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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畢業的季節，我特別想到了禱告的事奉，因為現代
世道越顯混亂脫序，令人深感儆醒禱告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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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重要，才會陳述於「基神」院訓之中。神的吩咐清晰
明了：「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院長的話 呂紹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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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何況，「基神」的校訓重視「立於聖言勤於禱」；因為禱

Jie She

在永恆生命裡以及今生的每日生活中，
禱告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是神對眾聖徒的要
求。世界其實從來沒有停止變化，但有許多
能存到永恆的事物，千百年來不會改變。禱
告的需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而將來還
必有「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
上。」（啟8:3）
因此，送別畢業生離校，我更想到他們在
將來事奉中所需要的代禱。邦滋的提醒十分
貼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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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頁）慕安德烈更是一針見血的提
醒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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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禱告生活》第2頁）
這個時代的信徒特別需要傳道人為他們代
禱，因為如此物慾橫流的時代，外面的世界
中有太多的誘惑試探，日夜透過媒體網路，
要將不堪眼目的世俗世界滲透入每個家庭，
豈是無孔不入就可以描寫得透徹。
這個時代的傳道人，同樣更需要會友與
教會為他們禱告。事奉道路，無論內外，都
有太多的誘惑、挑戰、孤單與艱難，古今皆
然。深信保羅很能體會，因此說道：「靠著

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
倦，為眾聖徒祈求，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
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弗6:18-19）
在我個人的牧會歷練中，教會的一批飽經
人生風浪的長青長輩給我的禱告支持最是寶
貴。這些曾經在二戰期間歷過戰火生死的青
年軍，在教會中經歷過無數屬靈爭戰的基督
精兵，他們深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靈，方能成事。」（亞4:6）這些長輩口
中一句簡單的話：「牧師，我們天天為你禱
告。」卻是帶著萬鈞的力量！何等的不配！
何等的安慰！
所以，願眾人領受聖經的教導：「無忿
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提前2:8）他們也必定順服神的帶領與託
付，有如撒母耳一樣：「至於我、斷不停止
為你們禱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
正路指教你們。」（撒上12:23）。或者有時
候，必須像以斯拉一樣與眾信徒一起在神面
前禱告、認罪、哭泣，一同經歷神的同在、
醫治與祝福（參拉10:1）我可以頗為放心的
說，這些年輕傳道人都是努力學習禱告的人。
我就用這段稍微修改過的禱告文，再次為
畢業生祝福禱告：
祈求天父，保護帶領，天天向你仰臉光照

本期專文

工人的事奉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上帝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
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
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
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
時，各人要從上帝那裏得稱讚。」(哥林多前書4:1-5)
我覺得很榮幸，有此機會和弟兄姐妹一起思考上帝給我們的托付。當于力工老
牧師開始了這所神學院，留下了很美好的屬靈的傳統。因為他給這所神學院命名為
「基督工人神學院」。這樣的稱呼大概在白人的教會和神學院中，是很難找到的。
可是也就是在這個傳統的裏面，我們從事神學工作和接受裝備。所以要經常地提醒
自己：「到底我們是誰在做什麼？」「到底我們為什麼而做？」

陳濟民博士/牧師

一、工人是「執事」是「管家」4:1
今天就以這段經文，和大家一起來思考有關「工人的事
奉」。使徒保羅在此講到自己的身份時，用了幾個不同的名
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節所講的：「人（包括他自己）
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上帝奧秘事的管家。」現今，在
教會裏面，很少用這樣的名詞去稱呼負責帶領的人了。大多數
人稱帶領的為「牧師」、「傳道人」，很少以「執事」或「管
家」來稱呼他們。但是保羅提到「執事」、「管家」的時候，
他是要強調，我們這些事奉上帝的人，其實是耶穌基督手下的
人，是替耶穌基督做事的人，是在上帝的大家庭裏面做僕人
的。所以我們無論是神學院的老師，還是畢業出去準備要開始
事奉的人，都要謹記自己真正的身份是耶穌基督的「管家」，
是祂的僕人。

