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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的祝福是什麼？
《創世紀》裡的雅各，被歷世歷代屬神的兒
女所津津樂道。因為在雅各身上，每個人都不難
發現自己的影子。
從雅各用「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創25：26
）出利百加母腹開始，到「雅各囑咐眾子已畢，
就把腳收在床上氣絕而死」為止（創49：33）；
從抓「腳」到收「腳」，雅各的一生活活的躍然
紙上，使人深刻的體會到，聖經背後那位至偉工
匠巧妙雕琢的手，唯有祂能夠改變人不可改變的
剛硬的心。
叫一個手心向下，一心只為攫取地上好處自
私自利的人，逐漸變成手心向上，從神那裡支取
恩典和力量，以神的心為心，以神的意為念，成
為為別人祝福，施恩與人的人，這是何等的大能
啊！
人人都想要征服外面的世界，神卻要人改變
內心的世界。因為天國需要的不是人的能力，要
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在基督裡成
為「新造的人」！(林後5：17)

地上的抓取
雅各從小喜歡圍著灶臺轉，媽長媽短的贏得
母親關顧；而以掃卻迷戀於曠野打獵，為好吃野
味的父親所鍾愛。歷史再一次證明，四肢再發達
也終究抵不過腦筋急轉彎的。一碗紅湯，雅各換
來以掃長子的名分；母親又幫著雅各以欺騙的手
段，奪得父親準備給以掃的祝福。自此家中風雲
突變，天無寧日。雅各見此只好走人，逃往巴旦
亞蘭其舅拉班家，以躲避哥哥的暴怒。
在舅家一住就是二十年，雖然雅各責備拉班
說：「我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不得合
眼睡著」，「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價」（創31：40
、41），但是再財迷狡猾的拉班，面對強悍的雅
各，也只能仰天長歎：「既生瑜何生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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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提摩太牧師
基督神學院亞洲分院負責人

心愛的女兒嫁給了雅各，他看做比命根還要緊的肥壯
羊群，被雅各巧施計謀奪了去。因此，在《創》32章
第10節，雅各無不感慨地對神說：「你向僕人所施的
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點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著我
的杖過著約旦河，如今我卻成了兩隊了。」從世界的
角度看，雅各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功人士。

從神支取
神賜給雅各夠用的頭腦、頑強的體力、和夠多的
財富。但，福氣歸福氣，擁有這些的雅各，他知足了
嗎？他的信心昇華了嗎？從經文看，他的生命並沒有
實質性的改變。
保羅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
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腓4：12）。如此看，雅各仍像一
塊沒有燒透的磚，需要烈火窯繼續不斷的錘煉。
在雅博渡口，當只剩下雅各時，「有一個人來和
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
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
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
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給雅各改名
叫「以色列」，意思是：「既屬天，何戀地呢？」從
此，雅各視神為以色列的神（創33：20）。
(下接第二頁)

亜協鄧博士視察亜洲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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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矩，得冠冕－ATA認證視察後記
成為亞洲神學協會(ATA)正式會員是基督神學
院走向正規化、系統化與制度化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早在2011年劉院長從神領受：「人若在場
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後2:5
），我們就開始重新規劃
學制、課程與神學院的管
理，按著「北美與亞洲事
工並重、聖經與實踐神學
並重」的理念，落實「以
神學教育宣教」。首先我
們建立師資團隊，向加州
高等教育局申請核準頒發
文憑，2013年通過之後，
立即著手ATA的認證申
請。2014年繳交書面自我
評審報告。
2015年3月中旬，三位ATA成員，Dr. Lua、Dr.
Shubert 和 Dr. Ro 到校本部視察；4月初鄧博士到

顧惠翎博士
基督神學院特別計劃負責人

香港和華東的二個分院實地查訪，順利完成初審認
證程序。通過認證的學位為教牧學博士（需增加一
位專任老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碩士
文憑科和神學學士。
成為ATA的一份
子，對基督神學院
的發展影響深遠。
我們的教學水準得到
肯定，也得到一個平
台，與其他神學院、
基督教機構互相承認
學位與學分、交流與
合作。更因這次上下
的齊心努力、密切
合作，使得董事、
顧問、老師、支持者、同工、同學、校友、對學院
的異象更加凝聚共識，對學校的向心力增長，讓基
督神學院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朝著標竿直跑。

