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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2013年神給基督神學
院的一句話是：「願主我
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
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
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
願你堅立。」（詩90:17）
回顧基督神學院過去幾
年的事工，我們不得不讚
美神的恩典與帶領。2010年是神學院最困難的
一年。我們的榮譽院長于力工牧師，在3月29日
「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徒 13:36）。他在世91年，服侍了華人眾教會
與信徒，可謂是當代華人教會之「摩西」，至
死忠心。他的一生，也是「禱告的人生」。11
月7日，我們的顧問與神學老師─親愛的蕭保羅
牧師，主日講道後，因先天的心臟痼疾，下午
就被主接走了，享年59歲，讓我們真是心痛！
他教導時的大聲疾呼 --「你們要在敬虔上操練
自己！要長進！要超越！要作Engineer, 不要作
Technician! 要愛基督神學院！要傳承，畢業生
要幫助新學生！ 」-- 還是一直在我們的耳邊迴
繞。同年，創校院長成牧師離職，神讓我們經
歷「多受基督的苦楚，靠基督多得安慰。」（
林後 1:7）。
2011年在傷痛之餘，神給神學院的一句話
是：「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
冠冕。」（提後 2:5）我們規模雖小，但走向了
「正規化、系統化與制度化」。不論在學制的
安排、課程的制定與神學院的管理，都有重新
的規劃。我們開始了雙翼的理念--「北美與亞洲
事工並重、聖經與實踐神學並重」。我們看到
21世紀一個很大的需要，是以聖經為本的關懷
輔導與教會牧養，不論在北美或是亞洲都是如
此。那年的主題是：「按照規矩，得著冠冕」
。
2012年，神給神學院的一句話是，「擴張帳
幕之地 . . . . 堅固你的橛子 . . . .向左向右開展」
(賽 54:2-3) 。主題是，「擴張境界，堅定橛子」
。神聽了我們的禱告，讓我們不但向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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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信牧師
基督神學院院長

右，也向南、向北開展。 向右是美國的校本
部與舊金山灣區在不同教會的教學中心；向
左是亞洲三個城市的碩士班；向南是香港的
普通話教牧學博士班；向北是提供師資幫助
在溫哥華的維華神學院。
因著擴展，今年開始，神學院在北美與亞
洲的6個城市分別教導教牧博士或碩士課程。
北美有近60多位，亞洲與香港共有110多位正
規的學生。神學院一年要差派60多人次的師
資出去教導。當神學院快速的擴展，神賜下
的主題是，「堅立主工，榮耀歸主」。神學
院要堅立的項目是：
1. 堅立北美、香港與亞洲現有與新發展
的神學教導事工；
2. 加強與堅固師資；
3. 拓展以神學教育宣教的異象；
4. 校本部與各分院當地的團隊，建立良
好的關係；
5. 申請亞洲神學協會(ATA)的認證。
事工在擴展，需要也更大。感謝神，賜給
我們6位專任和許多固定與客座老師。雖然
老師們都很繁忙，但每次教導回來，看到學
生們生命的改變，與牧養的團隊、教會的成
長，都得到很大的激勵。神也賜給我們6位同
工，2位固定的義工與許多不固定的義工。神
更預備了許多愛主的弟兄姐妹，為神學院支
持代禱。
基督神學院的異象是：「塑造傳道人與僕
人領袖，服事骨肉之親；以神學教育宣教，
實踐大使命。」我們很感恩，神給我們機會
去服事自己的骨肉同胞，並能夠以神學教導
來參與大使命。神學院的董事、顧問、老師
與同工們，像一家人同心合意，戰戰兢兢的
事奉。我們看到自己是這麼的不足，只能向
主呼求 --「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我們也經歷到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
利亞 4:6）
基督神學院 院訊

1

「愛與衝突」課程-成為「和平使者」
有人的地方就有衝突，衝突是我們的共同經
驗。因為衝突，肝膽相照的知心朋友，瞬間反
目；山盟海誓的結縭夫妻，決意分手；獻身服
事的傳道人，黯然退出工場。

記。

主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
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約13:34）愛，是基督徒的正字標

