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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更上一層樓
去

年，神大大祝福「基神」以最高標準獲得ATS認證。
在「基神」的歷史中，亦可謂是一個發展的高峰。

不過，認證並非我們的目標，是ATS在美國與加拿大的二

立於聖言勤於禱
忠於使命敏於行

百六十多所同儕英語神學院給我們的肯定，確認「基神」
的優質神學教育。「基神」的目標始終如一，即要藉著優
質的神學教育，達成培育優質的基督國度工人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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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ATS認證的標準之上，「基神」
將繼續更上一層樓，在二○一七年有七項重
大的計劃：（一）籌設神學碩士科，（二）
增聘實踐神學教授，（三）開展基神培育中
心，（四）購置學生宿舍，（五）加強校友
聯繫，（六）豐富網路課程，（七）達成「
基神基金」目標。
在這七大計劃中，有一半的計劃與師資
的質素息息相關。或謂，圖書館是神學院教
育的心臟，則教授們就是神學院的寶藏。誠
然。「基神」歷來都極為重視教授的聘請、
栽培、持續精進、傳道授業、培育牧者、與
團隊配搭。多年來，神也確實祝福賞賜學院
有學識與生命都美好的教授團。我們感謝神
洪恩不盡。
教授團隊是生命的事奉，自然也有週期，
也必有世代交替。四年前甫接任之初，我即
開始為合神心意的教授傳承，有二個禱告：
其一，感謝神賞賜我們的資深教授，求神在
他們即使屆退休年歲之時，還能繼續長久的
事奉他們所愛的「基神」；其二，求神為「
基神」預備年輕世代的後起之秀，傳承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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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與生命的事奉。
神聽了禱告，為「基神」預備了所需要的
師資，如今我們不但有特約的資深教授，以
他們學術涵養與生命深度繼續事奉「基神」
，也有年輕但學術生命也優秀的教授加入事
奉行列。下表可助您一目了然，清楚見證神
的厚恩。
既然神祝福「基神」的教授團隊，我們
深信祂更要祝福今年的七大禱告目標。其中
最為迫切的是，籌設神學碩士科、增聘實踐
神學教授、以及購置學生宿舍。尤其是學生
宿舍，確實有些燃眉之急。因為宿舍不敷使
用，不能入住宿舍的學生十分辛苦，而不少
有心接受裝備全職事奉的人無法負擔，不能
如願來「基神」接受裝備，實在令人心疼。
禾場的需要仍然巨大。主耶穌吩咐說：「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
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太9:37-38）懇請您繼續舉起聖潔的手，為
「基神」禱告，好讓我們能繼續忠心培育國
度人才，興起新世代的牧者，牧養他們的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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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文

堅固教育橛子：

須以教育影響未來世代
日子越來越近了，人必須回歸更慎重地思考此千古不變的命題：到底人為何物？
原因其實不難究察，因為世界瞬息萬變，人越來越不知所措。世界變化的速度，有增無減；沒有
人知道明日將如何，僅知道今天不斷地顛覆昨天。無論在科技、政治、商業模式、道德、國際地緣政
治、公共論壇等等，各大板塊不斷碰撞，無人不受波及。人工智能已經完勝所有世界級圍棋大師。「
電腦華生」診斷看病準確率勝過名醫。預料十年之內，過半傳統產業將遭遇大量失業，甚至包括醫生
律師，或被人工智能取代。情勢將強迫人反思，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到底為何？
在反思人的價值中，教育是重要的元素。近來有一事令人振奮。二○一六年夏天，英國
聖公會宣布頗有壯志的教育計劃：在二○二○年之前，英國聖公會將在英國籌劃設立
125所自主中學，不僅維持私人辦校的龍頭寶座，更要挑戰更上一層樓。聖公會在
紛亂擾攘的時代中，為英國教育界提出基督信仰的願景。這仍然是一個非常新的運
動，真心盼望此計劃能成就，並影響世界各處的教育與宗教教育！
教育是公有資產，深入百姓所有重要的生活領域，遑論教育是信徒生活與事奉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不應該任由政治勢力壟斷，或任由市場商品價格來決斷。教育是
神給教會信徒一項極為重要的託付。