(上接第一頁) 屬天的祝福是什麼？(續)

天上的剝奪
雅各認為眼下的祝福還不夠多，他抓住神，
機會難得，要更多地上的祝福。
那麼神怎麼賜福他的呢？
首先，神拿去了他最愛的妻子拉結，「拉結
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創35：19）。
再次，神拿去了雅各晚年由拉結所生的、最
疼愛的兒子約瑟。當他辨認出血染的彩衣，立時
悲痛欲絕，「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間圍上麻布，
為他兒子悲哀了多日。他說：『我必悲哀著下陰
間，到我兒子那裡。』」（創37：35）。白髮人
送黑髮人，可見痛及雅各的肺腑。
第三，神拿去他賴以為寶、約瑟的親弟弟便
雅憫。面對全家斷糧斷炊、無以繼生的危急關
頭，雅各只能忍痛割愛了。他老淚縱橫地說：「
但願全能的神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憫，釋放你
們的那弟兄和便雅憫回來。我若喪了兒子，就喪
了吧」(創43：14)。

放手順服
「喪就喪了吧！」一生善抓的雅各終於放手
了。人的難處就是對自己所愛的人或物，常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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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纏爛抓不肯鬆手，捨不得交在神手裡。當雅各迫
不得已一旦交了出去，便得到了真正的釋放。因為
他不再依靠手裡所抓住的，而神才是他的磐石，他
終極所依託的。
當雅各如夢初醒急於去見兒子約瑟，下埃及走到
別是巴時，高興之餘他沒忘記敬拜神。這時的雅各
不再思謀自己的得失了。他竟然擔憂起來：如此匆
忙離開應許之地，神的託付和使命誰來承擔呢？夜
間，神在異象中向他說話：「神說：『我是神，就
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
使你在那裡成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
定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創46：3-4）。

信心直向巔峰
雅各到了埃及，他兩次為當時的超級大國——
埃及的王法老祝福。經過剝奪，雅各的信心直向巔
峰。從雅各顛沛輾轉的生命過程，讓我們看到了，
地上多少的財富難以促使人生命長進，而天上漸次
的剝奪，神卻用祂自己的豐盛來充實。剝奪是痛苦
的，刮骨療心；剝奪也是幸福的，因為這正是上帝
聖愛的明證。
雅各的一生，應成為每一位行走天路基督徒的借
鑒和提醒；讓我們更依靠神，在風雨中經歷神大能
的美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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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學教育宣教日記－亞洲行
4/18 - 台灣客家神學院「化解衝突」研習會
4/17（週五）到台灣，週六在新竹的客家神
學院有一整天的研習會，分享「如何化解衝突」
。從最基本衝突的原因、層次、反應等，開始介
紹；因為這是人生必有的遭遇，多能引起台下的
共鳴，所以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且這次參加的人
數比預期多。很感謝神，臨行前有機會與基督神
學院的劉哲沛博士、王蘭馨老師討論，將教課內
容作些修正，盡量符合一般弟兄姊妹的程度與需
要。研習會中，我們也藉著短劇的表演，將真實
生活的衝突，活靈活現表演出來；再以聖經的教
導、應用原則來講解。講到最後一堂“前去道
歉”時，我分享自己如何饒恕的經歷，沒想到自
己走過的流淚谷，也成為多人的幫助。