「愛與衝突相遇時，究竟哪個比較厲害？」在課堂上我們提出這
個問題時，引起同學激烈討論。有人說：「衝突比較厲害，因為許多
愛的關係由於衝突而破裂。」有人說：「愛比較厲害，因為愛能克服
衝突。」究竟哪一個厲害？
若靠人有限的愛來面對衝突，肯定衝突厲害。在衝突中，人被迫
面對自己愛的極限。在愛殫盡之處，有人繳械投降，有人傷敗陣亡。
當人學會向神支取祂無窮的慈愛時，才能反敗為勝。有人說：「神的
愛太豐富，人無法理解，所以神使用衝突，讓人去經歷祂那豐富無限
的愛。」
人類歷史中最大的「愛與衝突」，莫過於「十字架」上所發生的
事。它觸及了天、地、人之間最大、最廣、最深的罪與代贖－「被造
者」審判「造物者」；不義的審判義的；無罪的代替有罪的。天地、
良心、公理、正義何在？「受難週」最關鍵的八天到了最後的「十字
架」，把人最深的罪與黑暗，神最大的愛與光明，展現到極致。
靠己之力面對衝突，結果常令人心碎。在愛與衝突的角力中，如
何支取神的愛與恩典，讓衝突成為榮耀神、服事人、生命成長的機
會，是「愛與衝突」系列課程的主要目的。與其說這是一個課程，不
如說這是生命蛻變的旅程。在這旅程中，老師與學生一起學習向上支
取神豐富的慈愛，學會緊緊抓住神的話語，靠著聖靈的能力，突破生
命中的黑暗與極限，如蛹之新生，飛向光明藍天。
願意來上課的學生是誠實的，因他願誠實面對自己；是勇敢的，
因他願勇敢面對生命的黑暗。這堂課的教室不限於在神學院，更是在
家中、教會、工作場所，是在與神面對面的相會裡。
•• 我深深的體會到，一個人要過和睦的生活，最根本是我們與神的關
系。我們是否完全信靠神？是否相信神掌權？是否相信神是美善的、完全
的、無限的？是否相信神掌管我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是否相信祂在痛苦和
不公平的事上，仍然掌權？
•• 我在聖靈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驕傲和其他的罪性。我跟神承認如果
沒有主的愛和能力，我沒有愛人的能力。我等著別人來與我和好，自己卻不
願意伸出和好的手。
• 我感覺自己的舊我生命如洋蔥被層層剝開，每剝一層都辣辣的刺刺
的。但是這些拆毀和建造，也使得我有勇氣去面對更難的功課。

讀著學生以血淚寫成的作業，我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激動。我們
不是老師，不過是見證人 -- 見證神用衝突、祂的話語、慈愛與恩
典，在每個學生身上實行奇妙的作為。在每一次的課程裡，我們重新
領受異象與呼召。
「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
們。」（林後5:18）「和平使者」的呼召，不是給特定少數人，而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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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哲沛、王蘭馨夫婦
基督神學院董事

給每一個與神和好的神兒女們。
我們樂意在課堂上傳遞使人和睦
的異象，讓「愛與衝突」的課程
不只幫助自己，更挑戰自己成為
「和平的使者」。於是有了進深
的「愛與衝突輔導」課程，裝備
學生可以陪伴在衝突中的人按照
神的心意回應衝突。盼望能有更
進深的「愛與衝突調停」、「愛
與衝突仲裁」課程，來裝備願意
回應呼召的和平使者們。
我們樂於看到「愛與衝突」第
二代老師的誕生，透過影音，創
意的互動教學，呼召人在衝突中
成為主門徒，突破極限，經歷神
恩。願基督神學院的異象-「你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
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
的人。」(提後2:2)能在「愛與衝
突」的課程中真正落實。