呂紹昌牧師

注目全面教育的山峰
類似多數的歐洲系統，英國的公立學校教育系統向來獨占
鰲頭，從小學到高等教育，都擁有更豐沛的國家資源，因此優
質教育的地位長久屹立不搖。但從二○一○年開始，英國開始
核准設立第一波的「自主中學」（free school）。此自主學
校計劃為私人團體辦學，不可營利，但經費受到國家補助，法
規標準與一般公立學校相同，學生一樣免學費，但學校行政不
受地方政府控制，由校方自定課程設計與教育目標。學生是否
有參加教會仍是入學審核標準之一，但歡迎所有信仰背景的孩
童申請就學。不難想像的，既然有政府支助，但卻又可按照標
準而自主，教會學校自然舉手感謝神，而世俗社會必然有強烈
反對的意見。
聖公會在英國原本就是最大的私人教育單位，迄今已經創
設了4416所小學，以及209所中學，所有聖公會系統學校的學
生總人數，已經超過一百萬名學生。從事神學教育多年，我也
深知一般教育的重要，因此我一直禱告著，求神興起更多基督
教學校，能影響扭轉下個世代。若神許可，我們也當投入此事
奉。
教育是百年大計。百年樹人，從來不是過時的老生常
談。一九七五年，三位重要的福音派領袖，白立德（Bill
Bright）、康寧罕（Loren Cunningham）以及薛華（Francis
Schaeffer），分別但不約而同的從神領受了相似的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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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督徒要為耶穌基督影響任何一個國家，則必須影響到七個
領域，即任何社會台柱的「七座大山」：此七山為商業、政
府、媒體、藝術娛樂、教育、家庭、以及宗教信仰。
若以此七座山來思考，教育、家庭與宗教信仰這三座大
山，至少佔了此七座山大約一半的份量，而且此三個領域彼此
更加密切相關，甚至說興衰與共也不為過份。因此，教會與信
徒不能不關注重視這三個領域。家庭，是神所設立的第一個制
度，先於國家制度，重要性不可言喻。宗教信仰的領域中，神
設立了教會：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16:19）
教育，則是在家庭與教會兩者中都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
將協助教會「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4:13）
眼見當今後現代社會對教會與家庭的戕害，教會要得復興，要
關注兩項迫切的需要：其一，家庭事工，是從內到外的建造
（Build the Church from Inside Out）。其次，兒童事工，
是由下到上的建造（Build the Church from Bottom Up）。兩
者都是教會與神學院不可忽視的事奉。
教育永遠是注目未來，正如殷勤的農夫耕種灌溉農作物一
樣。或謂，教育是未來的通行證，因為明天是屬於今天努力做
準備的人。誠哉斯言。現今的光景越是艱難，就更當關注未來
世代的教育，期待明天的復興。

思考堅固教育的橛子
有一件事十分明顯，我們不可期望世俗教育能產生出
優秀的基督門徒。
從上世紀，傑出神學家韓克爾（Carl F. H. Henry ）
語重心長地警告，今日的西方文化已經步入黃昏，基督教
文明日漸沒落，美國將失去了神的真理、啟示與聖言，逐
漸陷入異教的網羅。他的警示言猶在耳，預言已經隱隱成
真。
面對一個後基督教時代的社會，教育與基督教教育必
須成為基督教命脈延續的核心。歷史確實也多次見證此事
為真。我們當仔細思想。若然，教會應當要加倍看重，並
投入可觀的各樣資源，塑造出全方位的優質的基督教教
育，從兒童到成人，從通才教育到技職訓練，從信徒到傳
道人，從神學到一般教育，從靈命成長到普世宣教，都當
反映出純正基督信仰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有人如此評論，現今的教育模式，甚至包括基督教學
校的教育模式，在不知覺之中構建在一個有缺陷的「人
論」之上（anthropology，[注]：非指社會科學的人類
學，而是神學中的「人論」）。教育模式當然都須要有關
於「人論」的前設：即人之所以為人的闡述。世上的主流
教育，從小學到高等教育，無不是以知識與技能的傳遞為
主，為的是要訓練學生的職業謀生技能，如何在職場上成
功，養家糊口，實現自我夢想等等。這些當然是必須，也
是高尚的目標。但教育，萬不可被縮減到僅止於此。
基督教教育要有更高的目標。這個世代仍然迫切需要
但以理，能立志不讓世界玷污自己，蒙神在各樣文字學問
上，賞賜聰明知識，信心靈命學識都美好（參但 1:8-21
）。這是全人教育的理想。
在傳統基督教信仰中，終極的教育目標是要全人的愛
神與事奉神，直到在永恆中與神合一。「天國之軛」的吩
咐仍然是教育的經典：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申6:5-7）
在包含屬靈信仰的全人教育上，公立學校不可能達到
神所喜悅的目標。因此，家長們應當在家庭中的基督教育
上付出更多代價。同時，教會也應當在各年齡層的基督教
教育上投入更多資源與努力。

