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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節默想：
人們不曉得甚麼？
路加福音 23:33-43
33 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那兩個犯人，一左一

右。34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甚麼。”士兵抽籤，
分了他的衣服。 35群眾站著觀看，官長們嗤笑說：“他救了別人，如果他是基督，是
神所揀選的，讓他救自己吧！”36士兵也上前戲弄他，拿酸酒給他喝，37說：“如果
你是猶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38在耶穌的頭以上有一個牌子寫著：“這是猶太人的
王。”
39懸掛著的犯人中，有一個侮辱他說：“你不是基督嗎？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40另一
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是同樣受刑的，還不懼怕 神嗎？41我們是罪有應得的。我們所
受的與所作的相稱，然而這個人並沒有作過甚麼不對的事。”42他又對耶穌說：“耶穌
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43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必定
同我在樂園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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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
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
到底
他們（有份處死耶穌的人們）不曉得甚麼？
一、不曉得他們「所作的」：包括譏笑耶
穌、幸災樂禍、把祂釘在十架、出賣、把眼
中釘除掉等。人因為瞎眼看不見，對何謂「拯
救」有他們自己的標準，例如當祭司長和文士
譏笑耶穌不能「從十架上下來」時 1 ，心目中
所想到的是一種報復性的拯救。他們不曉得甚
麼是十架之路，上帝藉這條路施恩給世上一切
的人，要顕明祂的愛。在十字架上，無辜無罪
的主耶穌承擔著世人的罪。而在十架之下，人
間卑劣的真性情和罪惡顯露無遺，例如以惡報
善、忘恩負義、嫉妒殺人，假冒為善、惟財是
命（抽籤分贓）、埋沒良心。
二、不曉得十架的路是一條怎樣的路:
1、十架的路會引起別人的奚落與譏笑，
因為這是一條「敢於不救自己」的路（敢「
不」，勇也），也就是為人犧牲的路（主曾
說：「我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
人」）。正因為主基督不救自己，世人才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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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可能。
2、十字架乃是人與主相遇的地方 2。每一
位真正跟隨主的人，必然在十架下與主相遇：
十架上主的代死，使我們見到自己的罪──釘
十架是主代替我們而死的舉動，藉這舉動祂代
替我們把捆綁我們的勢力釘死，就是把那捆著
我們，使我們無能為力，掙脫不了的罪的勢力
釘死，處理了我們無法治死的惡行、我們無法
掙脫又沉迷其中的癮頭、揮之不去的怨恨、牽
制我們的貪婪、慾望與血氣、壓在我們心頭的
埋怨、自卑、狂妄、恐懼等。

二
（同釘的犯人之一）就說：「耶穌啊，你
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23:42）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
同我在樂園裏了。」（23:43）
一、當耶穌釘十架時，左右兩旁都有與祂
一同受刑的強盜（可15:27），其中一個死不
悔改，似乎認為死又何妨，曾活過又做了敢幹
的事，已算不枉此生。他甚至取笑耶穌說：「
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1

路23:19）他對同釘的犯人看來沒有意
見，沒有期望，只認為耶穌的死不及他
英勇。
這個強盜代表著一些人，他們認為
做了壞事，沒有甚麼大不了，至多就是
死；他們輕看生命，不知生有何價──
因為他生命中沒有上帝。難怪另一位犯
人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
不怕神麼」。這個不知悔改的人甚至認
為，宗教信仰只是幫助人逃脫刑罰，他
所希望的是基督幫助他不需要承受罪的
後果；在這犯人來看，「得拯救」是不
需要悔改和承擔惡果的。
二、相反，另一名犯人表達出，他
需要的不是肉身得釋放免受刑，而是需
要主，並主的記念和赦免。在十架七言
中，
我們不知道他聽到幾多句，亦不
知道他了解基督有多深，然而他聽到另
一位犯人的話後，就應聲責備：「你既
是一樣受刑的，還是不怕神麼？」，隨
後說：「我們是應該的（如此受刑），
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
我們從他這些話實在聽到他的心聲，曉
得他悔改懼怕神，很希望得到上帝的赦