「愛與衝突」
課程教導之三人行
李翠霞姐妹
基督神學院行政同工

回想起
在亞洲分
院參與那
一週的課
程教導，
心裡萬分
的感恩！
這一次兆
嘉與范霏
夫婦和我
首次到風聞已久的亞洲分院
教導，心中特別興奮；也是
頭一次將學院的課程以DVD
融合現場教學的方式呈現給
學生，因此特別緊張。范霏
姐妹和我負責教導，兆嘉弟
兄負責DVD的技術工作。
「愛與衝突」DVD製作由
劉哲沛博士、王蘭馨夫婦講
述，兆嘉與范霏夫婦錄影與
剪接，是團隊力量促成的美
事。此次范霏姐妹教導大部
分課程，感謝神我能參與其
中，與她配搭事奉。
(下接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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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衝突」DVD亞洲課程教導
自從2008年劉哲沛博
士、王蘭馨夫婦在基督
神學院開始「愛與衝
突」系列課程，至今已
第五次了，期間也有許
多進階的課程，每一堂
課我都是忠實的學生。
經過多次的課堂學習與
操練，理論都懂，但
是要將所學的內化，在生命中活出來，並不
容易。然而，當我願意順服，謙卑地用神的
方法去回應衝突時，神就奇妙地作工了！因
此，如何將「衝突不是生命中的絆腳石，而
是人生的試金石」這正面的理念，普及到更
多的教會及華人社區，讓更多的弟兄姊妹有
機會學習這課程，成為我和先生兆嘉心中強
烈的負擔與感動。
我們積極將劉哲沛夫婦的課程錄製成
DVD，在沒有額外的經費及專業的錄影設備
和軟體之下，不眠不休地將11課的課程初稿
錄製並剪接完成。四月初，劉老師夫婦第一
次在校本部使用DVD及現場搭配教學，效果
很好。在校本部上完課，我和翠霞姐妹就帶
著DVD去亞洲分院，作為期一週「愛與衝
突」的教導。
此次教課對我是個大考驗，因為是我第一
次在神學班教導，又帶著剛出爐的DVD。劉
老師夫婦在每堂課30-40分鐘的DVD教學中
已經將這堂課的精華重點都詳述了，其他的
時間我要教什麼？使用什麼輔助教材？討論
什麼題目？都一直在我腦袋中打轉。
才下飛祢祢機的第一堂課，因時間緊湊，再看
到40多位學生（其中二位是高科技的博士）
，所以教得很緊張。第二天開始，我們戰戰
兢兢地備課，迫切地禱告。晚上輾轉反側難
以入睡時，就向神禱告：「主啊！你祢知道我
一向拙口笨舌，上台就發抖。我需要祢你的帶
領、祢你的話語，祢你若不與我同在，我真是教
不下去，教不好就有損你的名喲！ 」 然後我
將一切交託給神！祢

范霏姐妹
基督神學院行政主任

調查表也寫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好感動。
同學們得著很多，也希望有後續的課程。以
下是一些同學的回應：
• 「以前遇到衝突從不道歉，因為面子放不
下，現在我學會了道歉及溝通，對方很驚喜於我
的改變。」
•• 「我反省在衝突中把自己當作偶像了，祗
滿足自己的需要；衝突中從來不看自己的錯，其
實問題在我。」
• 「神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自以為是、驕
傲、固執、偏見、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
• 「我經歷了神的動工，不但學到知識，內
心也得著釋放。」
• 「我立志改變急躁的脾氣，以溫柔的態度
對待我的家人和朋友。 」
• 「神讓我正確地看待衝突，並且即使有衝
突，也要設法做到在衝突中榮耀神。 」
• 「上帝讓我學會什麼是饒恕，把內心最深
的債務免除了。 」

感謝神，我在2012年獲得基督神學院的教
牧碩士後，現在有機會參與教導，真是教學
相長。看到這堂課幫助弟兄姊妹對處理衝突
有新的看法，並且生命也有改變，心中很受
感動。如何能繼續幫助他們成長，如何能將
DVD、投影片及學生手冊做得更專業 、更易
使用及推廣，成為我心中的負擔。但願神繼
續開路引領，賜下同工和經費，讓使人和睦
的事工早日在華人教會推展開！
編者註：
基督神學院在北美與亞洲部分的課程，開始採用老師與
DVD結合(Hybrid) 教學模式，以期更有效率。將原來的課程
製作成DVD後，由老師或助教配合DVD教導。