林競生、鍾惠敏
基督神學院教牧博士班學生

的服事頗為緊湊，週二到週四早上負責同工禱告
培靈，晚上則是全教會的特會。這次特會的主題
是「化解衝突」，我們將在神學院所學的，加上
自己的經歷與見證，又用圖片與影片為輔助教
材，使會眾加深印象。可能教法新穎，主題又切
實際，所以反應非常好，不少人會後對我們說受
益良多，這也激勵我們宣教的心。
5/1（週五）教會有十對夫妻，包括牧師，在
退修營地，舉辦三天的夫妻營；臨時請我們負責
兩堂有關夫妻溝通的教導。週六當晚的華語聚
會，大都是從商人員與職業青年；會後有晚餐，
趁此機會多瞭解當地的華人。因為此次的服事較
重，我們不敢掉以輕心，兩人平均分配服事，包
括週日三堂的主日信息，我們總共要準備12堂的
信息。
這間約有800人的印尼教會，最讓我們讚佩
的是他們的讚美敬拜。同時用華語、福建話與印
尼語歌唱。四堂的主日聚會有不同的讚美敬拜團
隊，帶領與和聲者、歌團、樂團、鈴鼓舞團，都
早早準備，彼此合作，很看重聚會前的準備工
作。每隊約用兩小時練習，這種服事精神在其他
華人教會並不多見。

感言
林競生、鍾惠敏夫婦教導愛與衝突

之後，我們也介紹了「愛與衝突和睦事工」
，希望這個新成立的事工所推展的課程或營會，
能幫助台灣的教會建立和睦的生命。有幾位來聽
課的牧師、傳道都頗有興趣，想知道如何舉辦牧
者的營會。

4/20 - 馬來西亞華人神學院「小先知書」
4/20（週一）早上搭飛機到馬來西亞，在一間
華人神學院教導「小先知書」。因為這個科目我
們教導多次，內容大都能駕輕就熟。週六神學院
的負責牧師特別請了兩位同工姊妹開車載我們去
麻六甲遊覽。途中多與她們交通，瞭解她們在這
裡的服事、工作與婚姻。這些單身姊妹，都很有
能力又有才幹，但對婚姻這切身之事，有很大的
壓力與徬徨，因為不容易找到愛主又能同奔天路
的伴侶。我想這是e世代單身姊妹的共同困境與難
處，我們需要更多關心她們，也為她們禱告。

外出宣教與神同工，實在是神的恩典！感謝
神，也感謝基督神學院的教導，這些實用的課
程，可以在宣教中學以致用。其實每次的出外服
事，我們都恐懼戰兢，知道憑自己不能做什麼，
惟有倚靠神。此次看到神在馬來西亞、印尼華人
教會的工作，雖然彼此的語言、文化、背景不
同，但因基督的愛與救贖，在主裡我們都是一家
人。求神興起更多時代的工人，更多年輕的「約
書亞」來承接21世紀的教會，不但能在神學院受
裝備，也能切實參與教會服事；不論在傳福音、
講道、門徒訓練、宣教…各方面，都能按著神的
心意，跟上時代的命脈，預備主的再來！

4/28 - 印尼特會與夫婦營
4/27（週一）從馬來西亞搭機到印尼，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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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亞洲第一分院第二屆畢業典禮

高提摩太牧師
基督神學院亞洲分院負責人

2015年4月11號，基督神學院亞洲第一分院舉行第二屆畢業典禮。這是一個
極其低調、安穩，又不失鄭重、虔誠、令人感動和難以忘懷的儀式。

董弟兄

在莊嚴的鋼琴聲中，劉院長與同工帶領畢業班的同學們徐徐入場。男同學
身著深色西裝白襯衣紮領帶，女同學一律白襯衣深色褲子。著裝的統一更覺得
精神抖擻，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高彼得牧師領詩歌禱告之後，劉院長做了言簡意賅的畢業致詞，同學們深
受鼓舞。曹老師陸續讀出畢業生的名單。畢業的同學共有40位，27位獲得基督
教研究碩士，11位獲得碩士級文憑，2位獲得學士學位。當他們上來領受畢業
證書合影留念時，許多人都眼含激情的淚花。
三年啊,悠長的歲月，
艱辛與挫折，
付出與收穫，
教會、家庭、讀書、工作，
抓緊學習每時每刻，
裝備聖言日以繼夜，
疲憊中成長出盼望的喜樂，
淚水遮掩不住心裡的火熱！