結語
我禱告，求神繼續賜福堅固教會與基督教學校。若神
許可，求神也興起設立更多基督教學校，有深厚的神學根
基，有活力的見證，作世上的光鹽。若神許可，「基神」
將來可培育出更多有委身有忠心的教育家。基督教教育，
可影響到基督信仰的命脈。堅固了教育的橛子，可以擴張
教會的帳幕。求神復興教會，從內到外，由下到上，都一
同建造。■

拓展部動態

「拓

展」顧名思義是「開拓」和「擴展」的意思。工作
的範圍包括：向眾教會推介學院近期或遠期開辦的
各樣學位和證書課程，鼓勵報名上課；舉辦校內和校外的各種
活動，使師生之間並學院與教會之間建立緊密關係；參與外界
大型聚會的展示；聯繫眾教會和校友；舉辦籌款活動等。這些
事工的主要目的是讓更多弟兄姊妹認知也肯定學院，進而為學
院代禱，並支持學院各項事工。
最近基神剛剛參與了一年一度為期三天的BASS大會(Bay
Area Sunday School Convention)，接觸了許多教會的主日學
老師們。今年學院的蔡明謀牧師也是會中工作坊一講員，該工
作坊有43人參加，並得到好評。
去年底我們也在Baltimore 使者協會舉辦的大型差傳年會
中展示學院資訊，四天的聚會有近三千人參與。
3月22日已在學院舉辦今年的「神學體驗日」。內容豐富
有：靈修晨禱、上課體驗《靈命塑造與事奉基要/教會歷史(
下)》、學院介紹、校園導覽、師生禱告交流等。這是一個能
讓弟兄姊妹感受到做神學生並認識神學教育的機會。求神呼召
更多人願意接受裝備參與事奉。
現在我們正在籌劃第一次的校友聯誼退休會。聚會定於4月
23-24日在Mission Springs, Scotts Valley的營地舉行。期盼
有30多位校友參與。此次特別請到關國瑞牧師分享信息。
事工雖然繁多，但因篇幅的關係謹此簡單分享點滴。
請為我們代禱，也期待您的參與使我們可以一起服事眾教
會造就信徒。■

拓展部副主任 鄒森發

校友消息
■ 校友會改選，新任同工分別是：
會長：王庭飛牧師
副會長：潘曉明牧師
財務：紐美英傳道
文書：張軍玉傳道
■ 義秉欣校友已由母堂中華歸主柏克萊教會差派到中華歸主北東
灣教會(Richmond)植堂。
■ 陳少豪校友與基督三家短宣隊一行共六人，於4月4-11日前往
嘉義基督教醫院從事佈道與探訪的工作。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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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分享

為甚麼年青人
離開教會？

蔡明謀牧師

今

年的三月，有機會參與了Bay Area Sunday School
(BASS)

Convention(灣區主日學同工交流研習會)工

作坊的服事。這例會從1963年至今，一直幫助灣區眾教
會的信徒及牧者們。每年三月第一個週末，上百間灣區
教會的眾同工都在此聚集學習。例會提供各樣適時的課
題，包括孩童﹑青少年事工，輔導，宣教，到崇拜，各
式各樣的工作坊琳瑯滿目。