免；較早前主說：「赦免他們，因為他
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34)，這話他
聽進心裡了。
主基督曾說過：「你們必曉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八
32）十架的路是一條因主的大愛而逆轉
人生敬拜對象的路。兩個強盜中，一個
被掛在十架上仍然以自己為英雄，敬拜
自己：他譏笑主耶穌不夠英雄，認為祂
若有真本事就該反抗到底。但他的同伴
卻有不同的領受:
他曉得基督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
事，面對基督美麗的生命，他覺悟自己
的過錯。
他對另一犯人的話「應聲」回答，
表示一個自然的反應，是出於真情有感
而發實在的心聲。他的責備顯示他良心
復甦，生命改變，因悔改而恢復了人的
尊嚴，以致對荒謬不正確的事起反感。
他說：「我們是應該受刑的」，顯示他
認識自己在過去的生命中，因從來不讓
上帝來管理，造成了諸多的惡果。
他因面對主基督莫大的憐憫和赦
免，認識了上帝的心腸。這強盜看到義

者耶穌與他在一起，在同一境況下受
刑，按理應是耶穌先責罵他「死有餘
辜，死不足惜」，但耶穌不作聲回罵，
因為祂不救自己，乃要赦免罪人。這個
犯人知道上帝是為人行事一切的標準，
人生最終要向公義的上帝交待，但上帝
也是有憐憫和赦罪的恩主。
他因為相信上帝會使基督復活，對
基督存着盼望。
他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
候」，即認為主耶穌不會就此完結，祂
必會復活得榮耀作王。他說：「求你記
念我！」──這個犯人的「我」從來無
人記念，無人愛過、無人關心過，現在
來到那位以無條件的愛，為人犧牲的主
基督面前，他的生命有了價值」，「
我」在主的記念中是何等寶貴！耶穌
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
樂園裡了」，與主面對面就是樂園的開
始。
讓我們透過本段經文，對十字架的
路，和釘十字架的主有更多的體會，也
樂意與他人分享。 ■

1.「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太27:46)；「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
他。」(太27:41-40)
2.當人們經驗到罪的傷害，和罪所帶來的不自由與痛苦，並願意將自己的罪向主敞開時，就是在十架與主相遇。 在受凌辱中經歷主的同在時，也是在十字架下與主相遇。

教授動態
呂紹昌院長
於2013年底到2014年初亞洲遠東宣教行
程，蒙神保守與使用，將繼續有跟進的
培育計劃，求神帶領讓基神的教授、
學生可有機會在一特定宣教族群之中服
事，請代禱。
二月中旬，在暴風雪中，回到其事奉過
的母會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有密集的
神學課程，參加與迴響都十分熱烈。正
禱告尋求如何與眾教會配搭，思考更長
遠的課程，為下個世代培育教會領袖。
三月中旬，在山景城基督徒會堂，講授
聖經講座，傳講撒迦利亞書。

吳羅瑜老師
於灣區數個教會主日證道，二月16日在
三藩市沙崙浸信會主講神學教育主日。

何崇謙牧師
賴可中牧師
於灣區不同的教會
主日證道。

葉裕波牧師
1月-3月在灣區各教會主日崇拜講道。3
月3日下午聯同呂紹昌院長及拓展部主任
吳顯揚參與校友會職員會，商議與校友
的聯系。3月15日與四位同學一同參加北
加華浸福音訓練大會，並主領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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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新牧師
前往灣區各教會主日崇拜講道,包括1月
12日 領三位同學到三藩市第一華人美
南浸信會主持神學主日。
此外於2月
15~16日前往加州CHICO華人團契帶領舊
約培訓。

呂紹昌牧師

院長的話

學習禱告的良辰
看見基神（一）
時間飛快，到「基神」事奉，早已
過了一年。這誠然是路徑滴下脂油的一
年，也是神以恩典為年歲冠冕的一載。
在將近四百日子中，我看見「基神」從
神手中領受了豐厚的恩典，經歷祂大能
的作為，同時，也看見神給「基神」
許多未得之地。因此，當同工們要我談
談基督工人神學院的優點時，我欣然同
意，因為這並非困難之事，神確實恩待
了「基神」。
我看見，「基神」是一所很重視禱告
的神學院。這是四十一年來合神心意的
傳統。基督工人神學院也是牢牢地建基
在順服主耶穌的教導，合乎聖經，合乎
聖徒典範的傳承之中。創校之初，于力
工牧師用四個字「禱、讀、傳、建」來
描述神學院的願景，成為當時之院訓。
今日的院訓—「立於聖言勤於禱，忠於
使命敏於行」—在精神與實質上都傳承
了那起初的感動。
禱告，不能只有神學理論的論述，更
需要完成身體力行的操練。禱告，是名
詞，更是動詞。渴慕親近神與經歷神，
卻不禱告，根本是緣木求魚。這正是我
說「基神」重視禱告的重點。
「基神」是個努力操練禱告的學