初夏的海風
如期而至
畢業終將來到
送走三載人生季
一樣的課堂
不一樣的心情
少了些疲憊
多了些留戀
那些日子
擠車與路堵的壯觀
再次浮現腦海
曾幾何時
挑燈夜戰的情形
依然歷歷在目
恩師教導之聲
余音繞梁
同窗讀書之聲
朗朗上口

學生代表熱情洋溢的講話，
畢業生鏗鏘有力的決心，餘音繞梁，入耳扎心，神的名大得榮耀。高提摩太牧
師語重心長的勸勉後，「差派禮」達到高潮。畢業同學們跪在地上，劉院長和
同工們為他們禱告。求神賜福與同學們，往普天下去，執著使命，帶人歸主，
謙卑付出，成為眾人和時代的祝福，同學們熱淚盈眶激動不已。唱詩和祝禱結
束後，大家餘興未盡紛紛合影留念。

主啊
願你的呼召之聲
如昨日般響徹耳畔
願你的使命之言
伴明日一同上路

魏弟兄（班長）
三年裡，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日子是空著肚子來學
習的，也忘記了有多少夜晚為了作業而坐在燈前熬
到深夜。記得有一天，寫系統神學的作業時，到了
半夜還是找不到頭緒無從下手而哭泣，於是跪在沙
發前向神痛哭祈求恩典，然后起身回到桌前繼續整
理作業。就這樣，三年的學習讓我認識到自己原本
是何等的有限。記得剛來上課的時候，覺著自己懂
得很多，可是三年后我發現其實自己以前真的什麼
都不懂，即便懂的那些也有很多認識是有偏差的；
三年的學習讓我認識到原來信仰不是讓我走向封閉
與怪謬，而是走向自由與開放；經歷神的豐富與完
全；從老師的言傳身教中，感受到什麼是道成肉身
的生命，讓我知道我以后當走的是一條怎樣的道
路。

亜洲第一分院畢業差派禮

三年的學習，使原本並不相識的同學們彼此聯絡
在一起，並使我們成為服侍道路上一生的同行者，
日后我們可以彼此搭配，彼此扶持，彼此代禱，彼
此聯絡。神啊，我們願意回應你的恩召，我們願意
成為這個時代被你使用的工人，讓福音的使命透過
我們可以得到傳承。主啊，我們在這裡！
吳榮滁博士/牧師在北美教導釋經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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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姐妹（文書）
回首三年，酸甜苦辣，自在心間。2011年9月開學
之際，也是我剛剛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神賜給我
平安“恩典夠用”，既然出於神，主必負責。當時
就憑著這樣的信心，在全家人的支持下開始了三年
的學習。
三年的時間認識了40多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
妹，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
方，看到神的恩典如此奇妙。修阿姨用愛做成的
美味可口點心，班長魏弟兄接送老師、為大家印發
講義、劃考勤，還有可愛的曉梅帶給大家的歡笑…
。同窗三年，求主祝福、使用每一位他所栽培的兒
女！
永遠忘不了在產房我抱著剛出生的兒子，流著眼
淚唱《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將他奉獻給神；忘不
了劉院長和師母到醫院來為他作奉獻的禱告；忘不
了最后一課拍照留念時每個人的不捨；結束禱告時
每個人流淚的感恩與立志的宣告…。主啊，使我們
更像你，像你的謙卑，像你的聖潔；使我們學以致
用、學為主用，借著所學與所經歷的，為你贏得更
多的人，造就更多的人，報答基督神學院老師們的
心血，也讓愛我們的主心滿意足！

管姐妹
我帶著感恩和囑托開始了三年的學習。三年下
來，我想說：讀神學是我蒙福的開始！
三年中，在教會操練服事，在團契分享，開始帶
兒童主日學。最感恩的是，從今年春節后，我每周
三堅持回農村老家，帶著村裡的弟兄姊妹從一卷書
查經學習；這給我向父母家人傳福音的機會，我也
很樂意回去服事。服事中使我的生命開始成長。這
是神的恩典！
三年的學習也讓我的孩子蒙福。他學會自理。我
們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好，我盼望我的孩子將來也
能蒙神所召，讀神學，走服事主的道路！至於我和
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因為這是一條蒙福的路！