二、主人對管家的要求是「忠心」4:2
在這個身份之下，保羅接著談到「忠心」。「忠心」到底
是什麽？保羅要我們知道，不論是在教會裏事奉，或是在神學
院裏從事教導，都不當用一般社會上受薪的觀念來做。當然，
更不能採用當時希臘、羅馬文化中，那種要不得的“雇工＂心
態來做。我們或許認為，這個事情不是我的，與我沒有關係，
或以為反正做與不做，待遇都是一樣。衹要薪俸穩定，能混得

下去就好了。
保羅說我們作爲基督的管家要「忠心」，要認真的執行我
們的責任，因爲有一天我們要向上帝交賬的。不論教會有沒有
評估，我們每一位事奉的人必定要面對上帝給我們的評估。談
到“評估＂，有時候似乎是很不公平的。爲什麽不公平呢？因
爲人的期望是非常的不一樣。甚至人的期望在不同的境況中，
也不見得合理。不像在公司上班，有較具體的工作表現，評估
起來也較準確。教會的評估不容易；評估傳道人，尤其困
難。比方說什麽才算講道講得好？講道好就是弟兄姐妹能從
講道中得幫助。我在神學院任教的經驗中，有一些畢業的同
學，講道是很差的。可是，這一些同學到教會事奉，教會并
不覺得他們講道很差！每次講完道，總有弟兄姐妹對他們
說：「謝謝你今天的分享，讓我滿有幫助。」人對於事奉上
帝之人的評估，常常也是如此。因爲每個人有不同的要求。
我自己曾有一個牧會的經歷，有人説“牧師不來探訪”，所
以認爲我不盡責。也有些人認爲“講道不像唐崇榮”。這些
來自於教會弟兄姐妹非正式的評估和期望，常令人感到挫
折。因爲我們看重別人對我們的評估。
不管我們現在的人對保羅有什麽樣的看法，相信大多數
的人都會認爲保羅是一位偉大的宣教士、是一位非常好的牧
師。我們更有可能會說：「如果我們教會的牧師能像保羅就
好了！」（轉第3頁）

（上接第一頁）

你；
祈求聖子，十字釘痕的手常引導你；
祈求聖靈，隨時光照你；
能多多禱告，潔凈，預備自己。
有時要等候，有時要前進，但總要跟
定主。
在蒙福時，有謙卑；在挑戰中，多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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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中，顯出基督的品格；
在順利中，看見神給的提醒。
當然，我們還有許多需要禱告的人
與事務，但更重要的是禱告的人。禱告
的人若在神面前討神歡喜，「要先求他
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了。」（太6:33）邦茲的提醒仍然鏗
鏮有力，仍然是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

「今天的教會所真正需要的，並非更多
與更好的機器，也非更新的組織結構，
或者創新的方法，而是需要聖靈所能夠
使用的人—禱告的人，靠禱告有能力的
人。」
求神不斷保守「基神」，不斷忠心成
為一所禱告的學校。「基神」畢業生也
不斷與眾聖徒常為眾聖徒禱告。■

但是，哥林多教會也有人不喜歡保羅。爲什麽呢？因爲保羅
顯然沒有亞波羅的恩賜。有人看重保羅，也有人看輕保羅。在
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我們很看重別人對我們的印象與評估，
就很難在教會中繼續事奉下去了。

三、工人的評估在於主 4:3-5
當面對不同評估的時候，仍能忠心事奉的秘訣在於─上帝
必給予最準確的評估。保羅這樣講的時候，他絕對不是説不要
理會世人的評價，而是要我們記得，最終、最要緊的評估不是
來自別人，甚至不是來自我們自己，而是上帝。保羅不是要我
們不負責任，而是，要向上帝、我們真正的主人負責任。
然而，上帝的評估不是看表面，而是要「照出暗中的隱
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這是上帝的評估之所以準確，而且要
緊的原故。當聖經每次講到上帝的審判的時候，祂不只是看到
人所能看到的，連人所看不到的，祂都看得到。正因爲上帝準
確的且是全盤的看見，所以「忠心」就顯得非常重要。「忠
心」不衹是做所應該做的，「忠心」還要問「爲什麽要做？」
「人沒有看見的時候在做什麽？」一個真正向上帝忠心的人，
是每時每刻活在上帝的光中的人。我們騙得了別人，騙不過自
己。更恐怖的是，騙得了別人，騙得了自己。結果忘記了，我
們是騙不過上帝的！
做為耶穌基督的「管家」，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做每一件
事情，都是在上帝審判的光中做的。很多時候我們會爲著敷衍
一些人才做一些事。我們很容易在教會裏帶著笑臉做事，但是