感謝主！第二天教得比較順利，也越來越
投入，對課程也越能掌握。在我用心聽每一
課的DVD並思想每一個細節時，便更深體會
這課程的深奧，需要聖靈的帶領。當翠霞姐
妹帶「用愛心說誠實話」這堂課，最後唸書
上的一個例子時，聖靈感動她分享自己的軟
弱及虧欠，也感動了許多同學，一同流淚認
罪禱告。我知道神的靈在我們中間動工！
大家對此課程的反應很好，交回來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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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衝突」課程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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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事奉與使命課程

基督神學院編輯室

21世紀事奉的模式，除了「帶職事奉」與「全職事奉」，「職場事奉」成為很重要的事奉模
式。基督神學院為了回應這趨勢，於2013年開始職場事奉系列課程。第一門課為「職場事奉與
使命」，於3月2-3日和9-10日二個週末舉行。共有六個專題，分由神學院老師、教會牧者或企業
家教導分享。專題與教導的老師如下：
1.
2.
3.
4.
5.
6.

職場使命與呼召：陳若愚牧師，基督神學院神學研究教授
合神心意的職場人：許志明弟兄，Pericom 總裁
姐妹職場事奉：劉梅蕾師母，倍恩事奉中心負責人
職場宣教與事奉領域：吳怡明醫生，愛加倍中心負責人
職場倫理觀：李學勉長老，聖荷西基督徒會堂長老
總結：劉志信牧師，基督神學院院長

為了讓更多的教會領袖與弟兄姐妹了解職場事奉的重要性，這門課的內容將編輯成書。請為
本書出版事工代禱。

基督神學院
北美第三屆畢業典禮
2013年12月8日（週日）
3:00 PM 舉行

基督神學院職場事奉系列課程

恭請蘇文隆牧師證道，
劉志信牧師/院長勸勉
敬請光臨，同頌主恩

職場使命與呼召
時代不斷變更，踏入21世紀，事奉的模式已不再局
限於教會、宣教工場或機構。基督徒可以在職場上作鹽
作光，在工作中榮耀神；職場與商場也是21世紀最大的
禾場。
為讓更多信徒參與到職場宣教的行列，基督神學院推
出了2013年的新課程，主題為「職場事奉與使命」。該
院神學研究教授陳若愚牧師於3月2日講解了第一課「職
場神學與呼召」，為信徒介紹如何在職場中找到自己的
使命和呼召。
一般傳統的觀念是把教會的人分為兩類，一是聖職
人員，二是平信徒。聖職人員（或傳道人）是分別為聖
的事奉者，他們是全時間事奉神的。其實，所有跟從耶
穌基督的人，都是蒙主呼召的，只是各人有不同的崗
位，但無分高低。在舊約中神對祂百姓的呼召是很清楚
的，上帝呼召祂的百姓作聖潔的子民，並事奉敬拜神。
此外，神對個人的呼召也是很直接的，如亞伯拉罕、摩
西、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阿摩司等，都有神親自
的顯現和直接呼召的特殊經歷。
不過舊約時代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些特殊蒙召的經
歷，如約瑟、但以理、以斯帖、尼希米等。他們都是事
奉開始後才看到神親手的引領，然後明白到神在他們身
上的旨意。
至於在新約中上帝對他子民的呼召，在福音書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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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門徒的呼召，他們成了新約教會的根基。但到
了後來，所有信徒都是蒙召的，如保羅說我們蒙召要
過聖潔的生活、有愛心的服侍。
陳牧師指出，新約教會展示了信徒皆祭司的事奉原
理，正如彼得前書2章9節指：「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
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
教會領導的恩賜和職份，有不同的服事職份，如教
會有長老、牧者、監督、執事、先知和教師等，但都
要有教會會眾的參與和認可。
信徒的身份是蒙召作聖徒。神的兒女，應靠聖靈
過聖潔的生活，在教會內外榮耀神。我們蒙召，即是
我們的全人都是屬主的，信徒的事奉包括在教會、家
庭、社會、工作崗位上見證神的福音，以及用愛心服
事他人。
很多信徒對牧師的職份有錯誤的期望。事實上，牧
師的工作是牧養、教導和帶領教會，而不是代替信徒
做傳福音和見證神的工作。陳牧師勉勵信徒在工作崗
位上領人歸主，藉個人品格見證神的慈愛，活出基督
徒的工作態度，以及扶助社會中的弱者。
（本文為基督日報記者陳恩琳撰寫，承蒙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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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爸沒媽的教會