張姐妹
經過了三年的學習，臨近畢業，滋味萬千……有
終於釋然的放鬆，不用每天為作業疲於奔命；有悵
然若失的落寞，再沒有每月期待的“開工”；還有
三年建立起來的師生及同學情，同學真正開始親密
起來啦……從沒有想過在這個年齡還會有幾年的拼
搏，不是為了生存，不是為了名利，只是帶著在主
裡的使命和火熱的心。感恩的是，終於能夠堅持下
來，並且確信在畢業典禮前會完成全部作業，總算
交得了帳，回報神的恩典與老師的辛苦付出！
在三年邊學邊用的進程中，經歷了在挫折中成長的
痛與樂，更加有經歷神的機會，才會堅固信心，生
命長進。也擊碎了以往對神學的誤解，以為知識多
了會頭重腳輕，但其實不然，我們是在“學神”。
第二十二期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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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姐妹
在日月的變遷中，隨著一位又一位教授的
辛苦耕耘，風雨兼程，我們不知不覺已經學
習了三年，自2011年9月，在神的恩召下我
有幸進入了基督神學院亞洲分院的神學碩士
班學習裝備。受到神的眾僕人——教授們無
私奉獻和忠心的教導，僕人們為主這樣艱
苦、危難地服事我們，見證和實踐了真理的
道，已經成了我效仿的美好榜樣。還有那些
為我們默默以金錢奉獻，並各樣支持和膝蓋
的事奉工作者們，向您致禮感謝！
感謝主人高牧師的帶領和服侍；教會牧者的
支持、推薦和栽培；配偶背後的全力承擔；
院長和曹老師安排繼續的陪伴和關顧；感謝
三年的同窗，有同心，有幫助，有歡笑，有
苦累；我們的班長、影像師、財務、事務師
和文書等一班人馬，為我們服侍和操勞；還
有美食大姐和各位同窗，因為有您的服侍和
勞累，因為有您的愛和代禱，我，才有今天
的畢業和裝備，謝謝您們。

許弟兄
在這緊張、艱苦卻充滿喜樂的三年裡，神
改變了我。我的性格原本極其內向，「乃是
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源泉」，然而
在這三年裡，神打開了我的心，醫治了我所
受過的傷。我有過很多歷史開創：第一次
站主日學講台；第一次回老家傳福音；第
一次參加春節短宣；第一次站大學生團契講
台……雖然心裡仍然很緊張，但是我跨出了
第一步！我知道這是神的作為，是神藉著老
師們教導、關懷、醫治的結果。感謝老師們
的辛勞，俯就我的軟弱，把我扛在肩頭，讓
我看到了憑我自己所經歷不到的人生美景。
滿懷著期待，經過三年來神的陶造和老師
們的言傳和僕人般的身教，我感覺自己就
像一粒的蒲公英種子，經過陽光的溫暖、
大地的營養、雨露的滋潤，終於到了成熟
期，就要飛到空中，奔向遠方。那裡有神的
命定，也許是一塊沃野良田，也許是一片不
毛之地，而我們卻要在那裡扎根，開花，結
果。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呢？我受了神的三年
裝備和訓練，神會給我什麼樣的呼召呢？而
我能為祂作什麼呢？我能做好嗎？就像是戰
士披挂出征前一樣，我的心裡有一些緊張和
忐忑。忽然，開學的時高老師的勸勉回響在
耳邊：「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
與你同在！」上帝是我們的后盾，神學院也
是我們的補給，我信心一下子就有了，躍躍
欲試中充滿了期待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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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故榮譽院長：
于力工牧師/博士
院長/教務主任：
劉志信牧師/博士
副院長：
孫通牧師
神學研究教授：
陳若愚牧師
教會歷史專任教授:
劉英華博士
聖經新約研究教授：
吳榮滁牧師/博士
董事：
黃子斌長老(主席）
黃兆嘉弟兄(財務）
劉哲沛博士(書記）
劉志信牧師
王禮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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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鴻恩醫生
張佑邦弟兄
亞洲分院負責人：
高牧師
實踐神學專任教授：
劉仁欽牧師/博士
香港分院負責人：
陳慈嬡博士

