撒落在豐腴的地裡，
汗水澆灌深耕犁啊，
三年風雨勤勉勵！
收穫在即，無限歡喜，
天路歷程繼加力！

四 十 多 位 同
學，來自近十個
不同教會的帶領
者 ， 3乘 365天 , 常
常在一起磨合。不
管風聲鶴唳，不管
酷暑嚴寒，不管教
會需要家庭重擔；
帶著傷痕、帶著眼
淚、帶著收穫、帶
著期待，他們走過
來了！
學基督，行基
督。生命愈豐盛，
行為愈端正，做人愈成熟，活的
愈謙恭！“流淚撒種的，必歡呼
收割！那帶種流淚出去的，必要
歡歡樂樂地帶禾捆回來！＂.（
詩126:5-6）
《亞洲基督神學院》碩士
班，在異象中建立，在禱告中發
展，在標杆導向中前進，為城市
教會牧者與領袖的屬靈培訓總結
了豐富經驗。一間華人神學院，
肩負了如此重大的聖工，從地球
的一端到另一端，文化不一樣，
其難度可想而知。但危難多，仰
望多；挫折多，省察多；困苦
多，依靠多；尤其財務狀況，常
常捉襟見肘如同無米之炊，那就
更要操練信心支取上帝豐盛的恩
典了
今年新生報名踴躍，更多教
會紛紛推介，這也是對第一屆畢
業生考量的重要註腳。
畢業典禮既莊重又不張揚，
同學們著裝整潔神情並茂。學院
注重的是智慧與身量，神愛與人
愛的心同步增長。同學們感謝神
的看顧、保守和帶領，同時也感
謝《神學院》對他們的關愛、投
入和付出。紛紛表示忠於使命，

三年前我們帶著教會的重托，
帶著美好的期盼來到神學院，同時
帶來了各自在服事中的種種問題。
通過三年的學習，我們有系統的學
習聖經的知識和服事的方法，使
我們從「士師式」的傳統中掙脫出
來，進入普世教會的福音工作中。
我們原先那種夜郎自大的理念，對
神福音狹窄甚至錯誤的理解，在三
年中得到根本的糾正。
--- 高弟兄

第一屆畢業典禮蘇牧師證道

亞洲基督神學院
第一屆畢業生感言
在這短暫而又漫長的三年裡，
我的年齡、皺紋、聖經知識、寫作
水平、靈命和與老師之間的感情都
一齊增長。劉院長要我們寫畢業感
言，我坐在這裡回憶過去三年時光
，淚流滿面。記得劉師母告訴我
們：「買書不會窮」。這對我有很
大的觸動，我也在主日學中教導孩
子建立看書的習慣，這是使我們一
生受用的事情。在人生的一個轉折
中，我畢業了。在另一邊，我才剛
剛開始。感謝神，三年的時光有你
們的陪伴、我的同學們、老師們、
二樓的空調、桌椅、大水桶，我們
一起成長。
--- 丁姐妹
感謝為我們提供這樣學習的機
會，在後面默默付出，做了大量工
作的地主教會，拿出奉獻來支持我
們學習的所有國外的弟兄姐妹們，
也謝謝為我們禱告來支持我們學習
的弟兄姐妹。
---- 羅弟兄

令我感觸最深的是授課的老
師們。他們美好的品行與活出基督
生命的馨香之氣，感染影響著我，
使我有了效法的榜樣，前進的目標
和動力。讓我最感動之一是，王老
師在授課期間發給每一位學生一張
名片，邀請我們若到美國西岸，可
以到他家裡去住。他對第一次見面
並不熟悉的學生，能這樣真誠的邀
請，沒有些愛心是做不到的。像他
一樣的老師們的見證很多，更激勵
著我來跟從主。
--- 李弟兄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即
將畢業。這是三年來期盼的日子，
原本以為心情會是高興、輕鬆、激
動的，卻不料此時的心情，像倒翻
了五味瓶，百感交集，淚水滿面，
昔日的點點滴滴，林林總總，豁然
而起，歷歷在目。心裡有留戀不
捨，有失落，也有些沉重（因曉得
神給的多，要的也多），但最多的
感觸是感恩，感激和感謝。老師
中，敬愛的蕭保羅老師已經安息主
懷了，他的音容笑貌仍深刻在我的
腦海裡。雖然只有短暫的七天，帶
給我的影響和祝福卻是一生之久。
--- 王姐妹