回到家裏，是一肚子的悶氣。所以，我們的妻子、孩子，才是
最真實瞭解我們事奉光景的人。
談到這裏，我想送給畢業生一句話，是我在Fuller事奉的
時候，一位老師所講的一句話。他説：「你可不要輕看小孩，
我們家裏的小孩把我們看得很準，他們知道做爸媽真正的樣
子。」我們當學會凡事向主負責，全盤、毫無隱瞞的向上帝做
出交代。
保羅講到我們是上帝「管家」的時候，他也提到我們都要
從上帝那裏得着稱讚。所以當教會裏的弟兄姐妹説我不太探訪
的時候，不要緊；當一些弟兄姐妹說我講道不像唐崇榮的時
候，也不要緊，因爲上帝造我是陳濟民，而不是唐崇榮。上帝
對唐崇榮的期望，和對陳濟民的期望不一樣。上帝的評估不是
根據你所沒有的來評估你。上帝是根據祂給你的恩賜，交托你
的責任，你有沒有做成祂要你所做，忠心的做？衹要你忠心的
做了，也許你衹是教會眾多同工中的一位，或只是負責去醫院
照顧、探訪弟兄姐妹，都一樣要從上帝得賞。當我們到上帝那
裏，祂要對我們說：「你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在這樣的原
則裏，我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說，有一天我到上帝那裏去，必
得著主人的稱讚與歡迎。這並不是因爲我符合了世界上任何人
的標準，而是因爲我符合了上帝的標準。今天藉著這段經文，
和畢業生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們分享，讓我們在事奉祂的時
候，不是辛苦的事奉，而是帶著喜樂與期望去事奉。有一天，
我們能夠在耶穌基督的臺前，聽到祂對我們說：「忠心的僕
人，你可以進來！」■

校友消息
■ 陳曙暉傳道(右圖左立者) 5月21日
在路德會恩望堂正式授職為傳道。該堂
會主任牧師是胡健德牧師(右立者) 。

■ 鄒勰麟(Alan Chow)在Milpitas匯點
教會服事。主要是推動小組。透過聖
經解經和門徒訓練帶動教會成長。

■ 伍凱明(Terence Ng)服事於屋崙華
人自理浸信會(CIBC)，青年粵語部牧
者。是今年教會退修會青年部講員。
若想與他聯繫可致電Office: 510-4521772x406; Cell: 510-755-7444。

■ 吳偉(Sam Ng) 已經作完腦部手術，手術成功，希望癲癇症狀漸
漸消失。頭一個月需要休息，腦部不能有傷害和不可以疲累，
其次是不要有其他後遺症，好像視力問題，第三，希望明年初
可以開車。請為他禱告。

拓展部動態

在

呂院長的督促下，葉牧師、王庭飛牧師(校友會會長)
和我從去年十一月開始籌劃基神的第一屆校友退修
會。感謝神，經過將近六個月的準備，退修會终於順利的於
4月23、24日在Mission Springs, Scotts Valley的營地舉
行。
回顧從開始到結束，神的恩典夠用有餘，使我們經歷了
信心的功課。小信的我們戰戰兢兢的“憑信心”訂下了三十張
牀位，心裏卻是擔心人數不會到位。結果竟來了四十五人！
第一天晚餐後，彼此分享了各樣的見證和許多的建議。
校友和學院同工們都有很好的得著。第二天早上，關國瑞牧
師的兩堂信息，不但內容豐富，而且風趣有力，正是這些服
事多年的校友們最需要的從神來的供應。接著呂院長以宏觀
的角度分析了當今社會與教會的走向，給予校
友們及時且實用的訊息。
感謝神預備優美的環境，也謝謝教授同工
們在邀請的工作上盡了極大的努力。
這次退修會的經歷，讓我想起有句俗
話：「萬事起頭難」；但是神的話卻說：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相信若神許可，明年校友會將有更上一層樓的
體驗！■