劉志信牧師/博士
基督神學院院長

我和師母曹思鳳老師4月初出門，跑了香港、亞洲華東沿
海二個分院和台灣，前後共一個月。首先，陪著亞洲神學協會
（ATA）的視察員到香港和亞洲二分院視察，然後在第一分院
主持第二屆畢業典禮，並在二個分院教導。最後，我們到台灣
拜訪了幾個神學院、出版社和機構。
亞洲神學協會（ATA）認證
2015年3月18-20日，三位視察員到校本部； 4月7日，視察員鄧博士在香港會見
了當地負責人陳博士、在校學生與神學院的夥伴YMCA和中國宣教神學院；4月13
日，鄧博士會見了二個分院的負責人高牧師與宋傳道、教會夥伴、畢業生和在校
生。他最後的評語是：“基督神學院認真辦學，照顧學生，造就教會”。分院辦學
正規的情況超出他的想像，因此極力地贊成通過認證。
亞洲第一分院第二屆畢業典禮
等候已久的第二屆畢業典禮終於在4月11日舉行，40位畢業生魚貫地走入會場，
低調但莊嚴。我分享信息：“走一條又新又活的路”；曹思鳳老師確定畢業生應得
的學位；高牧師勸勉。最後是差派禮，學生們不停地流淚，願意走上事奉的道路，
為神所用。
亞洲二分院教導
我們在第一分院教導“靈命塑造”，在第二分院教導“基要真理”。讓我們
感動與安慰的是學生們都很追求，第二分院有許多學生要乘25-30小時的火車來上
課。有一位在職場事奉的校友告訴我們，她經常上神學院的網頁，知道同工們自己
釘圖書書架，也知道正在亞協的認證中。有一位學生從網上看到神學院財務赤字，
奉獻一筆現金。另外，有一對夫婦知道神學院的需要，把我們拉到房間裡，掏出了
一個裝滿現金的信封，讓我們甚為感動！
台灣神學院與機構之旅
在台灣，我們拜訪了亞細亞宣教神學院、中華福音神學院和台灣正道神學院，
中華差傳宣教機構、天恩出版社與橄欖出版社。我們看到神學教育的興旺與各處的
需要，台灣神學院都想招收國內的神學生，紛紛詢問我們的經驗。
基督神學院的前景
成為亞協正式會員，對基督神學院的事工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事工將更為
擴展。學生們非常興奮，同工們都很感恩；然而到處的呼聲更多，神學院的需要也
隨著增加。神學院的需要如下：
1. 健全的學制：亞協要求神學院的學制更加的健全，並適量增加專任與固定
客座教授。
2. 健全的財務：基督神學院每年的預算為50萬美金，以150學生的數目而言，
非常的精簡，但仍然是在赤字中。你可以成為神學院的個人夥伴，以$500一年來支
持亞洲一個神學生部分的學費。
3. 校舍的擴展：神學院的面積只有3700 平方呎，非常的擁擠。我們需要至少
大一倍的校舍來疏解老師與同工辦公室的需要，學生也有寬敞的課室上課。
結論
耶穌的呼召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路加福音10:2）求主差派
更多的人來受裝備，成為神國有用的工人。謝謝您一直的支持，我們為您禱告，凡
事順利與興旺。更希望您強力地繼續支持基督神學院！