喜樂姐妹
基督神學院學生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約翰福音14:18)
我來自一片廣闊的土地，那裡有五千年的文
化。在那裡曾經有許多神的僕人，用生命去散播
福音的種子，神國的兒女也遭到很多的苦難；在
那裡經濟騰飛，卻仍然有很多人被貧困所纏；在
那裡曾經無神論是讓人引以為傲的信仰，然而神
卻在那裡行奇事顯恩典！那些苦難的日子，沒有
壓垮神的子民；當烏雲散去的時候，神的國度幾
百倍地擴張！
感謝神！讓我生在那片土地。雖沒有經歷苦
難的日子，卻能夠在神興起的校園福音事工中有
份！在2002年到2005年這段時間裡，神在校園中
興起福音的浪潮，校園團契如雨後春筍一般。我
參與的教會，也是從那個時候興起的學生團契轉
型而來。幾個學生在一起查經，人多的時候七、
八人，少的時候兩、三人。從未想過有一天，我
們竟然會有超過五百人參加聚會。
走過了十年，有很多感觸：我們曾經覺得團
契是沒爸沒媽的孩子。沒有人牧養，我們就彼此
關懷；沒有講員，我們就自己學習歸納查經法。
曾經為了五百元的活動費無着落，而流淚禱告；曾
經擺上所有的两個小錢，辦一次培訓。六個全職同
工決定，靠一千兩百塊錢過一個月。也曾經為著
聚會的場地，徹夜呼求神。因著困難，年青的學
生得以成熟，學會擔當與帶領。教會有很多聚會
點，十八、十九歲的學生就是那個點的牧者。我
們可以稱為「80後教會」，因為帶領的同工與會
友都很年輕。
在服事的過程當中，我們也發現了我們的缺
乏。所有的同工都沒有受過神學裝備，很多是在
大學時期悔改信主，沒有經過傳統教會的生活。
而我們面對的是一群高校的學生，服事壓力很
大！從零八年開始，向神禱告能有讀神學受造就
的機會，也在各方面為讀神學做預備，例如「零
錢計劃」。要供應神學生，錢是首要解決的問
題，我們鼓勵會眾能不花錢就不花錢，省下來供
應神學生，如少買一罐飲料等。
感謝神，讓我成為「零錢計劃」的受惠者。剛
來美國，覺得很不適應，不適應語言、不適應環
境、不適應教會等。但是也在北美看到了很多資
源。這裡有很成熟的教會，很多有經驗與愛心的
牧長和肢體，也有很多的神學資源。來基督神學
院學習，對於我這樣一個家庭主婦來說，既要照
顧家庭、孩子，又要拿出很多時間來學習，是不
可能的。但信靠主凡事都能。我還是咬緊牙關，
繼續下去。
我們那裡的教會，很需要真正能夠牧養的傳道
人，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學習關懷輔導學的原因。
牧養就是建立人的生命，是一門功課，需要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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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記得有一天突然接到遠方肢體的電話，
問我和先生能不能給他們做婚前輔導！我們很
震驚，因為他們是一個約有兩千會眾的教會，
卻找不到一個婚前輔導的牧者！我們就以自己的
經驗，再參考一些書，開始了婚前輔導！讓我們
非常的戰兢！輔導學對於國人來說是非常新的理
念！
我在基督神學院的學習，對我今後的服事是至
關重要的！我每天都在操練中改變自己，有智慧
地去教養我的孩子！上課的時候聽老師說可以和
孩子溝通的；學習後，我和三歲的女兒溝通起來
就不是那麼困難，她比以前也乖多了！
神學院的同工們非常擺上，每次看到翠霞姐妹
趕過來做各樣的預備，都覺得很心疼她！課間的
休息也是我非常享受的時段，同工們準備了很多
茶點，還有些同學從家中帶來自製糕點。記得每
一次劉師母來，就會有非常甜的橘子。短短的十
分鐘卻充滿愛心和溫馨，我非常喜歡這樣像家的
氛圍，同學們一起學習、討論、歡笑與經歷歴生命
的成長！
(上接第二頁) 「 愛與衝突」課程教導之三人行