院。週一到週四上課期間，每早上八點
鐘，所有全時間的學生都到校開始個人
靈修。八點二十分群體靈修開始，我們
齊聚小教堂，在講壇前，我們跪下，詩
歌讚美，讀經分享，禱告代求，享受神
的同在，仰望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禱
告是主的吩咐，是我們的需要與渴慕，
是與主聯合的必要管道。晨禱會不可或
缺。邦茲說得精確無比：「如果神在我
們早晨的思想與努力中不佔第一位，那
麼在其餘的時間中，祂就佔末位。」（
《祈禱出來的能力》，第68頁）。
聖徒相通的禱告會似乎逐漸成為失
落的操練，但我為「基神」不僅堅持傳
承，而且有活力與經歷而感恩。然而，
我也反覆思想，重視禱告，該讓人覺得
慶幸與誇口嗎？禱告豈非基督徒的本
分？更何況蒙召事奉要帶領群羊的牧
者、教授、神學生？我們有何可誇之
處？慕安德烈很坦誠謙卑地承認：「在
一次的教牧人員的聚會中我們每人都為
不禱告的罪而深感羞愧難為，我們每人
都需要承認在禱告事奉上是『有罪的』
。」不禱告不是一種軟弱，而是一件大
罪。（《信徒禱告生活》，第2頁）
晨禱會是聖靈作工的時刻。滕近輝牧

師說得好：「當我們跪下之時，就是主
起來工作之時。」祂不僅要為我們成就
我們所作的工，更要成全我們，因為「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弗2:10）。
在校園裏，我看見，「基神」的學
生、同工、教授，願意在禱告中經歷神
的工作，每天不斷地被提醒，離開了
主，我們甚麽也不能做（約15:5），但
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4:13）。
我禱告，基神所培育出來的傳道人，
在神學院的操練中，養成日後事奉的能
力與忠心，成為神國的忠僕，隨時舉起
聖潔的手，為基督的國度與肢體代求。
我禱告，神賞賜「基神」畢業生多
有禱告的夥伴，能一同勞苦，帶領出能
忠心禱告的教會。邦茲說得毫不客氣，
但句句鏗鏘：「傳道人絕對必須祈禱，
信徒也絕對需要為傳道人祈禱。這兩件
事應結合為一，永不拆離；傳道人必須
祈禱，同時，傳道人必須被信徒的祈禱
支持。」（《祈禱出來的能力》，第116
頁）
小教堂中的晨禱會，已成為我的學院
生活中極為重要的時刻。這是無可取代
的時刻，是學習禱告事奉的良辰。■

課，黃昏時候，呂院長及師母在校宴請
師生同工，飯前舉行比賽（猜老師和同
工名字），氣氛熱鬧。
為了歡迎新同學以及慶賀新春佳
節，學院師生於2月7日早上。師生分組
乒乓球賽、進行聖經問答比賽，共進午
膳，猜燈謎（同學名字）、渡過了一個
歡樂、感恩的中國新年。
3月3日，灣區牧者聯合禱告會在基
神舉行，將近八十位牧者同工參加。由
本院學生帶領敬拜，呂紹昌院長分享信
息「時代新挑戰、國度好僕人」，跟著
與會者分成七組彼此分享代禱，繼而一
起用膳，同沐主恩。

3月10日，老師們建議修訂兒童事工
證書課程，加設「家庭事工」主修，事
後董事們熱烈贊成。
3月25日，神學體驗日當天有28位弟
兄姊妹參加。願神在他們身上做奇妙的
工作，帶領他們到學院接受裝備。
3月28-30日，有7位同學參與天路事
工福音營的小組服事。
學院正在申請美加神學院協會
（ATS）正會員候選資格，4月9-10日ATS
特派專員來學院視察。
葉裕波牧師與15位同學在4月12日將
參與Atwater受訓機師的福音事工。■