2015年基督神學院預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320,000 (校址建築，水電，日常維護費用與貸款利息，六位非
                              全職教授，五位非全職同工，老師與同工國內經常費用）
亞洲事工：
$ 135,000 （老師的旅費與講員費和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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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00 （CD、DVD 與網絡教學和設備費用）
圖書館：
$  10,000 （現階段每年需購買書籍）
———————————————————————————————————
2015年所需經費：
$ 514,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支出費用1/5）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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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動態報導
「同額倍增」奉獻（Matching Fund）
感謝神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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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您來参參與這擴展神國度的事工!
•劉志信牧師/師母：4月初陪
同亞協（ATA）到香港和亞洲二分院
視察；在第一分院主持第二屆畢業典
禮；在二個分院教導；並到台灣拜訪
神學院。5月底到波士頓北美中國神學
生大會介紹基督神學院。7月將到亞洲
二個城市帶領培靈退修會，10月到西
雅圖帶領神學教育專題「約翰福音」
•孫通牧師：1月14-23日在亞洲的
兩個分院教授摩西五經，3月6-8日於
底特律華人宣道會帶領佈道會；4月於
校本部講授【摩西五經】。
•劉英華老師：4月至6月中旬在
校本部教導【教牧書信】；6月在亞
洲分院教導【教會歷史】；7月開始
負責教牧博士課程。
•陳若愚牧師：2-3月間在校本
部講授【系统神學I:三一上帝、創造
與人觀】;四月初於「校城教會」退修
會中担任講負，並於5月底前往亞州培
訓,講授【系统神學II:基督論與救贖
論】;陳牧師之專文:「衝量教會更美
的指摽」亦己於華福中心出版之《教
牧分享》(May, 2015)中發表。

•本院畢業生林競生與鍾惠敏夫婦：4/18在台灣的客家神學
院有一天的研習會，講解「如何化解衝突」。4/22-26在馬來西
亞的愛修神學院教導「小先知書」；隨後到印尼的生命泉華人
教會舉辦三天的特會，並培訓當地的同工。感謝主，會眾反應熱
烈，獲益良多。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3/14-15在洛
杉磯帶領【愛與衝突夫妻成長營帶領夫婦訓練】
；3月在校本部教導【愛與衝突】課程；5月在洛杉
磯帶領【愛與衝突夫妻成長營】；6/1舉辦牧者研
討會，主題為【從馬太福音18章談教會衝突處理】

2015年1-4月基督神學院事工收支
奉獻/學費收入:    $   93,000
神學院事工支出﹕  $  140,000
年度特別項目支出﹕$   25,000
-------------------------------------------------------------------

神學院事工結餘:   $ (-72,00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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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期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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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代號

課程（4學分）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PL811

人才培育與教會增長

蘇文隆牧師/博士 7/6 - 7/10

PL815

宣教歷史的回顧與當
代牧養的挑戰

莊祖鯤牧師/博士 7/13 - 7/17 週一到四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代號

課程

2015年夏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教 授
日 期
時

PC555

精神醫學與教牧輔導
(2 學分)

徐理強醫生

6/12 - 6/14

PC527

婚姻關係認知情緒輔導
(2 學分)

武自珍教授

7/25 - 7/28
(週六-週二)

OT502

舊約歷史書(2 學分)

孫通牧師

9/12 - 9/13
10/17 - 10/18

TT512

系統神學(二)- 基督論與
救贖論 (2 學分)
人際關係的和好與重建系
列 - 親密關係與衝突處
理
福音神學(一)
(2 學分)

陳若愚牧師

9/17 - 10/29

PC534
TS501

週一到四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PM513

教牧學
(2 學分)

BS521

聖經史地
(加聖地實習-2 學分)

週五
週六
週日
週六
週日
週間
週六
週日

間

1 pm - 9 pm
校本部
9 am - 5:30 pm
2 pm - 6:00 pm
9:30 am–5:30 pm 校本部
2 pm – 9 pm
7 pm – 10 pm
9 am - 5 pm
校本部
2 pm - 5:30 pm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劉哲沛博士/ 9/26-27 週六/週日 週五 7 pm – 10 pm
王蘭馨老師 10/9-10 週五/週六 週六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 pm
傅立德牧師
10/23 -10/25
週五 1 pm - 9 pm
週六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6:00 pm
劉志信牧師
10/31 - 11/1
週六 9 am – 5 pm
11/7 - 11/8
週日 2 pm – 5:30 pm
王禮平牧師
孫通牧師

11/14 - 11/15

週六 9 am – 5 pm
週日 2 pm – 5:30 pmm

基督神學院為加州高等教育局(BPPE)核准的非營利神學院，頒
發教牧博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與學士學位和文憑。

地點

校本部
校本部
基督之
家五家
校本部
校本部

亞洲神學協會（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會員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招生中，設有獎學金，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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