這趟旅程帶給我們許多美好的經歷：在每
堂教課前一同備課，彼此演習教學計劃的每
一個環節，深怕遺漏任何重要的訊息。在許
多處境中，我們都學習更加的依靠神。例
如：原本預備的詩歌不適合，需要改換；或
想到另一個短片可適用在某課堂中；或課堂
內容的次序稍作調整可更為適當；或要修改
使用的例子和短劇以配合當地的風俗人情
等。
我們在神面前同心交託、禱告仰望。當在
課堂中看到神恩手的帶領和祝福，心中感動
不已。尤其在回應時刻中，我們和同學們一
同分享各人的衝突事件，再次面對自己的黑
暗面，讓課程內容實際應用在生命的經歷
中。當下感受到聖靈是如此的溫柔又有能
力，這奇妙的力量伴隨我們每一天的教學。
有一天范霏姐妹身體不適，講課時擔心不
能完成當天的課程。當我站在她旁邊和她一
起教課時，她頓時覺得精神煥發，教課有力
多了。我沒有想到短短五分鐘的陪伴，有這
麼大的鼓勵作用，她對我說：「幸好有妳！
」。還有一堂課，DVD需要大幅度的修改，
幸好有兆嘉弟兄技術上的支持，才能圓滿完
成。我們都認為DVD融合現場教學已經有美
好的開始，但仍然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有
待我們一起努力改進！在這服侍的路程中，
深深經歷聖靈的同在，也有彼此的相伴，心
中都充滿了「幸好有你」的溫暖。真的感謝
神！
基督神學院 院訊

5

院長與老師的話，預算與代禱
院長的話

故榮譽院長：
于力工牧師/博士
院長：
劉志信牧師/博士
教務主任：
孫通牧師
神學研究教授：
陳若愚牧師
神學專任老師:
劉英華博士
董事：
黃子斌長老(主席）
黃兆嘉弟兄
王禮平牧師
劉志信牧師
劉哲沛博士
林恩波弟兄
許志明弟兄
顧問：
王永信牧師
莊祖鯤牧師/博士
黃維仁博士
高榮德牧師
李學勉長老
吳怡明牧師/醫生
阮雄長老
同工：
行政主任/教務：
范霏姐妹
總務主任/財務：
黃兆嘉弟兄
亞洲事工協調：
劉曹思鳳師母
註冊/圖書館：
李翠霞姐妹
行政助理：
林咏咏咏蓁姐妹
圖書館：
林淑媛姐妹
計劃管理：
顧惠翎姐妹
網頁資料庫：
陳柏興弟兄
圖書募捐：
周約彼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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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一位從事神學教育的朋友談起神學院的事工。我們談到把神學生從亞洲招到北
美，或者到亞洲成立神學班的優勢與劣勢；談到華人神學院認證的需要；也談到華人神學
院的現況…；最後，談到神學院的經費。
他提到有一間華人神學院，培育一個神學生一年平均的經費是3萬美元。另一間神學
院，平均的費用是2萬美元。而我略略計算一下，以基督神學院的支出，培育一個神學生
一年的平均費用是4千至8千美元。我們能作如此良好經濟效益的安排，原因有二：長期以
來，我們神學院的老師與同工都以支取部分生活費或義工的方式來事奉。其二是，我們把
老師從北美送到亞洲教導。
把老師差派到亞洲，被造就的神學生非常多，也讓當地的教會得到立竿見影的果效。
因為學生人數多，所以教一門課，老師常要批改一、二百份的報告。老師教導頻繁，同工
的事工也很繁忙，卻都是任勞任怨。求主記念我們的老師與同工，為神學教育擺上奉獻的
心與愛學生的心。
我再次謝謝許多愛主的弟兄姐妹，為學院禱告並以金錢支持。基督神學院很謹慎地使
用每一分奉獻，來裝備神國的精兵與教會的僕人領袖。願神賜福給你們的事業、家庭與事
奉！