回想三年裡，走過風雨、走
過泥濘，我學到的不僅是知識，乃
是生命。是主，在我生命中留下了
永遠無法磨滅的印記，帶領我從恩
典的小溪融入真理的海洋。我像一
顆小樹，老師們甘願燃燒自己的生
命，滋潤我、澆灌我、將我在主的
面前托起。主也賜我一位好同工、
好伴侶，就是我的妻子，我們在基
督裡建立了家庭，同心合意服侍愛
我們的主 。
--- 齊弟兄
(下接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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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感言 (上接第三頁)

有四個字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
裡，就是「生命、使命！」我忠心
的向神學院和每一位老師，向許多
從未見面，卻默默奉獻的弟兄姐妹
道一聲感謝。願神紀念你們，因為
你們所栽種“，所＂澆灌“的，在
主裡不是徒然的。
---- 李弟兄

通過系統的學習、和老師談
話與同學的交通使我走出屬靈的迷
徑。上帝的手引導我，使我更真實
更坦誠的面對自己，放下自己，看
見我成長的背景、個性與恩賜。
--- 梁弟兄

回顧每一位老師的音容相貌、
教學特點、屬靈特質、生命見證都
歷歷在目，他們對我的影響將是一
生之久。俗語說，「一日為師，終
身為父」。您們是我們屬靈的長
輩，和我們一生效法的榜樣。願神
藉著你們賜福給更多的人，願神大
大的使用您們。
--- 劉姐妹

敬愛的各位老師，是你們的辛
勤耕耘，使我受益匪淺。神學的學
習是我一生的里程碑。這三年的學
習是我的寶貴財富，是我生命的轉
折點、生命的加油站，對我的服事
是一提升。這三年是我難以忘懷
的。尊敬的各位老師，你們辛苦
了。我願意效法老師的足跡，向主
獻上所有。
--- 黃姐妹

老師帶給我們的課程就像把我
們領進了航空母艦，去深海遨遊。
有些是趣味探索，有些是苦心研
究，有些是下到海底親身體驗，使
我們看到神在歷代與古今中外巧妙
的作為。神的兒女前仆後繼，一代
又一代的彰顯神的作為，活出神的
榮耀。特別是每一位老師的“獻＂
身說法，竭盡全力的討主喜悅、為
主而活更是使我受感動。
--- 朱姐妹

4

基督神學院 院訊

通過學習，我感到個人在查
經、解經、講道、輔導、敬拜、小
組、行政、異象、文化、神學觀念
等各方面都有涉獵並有提升，對個
人靈命的成長和服事的各樣的事工
都有極大的幫助。從中更看到了自
己的不足。感謝這些老師們在神面
前擺上的付出和忠心，這是我一生
都要敬佩並效法學習的。
---- 劉弟兄

非常懷念我們的前任成院長和
回天家的蕭老師，沒有他們就不會
有今天的我們。
--- 鞠姐妹

輕輕地，我們要走了！
你們送來的卻不只有那天邊的雲彩 . . . .
驀然回首，
你們的慈容依舊。
舊文人離別多感傷，
基督裡的畢業卻是靈火挑旺。
聽啊，師生共同的救主在呼召：
“培養我的精兵，快去禾場！＂
老師們，再見，
祈求不只是在禱告裡相見。
你們的慈容依舊，
我們揮一揮手，轉身去禾場。
--- 張姐妹
本感言特別送給激發我們寫詩潛能的
詩歌智慧書阮老師

感謝神學院使這樣一個機會變
成了現實，使我們這些需要在職場
上打拼，有心服事神，服事弟兄姐
妹的，在工作之外的時間，有系統
學習神學的機會。
--- 譚弟兄

當“主啊我願奉獻我自己＂這
首歌一遍又一遍唱起，我的眼睛一
次又一次的潮濕。心潮澎湃思緒萬
千。是啊！近三年的神學課程今天
結束了。「主，我在這裡！請差遣
我！」我想這次不是激動，而是感
動，是真正的回應。蘇老師的話再
次在我耳邊響起：不是我們能做什
麼，是我們願不願意把手中的五餅
二魚拿出來託在手中說：「主，我
就這點能力，只有這些，求主擘開
使用。」我說：「主啊，我願意，
我願成為一個祝福別人的器皿，請
差遣我！」
--- 宋弟兄