拓展部副主任 鄒發森

■ 校友聯誼退修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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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2017畢業生感言

教牧神學博士
1994年於基神道學碩士畢業後，一直在不
同國家做教導的事奉。長期服事中看到自己的
不足，也認識在21世紀（一個後現代化世紀）
，華人教會面臨環境改變所帶來的壓力與衝
突。例如，在中國許多獨立教會建立，但對教
會制度及治理方面大多沒有概念；在東南亞回
教興起，教會面臨外在的壓力，甚至有基督徒
轉變成為回教徒；在歐洲許多華人教會沒有完
善的教會牧養及治理制度，因此造成服事上的
難處。然而華人教會還面臨三個更危險的狀
況：其一，「在亞洲與歐洲的華人教會大多沒
有開設成人主日學」，其二，「青年人離開教
會或不進教會」，其三，「異端、極端講論充

能夠順利完成課程，實在感謝父上帝的恩
福，並各位師長的教誨啟發。我也在此多謝家
人的鼓勵和所事奉的教會全体支持，又有很多
好友協力襄助，實在感激不盡。我盼望能用所
學的知識，培育教會的信徒在主裏成長，也希
望能在普世宣教和神學教育上盡一分綿力，遵

道學碩士

斥網路，而基督徒辨識真理的能力不足」。這
是我認為華人教會面臨的三大致命傷，將影響
華人教會的發展。
這些嚴肅的普世教會問題，都不允許我們
忽視與逃避。作為這個時代的牧者，必須肩負
起這個時代的責任。感謝主的預備，適逢母校
開辦「教牧博士」課程。在學習當中能夠接受
許多學有專精的老師指導，讓我在服事的知識
與能力上得到充實，真是非常感恩。同時也特
別感謝論文指導老師賴可中牧師/博士、曾祥
新牧師/博士與葉裕波牧師的耐心指導。還有
圖書館主任鄭摯恆姊妹對論文格式的協助，使
我能完成「論隔代咒詛」的論文。盼望本論文
對華人教會有所幫助。願榮耀歸給三位一體的
真神！■

行主耶穌託付的大使命。今天的華人教會應該
是廿一世紀的安提阿教會，為此，我們當興起
信徒、建立信徒、差遣信徒，把他們送到更遠
的地方，為主發光。這方面北美華人信徒自當
責無旁貸，全力以赴，榮耀主名。■

李忠波

我不說「基神是一個來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倘若這樣，
我就永遠不知道自己所學的東西該怎樣為主所用。就像一個每
天擦拭槍支，練習上膛的士兵，迫切希望接到出兵的任務一
樣。之所以說不想走，其實是不想離開一個習慣性的依賴─依
賴那些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教授。神學生註定是教授們的十字
架，批改作業時品嘗到多少鉚釘刺肉般的痛苦，見證著我們成
長時會流露出多少復活般的喜樂。 我也依賴那些有風聲可談
笑，有人生可暢聊的同學。詩人說，鐵磨鐵磨出刃，磨朋友的
臉也是如此。我們就是在相感與磨礪中鍛造出一把又一把耶和

伍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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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乃千牧師

劉少銘牧師
華手中快齒打糧的新器具；我也依賴游刃在通道狹窄卻又高朋
滿座的圖書館。與先賢對話，聽聖者解惑，無世俗之亂耳，無
事工之勞形。然而，再見還是要說的，人的一生豈不就是在演
繹著一場又一場的別離嗎？成長豈不就是離開自己所依賴的人
事物嗎？剛進基神之時，就將校訓牢牢地記在心間─「禱、
讀、傳、建」。前兩個是提醒神學生應當看中禱告和讀經，後
兩個是挑戰神學生畢業後忠於傳福音和建立教會的使命。勤禱
讀以致業精，思傳建以致行成。禱、讀的修為已練就數年，自
將繼續追求。現在，該是到了思想如何傳、建的時刻了……。
■