劉英華老師的話-如鹿渴慕溪水
你能想像那來自四面八方靈裡饑渴的面龐嗎？他們不是剛信主的弟兄姐妹，而是多年
忠心服事主的僕人。他們曾經經歷種種磨難，對聖經非常熟悉；他們曾經帶領許多人歸
主，很蒙主祝福。但是，就是這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勤奮學習神的話語，哪怕是一個
細節也不肯放過。而且，他們都非常謙卑。雖然有些人年齡大了，卻從來沒有要求老師
降低標準。他們以服事的心來學習，對知識和靈命的追求真是如鹿渴慕溪水。
我在三方面很有感觸。第一、他們看到的異象非常清楚。新一代的信徒知識水平越來
越高，如果不與時俱進，抓緊機遇裝備自己，將來真地會無法完成神的託付。第二、他
們目前的基礎已經很蒙神祝福，如果進一步裝備，進深一些，將會使他們的服事事半功
倍，更蒙福。第三、基督神學院所提供的課程，以及規範性的教導對他們很有幫助，回
應很好。

2013年中「同額倍增」奉獻

(Matching Fund)

基督神學院在亞洲與香港的神學宣教事工發展迅速，而需要也隨著增加。感謝神的厚
恩，有一對愛主的夫婦，願意在年中以「同額倍增」(Matching)的方式來奉獻一筆金錢，
支持學院的事工。換句話說，您奉獻的金額，將會使神學院收到雙倍的數目。「同額倍
增」的最高額為5萬元，至今年8月底為期限。誠摯邀請您來參與這擴展神國度的事工!若
您心中有感動，但原本計劃遲些才奉獻，呼籲您禱告尋求，是否有感動在8月底前奉獻，
使您的奉獻可以達到倍增的效應，恩上加恩。我們呼求神，因著您的奉獻，讓北美及亞洲
各地的骨肉之親，得到整全的神學裝備，成為合神心意的僕人領袖，帶領並推動教會作更
有效的宣教。除了支票，您也可以用Paypal在本院網頁奉獻。願神大大賜福給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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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基督神學院預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250,000 (校址維護，水電，日常維護費用與貸款利息，
    六位非全職教授，六位非全職同工）
亞洲事工：
$  85,000 （老師的旅費與講員費和事工與部份同工經常費用）
獎學金：
$  40,000 （為幫助需要的傳道人與亞洲背景神學生）
長程/網路教學：
$  10,000 （CD、DVD 與網絡教學和設備費用）
圖書館：
$   5,000 （現階段每年需購買書籍）
———————————————————————————————————
2013年所需經費： $ 390,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費用1/5）
神學院建築貸款： $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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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報導
事工動態
* 劉志信牧師：3月初到4月中和劉師母到亞洲7個城市4個碩士班教導「靈命塑造」與「婚姻與家庭輔

*

*
*
*

*

*
*
*

導」課程，並到香港舉行籌款餐會。5月24-26日到馬利蘭州帶領退修會。7月中將到拉斯維加斯生命
河靈糧堂分享異象。10月底到香港教導「教會領導的衝突處理」教牧博士課程。
孫通牧師：3月30日-4月4日至加拿大維華神學院教導「詩篇」；6月1-12日在亞洲二個分校教導「舊
約歷史書」，並和師母一同教導「實用希臘文」；9月20-30日到亞洲另一個分校教導「舊約歷史書」
與「講道學」。
陳若愚牧師：繼「職場事奉與使命」課程後，積極的將6位老師教導的內容編輯成書。10月將到亞洲
一個分院教導「系統神學(3)、(4) 」,並到另一個分院教導「系統神學(1) 」。
劉英華老師：3月19-23日亞洲分校教導「教會歷史」。將於11月份到亞洲二個分院教導「教會歷史」
與「使徒行傳」。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3月11-15日真道神學院博士班教導「愛與衝突輔導」課程,3月22-24
日帶領夫妻「愛與衝突」成長營,4月5-10日及5月18-19日灣區教會衝突處理，5月25-27日南加州國際
大使命教會帶領「愛與衝突」家庭營，6月8-9日美國家庭更新協會同工退修會專題講員 。
董事會主席黃子斌長老於去年底舉家遷往西雅圖，與女兒和外孫子女一家共享天倫之樂。雖然他人在
八百哩外，但心仍然深深的繫在基督神學院的事工上，每週四用skype與同工開會，電話關懷同工，
並且定期返回加州開董事會。同工們都被他的認真，負責及愛心所感動。
董事黃兆嘉與妻子范霏，4月15日第一次前往亞洲分校探訪並教導“愛與衝突”課程，回程返台探
親。
同工李翠霞姐妹與丈夫劉應鋆傳道，一月搬家，三月初到五月中在外地培訓，預計八月初到九月初前
往西班牙宣教。
圖書館：感謝多位牧者與弟兄姐妹捐贈圖書！今年三月我們利用神學院沒有課的一星期空檔，由孫通
牧師帶領同工及許多義工一起參與整理圖書館，使得許多箱的書籍可以重見天日，當一本本的書整整
齊齊陳列在孫牧師親手釘的書架上，大家都很有成就感。在此特別感謝劉桂辰姐妹和林淑媛姐妹加入
義工團隊，為書籍分類及貼類號再依號碼有順序地排在書架上，讓圖書館有一番新的氣象，歡迎參觀
並繼續捐贈。