記得“教牧學＂講到神呼召
時，出現了一幅破殼而出的小雞圖
畫。這幅圖深深的感動我，因為回
應從神而來的呼召是一個生命破碎
的過程，而接受神學裝備也同樣是
一個生命破碎的過程。願我此時如
破殼而出的小雞，進入事奉的廣大
禾場，生命經過磨練後更加成熟，
讓基督的榮美在我身上得以彰顯。
--- 朱弟兄

亞洲基督神學院畢業差派禮

(下接第五頁)

「改變生命的基督徒教育」課後感言
當我走進教室時，看到一個
長者以慈愛的面容，微笑著向每
一個走進教室的同學點頭示意，
從他的臉上絲毫看不出幾個小時
前剛下飛機，從遙遠的美國而
來。從他的身上充分的顯示出一
個優秀的教導者所具備的積極、
主動和熱情的美好品質。
實在是如劉院長的開場白，
引用約翰福音福音第二章迦拿娶
親的婚筵上，管筵席的所說：“
好酒留到如今＂。蘇老師如同管
筵席所說的好酒，實在是醇美甘
甜，讓我們在享受之餘，倍感神
的慈愛與使命的催促。他又讓我
們看到一個真愛主的人，基督的
生命源源不斷的從他的身上流淌
出來，使人欽佩，令人折服。
他溫柔的話語中，有一種親
和力，有一種使人不能不聽、不
能不信、不能不思想的能力。老
師一生美好的見證也讓我們感
動，有如此美好的靈性。他常說
的一句話是“我在學習＂，向主
耶穌學習，耶穌是我的榜樣。感
謝主的恩典，透過老師再一次讓
我看見主耶穌的榮美！作為立志
想成為一個傳道人的我，從老師
身上看到許多美好的品質，使我
效仿，使我學習。以下是我上這
門課的感言。

和藹可親
老師在上課時，和藹可親，
語氣溫和而堅定，話語中帶著啟
發，帶著挑戰，又是循循善誘，
引人入勝。而且非常奇妙的是，
他雖然連續不斷的提問，卻並不
讓人有催逼的感覺，這實在是幾
十年來積累美好的教學方式。

互動
老師在上課時，沒有高言大
志，沒有豪華詞匯，言語樸實卻
深入人心，雖在眾人中德高望重
卻如此虔和，這實在是我今後服
侍事中學習的榜樣，正如老師所
強調僕人式的領導，在生活中真
實的流露。

身體力行
一個好的教導者，不只是說

說而已，而是在生活中真實的把
所教導別人的活出來。老師講了
一些教導自己子女和經營家庭的
事例，雖是話語不多但讓我非常
受益。在親子關系中，他做孩子
的朋友，以孩子成長為中心，對
孩子的話語中，啟發加上肯定，
引導加上參與。

最讓我受益的話
一個教導者不是要把你所知
道的全講出來，而是觀察會眾接
受了多少，要教導以前制定明確
的目標，讓會眾得到什麼？他們
的需要是什麼？制定明確的目
標，然後堅定不移的執行，在
執行中要注意進度，要有效的
組織，要有預算，要有個人的檢
討。

建立家庭的祭壇
一個靈性美好的教會，要有
靈性美好的信徒。信徒的成長造
就，是要教導帶領他們從家庭開
始，從建立家庭祭壇，家庭崇
拜，使生命不斷的改變。這也讓
我認識到，要改變過去的家庭崇
拜方式，從家庭、教會，再到職
場、社會，發揮基督徒是光是鹽
的美德。

禱告的功效
老師的父親、母親，敬虔的
一生，平凡而偉大，也讓我再一
次看到，禱告是如此的重要和美
好，老師一家三代服侍事主，家
族興盛，兒孫滿堂，並且後代都
有成就，但他們依然以服事主為
首任，實在是難能可貴。也使我
更有信心，為我的家人禱告，為
我的會友禱告。