我分享的題目是“Fostering a College-Ready Faith”，主
要是鼓勵青少年的父母，和青少年事工的牧者們，幫助孩子們
準備好自己的信仰進入大學生活。工作坊的時間安排在週六的
清晨八點鐘。我沒有期望太多的人能夠在週末這樣的日子裡，
放下休息及各樣事情來參加。結果卻出乎意料，課室滿了人，
真是感恩。看到灣區眾教會對這次學習機會的重視。當我到達
時，例會已將一切準備妥當，設備齊全，真是難以相信這様的
例會完全是義工完成的。
不可否認，現今的大學生所面對的挑戰遠遠超過我們以
前，許多高中生在進入大學後就離開了教會。近年來的三個調
查報告讓我們看到這個數據是多麼的驚人。*其中，Lifeway
Research的報告提出了最具體的原因，為什麼青少年會離開教
會？最普遍的原因就是：
一、個人與神的關係。根據個人多年服事青少年的經驗，
我很認同這個報告的結論。
二、父母的影響。我認為父母在孩子的信仰上扮演著很重
要的角色。當父母看重孩子們學習的成績和各樣的課外活動比
信仰更重要時，或父母沒有以身作則流露敬虔榜樣時，當孩子
離開家，能自己做主時，他們極有可能選擇離開教會，離開
神。
三、對聖經無誤的質疑。另一個對孩子信仰造成動搖的因
素是關於聖經可信度的看法。聖經是否真的無誤呢？聖經上的
記載是否全然準確呢？聖經的保存度準確性高嗎？它與科學相
背嗎？最近幾年，許多的學者，好像Bart Ehrman，非常積極
地在教育大學生們説聖經不是我們所了解的那樣。
例如，關於聖經無誤論，這些學者們總愛拿馬可與馬太福
音中關於管會堂睚魯的女兒得醫治一事爲例子。馬可記載睚魯
的小女兒「快要死了」(可5:23)，但馬太卻是説她「剛纔死
了」(太9:18) 。
另一個例子，講到主耶穌受審判時，大祭司問主耶穌，你
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不是?」馬可記載主耶穌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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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大會中蔡明謀牧師主持講座一隅。
是」(可14:62)，但是馬太卻記錄主耶穌説，「你說的是」(太
26:64)。
這些學者還指出，耶穌是獨自一人面對審判的，沒有一個
門徒在祂身邊，他們怎麼知道耶穌説了什麼呢？這些例子證明
了聖經的歷史記載是不可靠的。
這些問題是否困擾著你呢？當人提出這些問題時，你是否
能給出一個理智而又合理的答案，還是只能說，「不要問，只
要信？」這樣的回答在這個時代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給孩子們打信仰的預防針，在主日學及青少年團
契裡教導探討這些問題。如果你不在他們高中的時候裝備堅固
好他們的信仰根基，難怪他們在大學信仰受挑戰時就動搖了。
雖然這些對聖經的挑戰聽上去令人擔憂，但實際上我們是
有很好的理性和可信的答案的。福音派的神學院能夠在這方面
提供幫助。「基督工人神學院」就是要裝備學生能夠在牧會的
過程中處理信仰挑戰等問題。例如在釋經學和福音書的課程
裡，學生會學到如何用正確的釋經方法來理解作者的原意及除
去一些對聖經錯誤的認識，認知每一個作者都有他獨特的寫作
風格。總的來說，大學生信徒的流失是教會和父母都需要重視
的現況。神學院能夠幫助教會，特別是在聖經真理受挑戰之時
會成為教會的助力。■
*In 2002, the Southern Baptist Council finds that “88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raised in evangelical homes leave church at the age of
18, never to return”
(http://sbcannualmeeting.net/sbc02/newsroom/newspage.
asp?Id=261, accessed 3/20/2017).
In 2006, the Barna Group concludes that “six out of ten twenty
somethings were involved in a church during their teen years, but
have failed to translate that into active spirituality during their
early adulthood”
(https://www.barna.com/research/most-twentysomethings-putchristianity-on-the-shelf-following-spiritually-active-teenyears/#).
And in 2007, Lifeway Research shows“more than two-thirds of
young adults who attend a Protestant church for at least a year
in high school will stop attending church regularly for at least
a year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2” (http://lifewayresearch.
com/2007/08/07/reasons-18-to-22-year-olds-drop-out-of-church/)
作者蔡明謀牧師是本院新約神學教授。本文是他在會中的教導。由蔡林
為華師母幫忙翻譯成中文。

教授動態
呂紹昌院長
呂院長外出主領退修會、培靈會與訓
練講座，行程如下：
•4月16-19日於紐約閩恩堂主領復活節
特別聚會
•5月13-14日於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6月17-18日於南加州聖喜教會
•7月3-8日將到南美洲巴西基督工人神
學院講學，並會見當地教會領袖。