學院消息
1月7-9日，吳羅瑜博士講授冬季密
集課程「希伯來書」,1月20-24日，何崇
謙博士講授冬季教牧博士課程「崇拜學
與教會體制模式」；兩科均順利舉行。
1月16日，春季學期正式開始上課，
本學期共開設14門課。校本部現時全部
學生（旁聽生在內）約一百位，其中新
同學共有12位，修讀道學碩士：邊瑤、
雷吉源；修讀聖經研究碩士：張瑩芸、
吳永強；修讀教牧碩士：夏啟文、李
玲、徐英朗、陳彤；修讀基督教研究文
憑：陳肇禧；修讀基督教研究證書：謝
芳、張穎、魯宜。
1月30日是農曆大除夕，學院照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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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作神兒女的挑戰和見證
吳顯揚

吳弟兄獲正道神學院道學碩士，自去年八月起為本院拓展主任。

一、家庭的信仰背景
我父親是牧師，母親是老師，家中
有兄妹各一位，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教會
的長老。從小我就單純的接受基督的信
仰，15歲那年，在台灣新竹中正長老教
會決志受洗。這輩子我並沒有大病得醫
治、或大難不死等刻骨銘心的歸主經
歷。但神卻在生活中磨練我，讓我經歷
他。
家父母常用聖經的話和基督教信仰
來撫養我們三個孩子。記得1963年，父
親在美哥倫比亞神學院進修時，母親和
我們留在台灣，每天清晨母親要我們靈
修、禱告，晚上也帶我們查經，為父親
在美的求學及生活禱告；她更要求我們
背誦詩篇及箴言。家母對聖經的學習，
信仰的執著，規律的教會生活，給我們
很好的榜樣，對我們以後的信仰影響甚
大。

二、人生的經歷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
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
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
5:15～18）
在我12歲那年，家父看到我和哥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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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氣急摔壞鋼筆後，罰我抄寫這段經
文100遍，另罰勞役三個月。家父要我們
兄弟倆，不可以惡報惡，要積極地追求
良善，彼此相愛。身為老二的我，年輕
時一心要求 「公平」待遇, 可惜我因經
常不平則鳴而犯錯，也付出被管教的代
價。現在的我，人生已到了下半場，體
會到若非有主，一般人不免像年少時的
雅各，為了得到對己有利的事物，無不
用盡心機詭計，那有心思去想公平與正
義？經過一甲子的歲月，我從台灣移居
美國，在生活中多次經歷神，有管教，
卻有更多的恩典與憐憫！九零年代，國
防工業蕭條，我白天上班，晚上苦讀網
路工程。感謝主的恩典，我從航太工業
（NASA）被遣散後，能轉換到網路資訊
的職場。這28年來，好幾次遇到矽谷景
氣的大起大落，讓我認識到人的有限和
無助，但神是「耶和華以勒」(衪必預
備)，每次我被解僱，瀕臨絕望時，祂總
賜下新的機會。我於1999年進入CISCO
工作,因為網路發達，公司很多工作移
到印度，加上我們是全球性的產品研發
團隊，常常從早到半夜都在開會，每天
就是忙碌,與忙碌。但因為工作帶給我
事業的成就、物質上的滿足、他人的掌
聲，於是在忙碌與盲目中，我不再有時
間親近神，我充滿自信，自負，驕傲，
以為這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所
以我繼續追求人生抱負和理想。然而沒
有永遠飛黃騰達的公司，從2004年到
2006年，將近兩年期間，公司大環境的
變動，上司無止境的要求，讓我學習「
忍耐，等候，節制，誠信」的功課。偶
爾感到「苦毒」，可是內心常有一句話
提醒著我，「If I were Jesus, what
would Jesus do?」表面上，我似乎是受
到上司的苦待，像昔日埃及的法老對待
以色列百姓一樣，其實，我深知道，我
內心裡的慾望才是真正催逼我的法老，
我已落入慾望和貪婪的網羅裡。