2013年基督神學院事工收支
2013年學費與奉獻收入: $130,000(至2013年5月止)
2013年事工支出﹕      $160,000(至2013年5月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年事工尚需經費:   $260,000(至2013年12月止)
神學院建築貸款:       $310,000
奉獻可以使用支票或上網使用信用卡。
再次謝謝您的愛心奉獻，代禱與支持。
基督神學院同工合照

基督神學院
八週年感恩餐會
2013年9月15日 （週日）
5:30 PM
假王朝海鮮酒家舉行

孫通牧師帶領同工及許多義工一起參與整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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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願主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

		

1

「愛與衝突」課程-成為「和平使者」

2

「愛與衝突」課程教導之三人行

2

「愛與衝突」DVD亞洲課程教導		

3

職場事奉與使命課程

4

沒爸沒媽的教會

5

院長與老師的話，預算與代禱

6

學院動態報導

		

領
袖

7
8

2013年夏季教牧博士秋季碩士科課程

代號

徒

課

2013年夏季教牧博士課程
教 授
日 期

程

MC805

基督信仰與中西哲學

蘇景星牧師/博士

7/8 - 7/12

PM810

崇拜理念與聖樂帶領

陳慈嬡博士

7/15 - 7/19

代號

課程

認知改變輔導觀念與技術
(3 學分)

武自珍教授

7/26 - 7/28
8/2 - 8/4

TT513

系統神學(三)
教會與聖禮(2 學分)
以賽亞書(2 學分)

陳若愚牧師

9/5 - 10/17

孫通牧師

EQ 與性格（性格分析與
成長之道）(2 學分)
協談輔導(一)
傾聽他的心 (2 學分)

王祈老師

9/7 - 9/8
10/5- 10/6
9/20 - 9/21
10/11- 10/12
9/27 - 9/29

NT514

加拉太書(2 學分)

劉英華博士

LA503

實用希伯來文(2 學分)

孫通牧師

PL521

職場衝突處理 (2 學分)

劉哲沛博士/
王蘭馨老師

PC506
PC521

週一
9 am
週一
9 am

-

傅立德牧師

10/19 - 10/20
10/26 - 10/27
10/24-12/19
(no class on
11/21 & 11/28)
11/8 - 11/9
11/15 - 11/16

間

週五
3:30 pm
週五
3:30 pm

2013年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教 授
日 期
時

PC526

OT525

時

地點
校本部
校本部

間

地點

週五 7 pm - 10 pm
週六 9:30 am -5:30 pm
週日 2 pm - 8 pm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週六 9 am – 5 pm
週日 2 pm - 5:30 pm
週五 7 pm - 10 pm
週六 9 am - 5:30 pm
週五 1 pm - 9 pm
週六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30 pm

校本部

週六 9 am - 5:00 pm
週日 2 pm - 5:30 pm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校本部

週五 7 pm - 10 pm
週六 9 am - 5:30 pm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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