不要小看自己
最近越來越感覺自己什麼都
不行，很自卑。蘇老師在上課時
提醒我，「也許有人覺得自己這
也不行，那也不行，三年來你們
蒙神的眷顧，保守，神揀選你
們，培養你們，神學院付出很多
努力，這就是神愛你們，要使用
你們的憑據」，我感覺到神藉著
老師在向我說話，在呼召我。老
師給了我很好的啟發，教導。

宋弟兄
教牧碩士
亜洲基督神學院

是啊，作為回應，那就是這輩子
不斷的學習，學習，再學習，預
備，預備，再預備，禱告，禱
告，再禱告，順服神的帶領，努
力做好當下的事情。
學習已完成，消化並學有所
用還需要時間，求主賜悟性的
靈，使我能很好的領受，成為一
個蒙神悅納的僕人，成為一個祝
福別人的人，也成為一個教導人
的人。
畢業生感言 ((上接第四頁)
上接第四頁)
感謝神給了我學習與操練的機
會，感謝神學院對我的栽培，感謝
老師對我們的付出，我願意成為主
忠心的工人。
--- 李弟兄
回顧這三年的學習，感慨萬
分，感恩的眼淚止不住的流下來。
每次上課前的感恩禱告，都被神的
愛大大的澆灌，每次上課聖靈都在
我心中光照、激勵、更新和改變。
---- 張姐妹

特別求主紀念學院及每一位老
師、同工在背後為我們的學習成長
所付出的代禱、勞苦、及經濟的支
持等等。再次感謝學院為我們提供
這三年學習的機會，願下一屆辦得
更好。學院若有什麼需要，只要我
能做的，我願擺上自己，完全奉
獻，為神的國度，也為我的母校盡
忠到底！
--- 楊姐妹
特別感激基督神學院和地主教
特別
感激基督神學院和地主教
會為我搭建這樣造就的平台。感謝
老師們付出的辛勤汗水、院長多次
的談話和鼓勵、三年來所有為這個
班級服務與管理的人員、同學給我
的幫助，家人給我的支持！
--- 王姐妹
今日畢業，不是結束，
我眾整裝待發；
請主差派，事奉禾場，
預備收割莊稼。
---- 張姐妹

基督神學院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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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神學院主要事工簡介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都要加給你們了。」（馬太福音
6:33）已回天家的基督神學院榮譽院長于力工牧師常說，「要多禱告，求神送學
生來；要多禱告，求神供應；要多禱告，求神給我們智慧辦好神學院。」創校6年
以來，基督神學院都是靠著禱告來經歷神的恩典。神把學生送到北美和亞洲的神
學院。同工們同心合意像一家人為神學院打拼。雖然經費是這麼的緊拙，神學院
仍然繼續的茁壯。我們向神呼求供應，讓同工們生活能夠安定，專心的造就更多
的神國人才。

故榮譽院長：
于力工牧師/博士
創辦人：
成樹傑牧師/博士
院長：
劉志信牧師/博士
教務主任：
孫通牧師
顧問：
王永信牧師
莊祖鯤牧師/博士
黃維仁博士
高榮德牧師
董事：