葉裕波牧師
•4月21-23日在聖地牙哥主恩堂教導「
摩西五經精華」延伸課程。
•4月28-30日在芝加哥華人基督教聯合

■ 蔡明謀博士按立牧師合照。
會城南堂教導「舊約王國前及早期歷史
書精讀」延伸課程。
•5月13日在三藩市第一華人美南浸信會
主領退修會
•5月26-29日在拉斯維加斯基督華人浸
信會主領退修會
•6月2-3日在Pleasanton平安福音堂主
領培靈會。

賴可中牧師
•6月在亞洲地區作教導的事奉。

曾祥新牧師
■ 蔡明謀博士（中間者）與按立牧團合
照。

親友，並尋機會與校友見面交通。

蔡明謀牧師
•3月18日已在基督之家第一家接受按
牧。
按牧團中有本院的呂紹昌院長、賴可
中老師及李亞丁老師。(見相片)

池峈鋒老師
•4月21日在福音派神學協會西部大會中
（ETS Far West）發表學術文章。
•5月27-29日在Rochester（紐約）的一
個教會營會中為主題講員。

•6月5日到7月2日前往英國及香港探訪

學院消息
■ 感謝神，自1月至5月其間，帶領並使
用以下多位牧長們，先後在「學院早會」
分享信息：沈有方牧師、黎煥森長老、梁
旭思牧師、梁鏡明長老、Charles M. C.
Lee、余萃平牧師、吳泳恆長老。感謝他們
的分享，使學生們靈命得到造就。
■ 2017年春季錄取的新生共有9位。教牧
研究碩士科：夏宇文、唐筱芬、張賢；教
會領袖文憑科：黃為；基督教研究文憑
科：莊尚義、楊悟銘；基督教研究證書
科：紀明新；兒童事工證書科：劉文旭、
歐娜。求神裝備他們成為神國度的精兵。
■ 3月22日神學體驗日(Open House)，內
容有：靈修晨禱、上課體驗（靈命塑造及
事奉基要/教會歷史）、學院介紹、校園導
覽、師生禱告、交流，並在享用午餐後圓

滿結束。
■ 4 月 14日（受難節），學院舉行受難節
默想聚會，記念耶穌基督受難。
■ 特為校友舉辦的『聯誼退修會』，命
名為：「一個週末，兩份祝福」，定於4
月23日下午5時至24日下午5時，在Mission Springs，Scotts Valley舉行，歡
迎校友們踴躍參加。請上學院網站報名
(www.cwts.edu)。詳情請洽拓展部鄒主任
(steve.chou@cwts.edu,
630-618-9956)
。
■ 本年度畢業典禮訂在5月20日（週六）
下午2時30分在本院舉行。特邀陳濟民博士
證道。歡迎齊來觀禮同證主恩。
■ 一年一度由基督工人神學院主辦的「灣
區教育大會 」 (BABC)，已進入籌備中。今

年的主題是 「 重燃福音之火 」 。時間是9
月16日(星期六)，地點在「基督之家第五
家」。特別邀請陳道明牧師為本次大會主
題講員。會中仍是設有多項工作坊，以期
造就信徒教會得福。請您預留時間並結伴
參加！

更正啟事
上期院訊(二零一七年一月)的第
二頁，在介紹歷任院長的文句中，
應為「第三 、 五任院長已被主接回
天家」，誤植為「第三 、 四任院長
已被主接回天家」，謹此更正並致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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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見證

「僕人在這裡，請吩咐！」

梁汝峰

我是1995年8月來美國留學。出國以
前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任教6年。當時
對基督教沒有什麼認識，也沒有去過教
會。到了美國Florida留學，鄰居帶領我
和太太到華人教會聚會。看到教會的人
那樣認真的對著根本看不到的神禱告、
唱詩，我忍不住的笑出來。因我心裏覺