三、生活與生命的領悟
有人說「人生七（力歷曆）」:「二

十看智力，三十看學歷，四十看經歷，
五十看體力，六十看財力，七十看病
歷，八十看黃曆！」我們真的一輩子都
在「比」這些嗎？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
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
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提前
6:17)」。想到數十年來，我為生活在
職場上打滾，就像那陀螺隨著繩子起舞
打轉，當旋轉力道用盡時，陀螺就伏倒
了。我就是這只陀螺嗎？
神藉工作上的難處，把我挽回來。我
深知神所愛的，衪必管教，為的是要我
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

四、生命的改變
自2006年我適時退休，我思想人生
下半場的意義何在。既然蒙召，成為屬
神的子女，生命就應更新，每天就要學
習主的樣式，有主聖潔的生命。神給我
的感動就是更多勤讀「神的話」、多認
識神，不因權勢、地位、財富而怕得罪
人，總要敬畏神，按聖經的原則待人接
物，作個討神喜悅的兒女，來榮耀神！
因此我進入神學院，進深裝備，也重
視神學教育。2009年神學畢業後，我先
後在台灣及美國兩地的神學院服事，也
先後參加北大真理堂和庫伯蒂諾基督徒
會堂團契、主日學、團契的服事。越發
領悟，身為基督徒，當先求神的國和祂
的義，物質上的東西祂必會加給我們。
在我過去六十餘年中，神恩待我一家，
賜給我一對以傳福音為職事的父母親，
更賜給我與我同心同行共甘苦的妻子。
希望往後的人生，能常與主相交，愛
主，愛人，榮耀神！ ■

新的一頁
在我十多年的基督徒生涯當中，我聽聞過很多關於神學院
的“駭人”故事， 例如：要上那些由早到晚又極難明白的課
堂，然後要讀上千千萬萬頁的書，再在短時間內擠出長長的
論文，當然少不了那些令人完全不知從何入手的試題。

鄒勰麟

2013年入讀本院修讀道學碩士。

除了這些道聽途說的故事外，我也親
眼看見過很多牧師和傳道人，雖然他們
完全不介意那好比象徵式的薪金，仍然
盡心盡力，不辭勞苦地為他們牧養的羊
付出所有心力，但最終卻換來會眾的狠
批。
其實，神一直在各方面都非常賜福給
我：
在工作方面，神一直幫助我，讓我擁
有穩定的工作。我是屬於銷售部門的，
可以在家中工作，不需要每天在繁忙時
間塞車上下班，上班時間也比較有彈
性。而且每年公司也會派我到外地跟客
戶洽談生意，讓我可以出外走走，更不
用擔心一日三餐！
在經濟方面，神亦讓我沒有太大的負
擔。我和太太沒有孩子，兩人都有全職
的工作，所以日常開支也沒有大問題。
在事奉方面，神也為我安排不同的機
會，好像查經部，主日學部，關顧部，
和執委會等。
所以，我想了又想，我已經由神學院
延伸部的學生轉為半時間的道學碩士 學
生，我為什麼還急不及待的放棄我的工
作和舒適的生活，要轉為一個全職神學
生？用人的腦袋分析，好像是不太合邏
輯吧？！說真的，這個意念從來沒有在
我腦海出現過，直至一年多前，在二零
一二年的「基神」退修會中，我第一次
看見呂院長，他跟我閒談了幾句，接著
便問我有沒有考慮做全職神學生！我深
深相信這不是偶然。
接著的幾個月，我在祈禱和默想中不
斷求問神，也詢問過不同牧者的意見，
再自己反覆的思考。神在當中用五個問
題對我啟示：
你對神的信心是真的嗎？
我一直覺得我沒有資格做一個全職的
神的僕人，可知道撒旦往往利用神職人