教牧學博士科：提供教牧學博士學位給在職牧會
教牧學博士科
提供教牧學博士學位給在職牧會的牧師、宣教士與福音機構同工再進修的機
牧師、宣教士與福音機構同工再進修的機
會。目標在於提昇牧養領導的素養，精深釋經講道的操練，充實關懷輔導的熱誠，與發展宣教植堂
的使命，並將牧養的心得寫成論文以幫助眾教會與福音機構。 師資均為北美神學院資深教授。
碩士/文憑證書科：提供碩士學位與文憑證書，裝備教會與機構的平信徒成為牧養與領導的僕
碩士/文憑證書科
提供碩士學位與文憑證書，裝備教會與機構的平信徒成為牧養與領導的僕
人領袖。課程重點為聖經和實踐神學並重，實用的課程包括教牧領導，關懷輔導，衝突處理與兒童
事工。學生多為教會的領袖，如長執，主日學老師，關懷輔導成員，小組長，兒童事工負責人，與
有負擔成為僕人領袖者。
亞洲分院碩士/文憑證書科：在亞洲裝備城市與大學校園未來的傳道人，宣教士與機構負責
亞洲分院碩士/文憑證書科
在亞洲裝備城市與大學校園未來的傳道人，宣教士與機構負責
人。此課程為神學院的先驅，突破以往農村培訓模式，頒發正規教牧或聖經碩士學位與文憑。師
資為北美教授與基督神學院教牧博士科的牧者。第一屆學生於今年6月畢業，第二期已招收40位學
生，大部分有大學或碩士以上學位，並有牧養20多年的牧者。第二個碩士班也將於9月在不同城市
開始 。
遠距離教學：為了更有效的發展亞洲神學院的教學與普及亞洲廣大的禾場，基督神學院開始製
遠距離教學
為了更有效的發展亞洲神學院的教學與普及亞洲廣大的禾場，基督神學院開始製
作DVD
DVD，實行遠距離教學。此教學法採用混合方式，先以
，實行遠距離教學。此教學法採用混合方式，先以DVD
DVD教導，然後配合教師親自到當地教
教導，然後配合教師親自到當地教
導與檢定結果，減少老師的時間，以達到裝備千萬傳道人的需要。
獎學金：為了讓神學教育普及，神學院設立有獎學金，幫助需要的傳道人、教會或機構的領袖
獎學金
為了讓神學教育普及，神學院設立有獎學金，幫助需要的傳道人、教會或機構的領袖
與中國大陸背景的神學生。

基督神學院特色與需要

黃子斌長老(主席）
黃兆嘉弟兄
王禮平牧師
林靜芬師母
劉哲沛博士
趙仕誠弟兄
林恩波弟兄

我們以優良的師資，為父之心及生命傳生命的理念來教導學生。蒙神的恩典與老師及同工們的擺
上，頗有成效。除了有效率的使用神國資源、恆切禱告與有愛主愛人的團隊，主要是老師和同工們
幾乎都以義務的方式來事奉。學生人數雖然多，但2011年的經費只是一般神學院的 1/4到1/3。學費
的收入，只是預算的1/4。為了健全的發展，神學院需要有專任的教職員、同工，以及圖書館。這
些規劃都需要有健全財務的支持。您的代禱與參與將使得基督神學院裝備更多神國的僕人領袖。您
可以成為神學院的夥伴，每月以$ 50.00元來支持我們在北美的需要，或者大力的認領我們在亞洲的
神學院。我們更希望你能夠在建堂上參與 奉獻，或提供低利息貸款。