校友心聲

在路上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
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第三章十三至十四節)
不知不覺，從神學院畢業，正式事
奉已三個月。神學訓練很寶貴，尤其是
全時間的訓練。當我回顧這幾年的學習
時，我覺得神學院對我而言並非只是“
知識庫”，我更願意形容她是“生命
營”。神學院的教授們常常告訴我們：
當今華人教會并不缺乏金錢和資源，缺
乏的是有生命影響力的領袖。訓練一個
有生命影響力的領袖并不容易。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何況是屬靈人。
坦白說，現在的網絡資源那麼多，我
們似乎不必投資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在神
學院。可是，為什麼我還要念神學院？
神學裝備對我的服事有什麼幫助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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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沒有神，覺得這些人也太認真了。後
來轉學到北卡州Charlotte市學習，太太
經人介紹參加了教會的聚會。開始只是
因為可以多認識些人和學習英語，沒想
到一兩個月後，太太竟然說她願意決志
信主，讓我感到很吃驚，但因為看到了
她的改變而沒說什麼。有一天，我竟開
口說要送太太到教會。一方面想到過去
都是別人來接送太太，很不好意思。另
一方面，自己心裡也有了一點好奇。想
不到，唱聖詩的時候，我的淚水沒法控
制的流了出來。經過一段時間，我順服
聖靈的感動，也接受耶穌為我生命的救
主。
信主近20年來，心裡是充滿著感恩。
神一直緊緊拉著我的手，讓我不偏離
祂，不被世界的潮流帶走。但是十幾年
的事奉，讓我越來越看到自己對聖經知
識的缺乏和對神對弟兄姐妹的虧欠，所

王 潔

在不同的時期問過自己這些問題。我覺
得我在神學院這幾年最大的收穫不只是
知識上的（很多神學知識已經開始忘記
了）。我最大的收穫更是在於透過神學
真理的認知，自己不斷的被神更新和改
變。神不斷的提升我的眼界，讓我用神
國度的眼光去為人處事，而這些又直接
影響到了我的服事觀。領袖要有國度
觀，而服事卻是僕人觀。神學是一個很
宏觀的概念，但是卻要微觀細化到謙卑
的一輩子去學習。神學就是學神。學習
如何成為一個領袖，有國度觀，不斷領
人到神面前；學習成為一個僕人，屈膝
為人洗腳。神學院好似為我打開了神學
的一扇門，我的確是從神學院畢業了，
而神學卻才剛剛起步……。■
王潔校友目前在基督徒會堂Cupertino堂，主
要從事兒童事奉方面的工作。

以決定到神學院接受進一步的造就。
今天的世代人們需要神，但許多人靠
著網路上一些看似有道理的心靈雞湯來
安慰自己。今天的世代更需要的是被神
使用能服事這個世代的人。在使徒行傳
中，當埃提阿伯的太監在曠野說：“沒
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徒8:31)
。或許我們顧慮的是我們怎能到曠野？
怎能到有需要的地方？或找到有需要的
人？但神同樣需要一個預備好自己，能
為祂所用像腓利的人。因此我來到基督
工人神學院，想好好裝備自己，給主使
用，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光景，我都
可以對主回應說:“僕人在這裡，請吩
咐！”■
梁汝峰是聖經研究碩士生。目前在聖荷西基督
徒會堂服事。

活動點滴

課程招生
2017春季課程
課程

時間

教師

學分

系統神學(下)
福音書
詩歌智慧書

週一上午
週一下午
週一晚上

池峈鋒
蔡明謀
葉裕波

3
3
3

士師記
講道實習
佈道學

週二上午
週二上午
週二晚上

曾祥新
賴可中
張劉文昭

2
1
2

教會歷史(下)
靈命塑造與事奉基要
希伯來文解經

週三上午
週三上午
週三下午

李亞丁
呂紹昌
葉裕波

3
2
2

希臘文(上)
聖樂
護教學

週四上午
週四下午
週四下午

蔡明謀
梁楊新欣
池峈鋒

3
0.5
3

先知文學

週六上午

曾祥新

3

延伸課程
教師

課程

葉裕波		
舊約王國前及早期歷史書精讀

葉裕波

教師
3

池峈鋒

信徒培育證書課程
課程

教師

佈道與栽培

張劉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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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10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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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邀請
謹訂於主後二零一七年
五月二十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在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
舉行本年度畢業典禮
特請
陳濟民博士證道
敬請光臨 同頌主恩
基督工人神學院
董事 教授 學生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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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1. 支票抬頭, 請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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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陳潤澤
主任(內線123，或Stephen.
Chan@cwts.edu)；
4. 網上奉獻(新增PayPal)。

財務報告
2017年年度總預算
$1,380,567
2017年1至3月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227,317.00
$303,060.00
-$75,74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