員的過犯來攻擊神。所以我會想：「如
果別人知道我所做的事，我會不會令神
蒙羞？」很不幸，我的答案很多時都是
「會」，我常常覺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但我記得有一個牧師跟我說過，
在絕對的標準裡，我們的確沒有一個可
以達標，所以我們都會覺得做得不夠
好，這是很正常的。感謝神，神不是要
我們做到一百分，祂要的是我們完全相
信祂，依靠祂。而在「你對神的信心是
真的嗎？」這個問題上，我相信我的答
案是「是」。
你有沒有不撓的熱心？
我問自己究竟對什麼有一個火熱的
心，一個令別人看見也覺得興奮的熱
心。以前在工作上，曾經有好幾次我都
考慮，要由銷售行業轉到另外一個行
業，因為我對銷售不是很熱衷。但當我
每一次作轉行的考慮時，都令我很沮
喪。因為我不單止發覺我對什麼都沒有
很大的熱心，我亦根本沒有什麼才華，
只不過因為在銷售行業待久了，所以還
可以撐下去。直到後來我多了侍奉的機
會，我才發現神不斷的感動我，讓我對
祂的事都很熱衷，很願意全情投入，亦
只有這樣，才讓我覺得所做的是有意
義。
你有沒有看見神為你開門？
跟很多家庭一樣，我家最大的開支就
是房屋的供款。但藉著神的恩典，祂幫

助我在去年把房屋借貸全部清還。這對
我來說實在是神為我開門的確據。
你身邊的人有沒有鼓勵你？
我相信如果神希望我走上全職事奉的
路，祂大概也會用我身邊的人鼓勵我。
在我回想一些已經遺忘的點點滴滴，我
發覺其實有很多人都鼓勵過我。譬如
說，在我岳父的喪禮中，我是其中一個
致悼詞的人，而在喪禮完畢之後，我太
太的一個主內姐妹問我有沒有想過讀神
學。後來在教會裡，神也藉著不同的弟
兄姐妹肯定我，給我教導聖經的機會，
例如帶查經班，當主日學老師等等。
你的配偶有沒有支持你？
最後，我很清楚知道，配偶的支持
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確據。雖然配偶不需
要參與每一步，但她必須要完全願意支
持全職侍奉的這個方向，因為神呼召丈
夫，也同時呼召妻子。而當我問我太太
的時候，她用了我的「名句」來回答-你準備好，我便準備好！她完完全全支
持我走上這全職事奉的道路。
所以，我很深信，我轉為一個全職神
學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我感謝神，祂
不但拯救了我，還給了我一個這麼寶貴
的機會，揭開人生新的一頁。靠著天父
的帶領﹑幫助和恩典，我已準備好勇敢
的把自己委身給祂，迎接前面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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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至4月2日基神十多位校友參加灣區教
牧同工聯禱會在Mission Springs舉辦的退修會。
■ 3月25日神學體驗日參加者。

活動花絮
■ 3月25日神學體驗日上課情況。

■2月7日學生會舉辦乒乓球比賽合影。

校友消息
3月3日下午，校友會職員在學院舉行會議，商討如
何發展校友會，加強校友與學院、校友之間的聯繫。
高嘉文校友完成論文，獲哥頓康韋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頒授教牧博士，
謹此恭賀。
感謝主，雙月刊的《校友情》五月底復刊。學院成
立校友關懷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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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灣區教牧同工聯禱會分組禱告。

課程招生

夏季密集課程
小組查經(2學分)
8月05-09
週二、三、四
週五、 週六

賴若瀚博士/沈有方牧師
7:00-10:00pm
9:00am-5:00pm

粵語課程

2014秋季教牧博士課程
危機與性別認同輔導
8月12-16
週二至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叙述講道 		
10月20-24 週一至週五

黃偉康博士/趙汝維博士
6:00-10:00pm
10:00am-9:00pm
700pm-10pm
9:00am-5:00pm
陳耀鵬牧師/博士
9:00am-5:00pm

2014秋季碩士課程
週一上午 舊約原文釋經 I
下午 教牧神學

(2學分)
(3學分)

葉裕波牧師
曾祥新牧師/博士

週二上午
		
下午
		
晚上

釋經學
講道實習I
基督教教育導論
歷史與神學概覽
新約書信

(3學分)
(1學分)
(3學分)
(2學分)
(3學分)

賴可中牧師/博士
葉裕波牧師
張劉文昭博士
何崇謙牧師/博士
吳羅瑜博士

週三上午
		
下午
		

教會歷史（上）
舊約導論與神學
詩歌智慧書
系統神學 I

(3學分)
(3學分)
(3學分)
(2學分)