許弟兄
同工：
行政主任/教務：

2011年基督神學院預算
行政與經常費：

$ 80,000

(行政，日常維護費用與學院建築貸款利息）

人事費用：

$100,000

(二位非全職教授，三位非全職同工）

黃兆嘉弟兄

圖書館：

$

行政/課程：

獎學金：

$ 25,000 （為幫助需要的傳道人與中國大陸背景神學生）

中國大陸事工：

$ 30,000 （10-12位老師的旅費與講員費）

長程/網路教學：

$

范霏姐妹
總務主任/財務：

劉曹思鳳師母
圖書館/註冊：
李翠霞姐妹
圖書募捐：
周約彼牧師
遠程教學：
顧惠翎姐妹

7,500 （現階段每年需購買書籍）

7,500 （使用CD、DVD 與網絡教學）

———————————————————————————————————
2011年所需：

$250,000 （學費收入只占1/4,2011年仍需$187,500的奉獻）

學院建築貸款：

$390,000 （學院建築為傳道人與董事以 borrow against life
insurance, line of credit, and saving 買下，
神學院需要籌款來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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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報導
事工動態
* 感謝神，基督神學院於5月25日通過市政府的公聽會，核准授于碩士以上高等教育課程學位。謝謝機構與弟兄姐
妹們的代禱與支持。
* 孫通牧師今年2月起擔當基督神學院教務主任的職務。
* 劉志信牧師於今年6月起擔當基督神學院院長的職務。
* 基督神學院亞洲分院經過3年的辛勞，於今年6月舉行第一屆畢業典禮。有41位學生畢業，其中有28位獲得碩
士、8位獲得學士、與獲得5位結業證書。畢業生除了在教會事奉，也將參與學士課程的教導。第二屆入學生已
招生完畢，將於2011年9月份開課。
* 基督神學院今年1月由孫通牧師教導的「摩西五經」假佳音基督教會上課，將近三十位弟兄姊妹在孫通牧師風趣
的教導下，學習到如何解經及如何分享信息。
* 繼去年11月13日黃維仁博士的「親密之旅進階課程」，今年1月底劉哲沛博士夫婦教導「聖經與親密之旅」，將
聖經與親密之旅做了一個緊密的連結，也解除了弟兄姊妹対親密之旅只是心理學而沒有聖經理論基礎的疑慮。
* 劉哲沛博士夫婦3年來在基督神學院致力於「人際關係的和好與重建系列-愛與衝突」的教導，此系列融合了聖
經、衝突處理的專業理論, 與20餘年來在華人教會與社區中處理衝突之實務經驗 。這堂課程深得學生的好評，
今年2月再次開「101愛與衝突」課程，4月開「102建立和睦的教會與家庭」，11月將繼續開「103愛與婚姻衝
突」。
* 吳子良老師3月份教導「青少年教導及輔導」課程，教導學
生明白輔導青少年的不同角色、實際理論與信念以及基本技
巧及方法。吳老師豐富的輔導經驗、具深度廣度的教學內
容，極受學生們的歡迎。
* 2011年的開放與招生日於4月16日舉行。中國麥當勞之父朱
源和弟兄分享如何在職場事奉 - 麥當勞在中國成功的原
因。朱弟兄真摯地分享他感人的生命經歷，娓娓訴說神如何
將他從死亡的幽谷帶到全職服事的禾場。
* 傅立德牧師5月教導「協談輔導(一)-傾聽他的心」，8月將
教導「協談輔導(二)-用愛心說誠實話」。以30多年的輔導
和牧養經驗，結合心理學與神學，幫助輔導者建立輔導技巧。
本系列課程是有心委身基督化協談輔導事奉者不可或缺的課程。 劉牧師正道神學院教牧學博士學位畢業典禮

青少年輔導-吳子良老師

教牧學博士課程靈命塑造- 艾克曼博士

同工動態
* 劉志信牧師：5月7日參加正道神學院畢業典禮，獲得教牧學博士學
位。6月1日開始負責基督神學院，並於5月底離開佳音基督教會兼職
牧師的事奉。6月25日主持亞洲基督神學院第一屆畢業典禮，並面談
與招收第二屆新生。11月將和師母到亞洲基督神學院碩士班教導 。
* 孫通牧師：全家六口5－6月間大陸短宣行，教導神學課程。9月4-15
日赴馬來西亞浸信會神學院教導“以賽亞書＂。10月31-11月12日赴
巴西南美神學院教導“舊約歷史書＂。12月5-14日赴基督神學院亞
洲分院教導“摩西五經＂。
* 同工李翠霞姐妹3-4月隨同先生前往中國短宣數次，目前正申請加入
某宣教差會，盼望將來可以長期在宣教工場服事。請代禱能尋得適
當的宣教工場。

基督神學院同工群

* 劉哲沛博士夫婦應家庭更新協會的邀請今年7月在南加卅開辦第一屆的「夫婦衝突成長營」培訓家新的帶領夫婦。他們將帶領
或參與以下的營會或課程: 8月賓州“文化實務營-和平使者工作坊＂，9月初南加卅Torrance靈糧堂“愛與衝突＂講座，9月
底前往佛州參加“和平使者大會＂，10月初南加卅正道神學院“愛與衝突＂101課程。
* 校友李紹英牧師，今年5月在生命河靈糧堂按牧並被差派委任拉斯維加斯生命河靈糧堂主任牧師，於7月16日舉行任職典禮。
* 博士生蔡佩芬師母及夫婿王大慶牧師4月在亞洲神學院教導「基督化教育-從兒童到青少年」及「釋經法」。
* 校友林競生、鍾惠敏夫婦4月到歐洲的布達佩斯愛修神學院教導「愛與衝突」和「整全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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