李亞丁博士
曾祥新牧師/博士
葉裕波牧師
馮忠強 何崇謙牧師/博士

週四上午
下午
晚上
		

實用希臘文
(2學分) 賴可中牧師/博士
聖樂I
(0.5學分) 梁楊新欣老師
何西阿書與靈命塑造 (2學分) 呂紹昌牧師/博士
（山景城基督徒會堂）

週六上午
下午
		
下午
		

講道學
(3學分)
親子教育
(2學分)
8/30-10/11		
多媒體的使用與製作 (2學分)
10/18-11/22

馮忠強 何崇謙牧師/博士
呂沈仁娣博士
蔡葉美嫻老師
廖邱寶玲老師

2014秋季網絡碩士課程
希伯來書		
(2學分)
吳羅瑜博士
屬靈領袖的裝備
(2學分)
陳道明博士 卓爾君牧師
(共13週)
每週有明確的內容，按部就班․網上影音、提問、討論及
解答，講義、參考資料; 無論何時何地，上網下網皆可學

教會歷史（下）(3學分)
馮忠強牧師/博士
6月16-8月25
逢週一
7:00-10:00pm
地點
三藩市路德會聖靈堂
2400 Noriega St., San Francisco, CA

延伸課程
當代倫理面面觀		
吳羅瑜博士
4月25-27
週五晚上、週六全日、主日下午
地點
伊利諾州中華友愛教會
傳道書的幽默: 人生的得與失
何崇謙牧師/博士
5月2-4
週五晚上、週六全日、主日下午
地點
聖地亞哥主恩堂

學位課程
˙教牧學博士(D. Min.)
˙道學碩士 (M. Div.) 主修教牧或宣教
˙聖經研究碩士 (M.B.S.)
˙教牧碩士 (M.C.M.) 主修教牧或宣教
˙基督教研究文憑 (Dip. C.S.)
˙教會領袖文憑 (Dip. C.L.)
˙基督教研究證書 (Cert. C.S.)
˙教會兒童及家庭事工證書
(Cert. Children and family Min.)
**可部份時間修讀，較長年期完成

四至六年修讀
三年制
二年制**
二年制**
一年制**
一年制**
一年制**
二年制**

課程詳情及報名表見本院網頁www.cwts.edu，歡迎以
電郵admin@cwts.edu或電話408-433-2280查詢。

2014年年度總預算
$1,170,000
至三月底實際經常費收入
$223,861
等於經常費需要目標
($117萬)之19.13%

1至3月
財務報告

經常費
收入
支出
結餘

本年度至此日
$223,861
$264,254
-$4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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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信息
■基督工人神學院謹訂於2014年5月17日（週六）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舉
行本年度畢業典禮，並恭請美國三一神學院教授威廉·范甘麥倫博士
（Dr. Willem VanGemeren）證道。歡迎屆時光臨出席。
■聖經講座：如何使用先知書來講道與勉勵信徒？
講員：威廉·范甘麥倫（Willem VanGemeren） (英語主講，國語翻譯）
日期：2014年5月19日（週一） 時間：10:00a.m.-12:00p.m.
地點：基督工人神學院，1975 Concourse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由基督工人神學院主辦的「灣區基督徒教育大會」定於9月
13日（週六）舉行；主題「我的家與神的家」；主題講員：
劉傳章牧師；有24個工作坊，講員包括：灣區教牧、家庭事
工專家、基神教授們等。地點在匯點教會。歡迎報名參加 。

奉獻支持
1. 寫支票給（CWTS）；
2. 以信用卡或股票奉獻：
致acctdept@cwts.edu，或電會計部（內線114）；
3. 捐獻基金，聯絡副院長葉裕波牧師（內線105）；
4. 網上奉獻（新增Pay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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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2014年度]

贊助董事

陳道明牧師 /博士（主席）

楊

鄭欽炎牧師/博士（副主席）

趙祖源弟兄 林成富弟兄

青博士 曾令能弟兄

方潤生先生（財政） 沈有方牧師（文書） 許顯龍弟兄 陳文才弟兄
蔡宇銓醫生 孫雅各牧師

陳鎮和先生

林尼財弟兄 方全榮弟兄

宋仲虎先生 壽明榮博士

呂紹昌院長

陳德樑弟兄 Freddy Walla
吳怡明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