經過了漫長五年八個月的學習，今天終於
完成了在基督工人神學院道學碩士的課程。猶
記得初到學院，就領受了一句話:“You stop
teaching when you stop learning＂。這句話
激勵著我學習的心志。在這段期間，我曾經歷
身心靈起伏變化。許多時候幾乎想放棄，但上
帝一路引領我。當我軟弱，祂扶我起來；當我
無力，祂加力量，使我仍能向前奔跑。祂信實
的供應一切，包括我的家人需要。在整個學習

的日子裏，有太多的師長同學們想要感謝的，
我就不一一細述了。只在此特別提到兩位，一
是Allen Chow另一位就是我的輔導老師蘇穎睿
牧師。他們的榜樣與鼓勵使我可以堅持到底完
成學業。現在在基督工人神學院的學習終於告
一段落了。但那也正意味著下一程的開始。誠
如起初領受的那句話:“You stop teaching
when you stop learning＂。■

雖然神學院畢業了，但是對於我來說，卻
是神學的起步。這幾年中，我越來越感受到我
終有一天會從神學院畢業，可是在神學裝備上
卻是永不會畢業。因為我們的神實在太偉大，
太豐富了！以至於真的一輩子都要認識祂！
雖然這幾年的神學學習，有眼淚、有歡
笑，但最多的依然是感恩。感恩有師長們孜孜
不倦的教導，有師母們的愛心，有學校同工的

鼓勵，有同學們的幫扶相助，有教會的關懷禱
告，有家人無私的支持……。神讓我看到裝備
一個工人實在是“價格不菲”，但是神卻藉著
眾人的幫扶向我顯明祂的信實和恩典。愿神紀
念每一位為我們神學生所擺上的，也愿神保守
我們這些年輕的神學生可以存謙卑感恩的心侍
奉祂。■

聖經研究碩士

戴冬青

生命中總有些時光會虛度，亦有不少的歲
月收穫滿滿；有些年日不堪回首，有些季節祝
福滿溢。而過去的這兩年，是我生命中不敢
奢望卻擁有恩典豐盈的日子。提筆述說畢業感
言的時刻，是一直期待卻又不願很快臨到的
日子。期待是因為畢業，表明著自己的學業被
肯定、一個時期的裝備告一段落、新的征程
開始。不願很快臨到，是因為不捨得離開充滿
愛、如家的校園；不捨得離開無論在學術上，

自2009年來美求學開始，神的拯救和祝福
就臨到我身上。2010年加入校園團契，藉著參
與學生事工的策劃，我得以認識聖經，從而認
識耶穌。其後，我在不同的事奉崗位嘗試和成
長。在這八年中我所歸屬的教會也經歷了好幾
場風波，以致神感動我到神學院受裝備。在神
學院一面受裝備，一面可以將所學的活用在教
會團契中。同時，神也藉著與弟兄姊妹的相處

潔

還是在靈命上，都引導幫助我們成長的師長；
不捨得離開針鋒相對於神學問題、聖經解釋、
處事方式，卻仍彼此相愛、互相扶持的同學
們……。
無論如何糾結，如何惆悵，相離的日子總
會臨到。感恩這兩年在生命中所烙下的印記，
曾領受的一切恩惠，只盼今日的離別是為了他
日更好的相聚！■

磨掉了我的自傲和稚氣。使教會團契的氣氛漸
漸凝聚；參與的人數穩定起來，神也不斷感動
弟兄姊妹起來服事。現在畢業了，自覺這是要
離開的時間，好讓不同的弟兄姊妹可以起來服
事神。與此同時，神感動我回港與家人同住，
好在家庭中作基督的見證，也希望藉此了解並
服侍當地中國的教會。■

司徒倩文

這三年來，無論是老師們的辛勤培育，還
是同學們的相互扶持，都讓我感受到，神學院
不僅僅是我們裝備知識的地方，更是在磨練塑
造滋養我們生命的地方。感謝老師們那麼花心
思在我們身上。為著我們的益處，無論是早
禱、師生小組、作業批改、課上互動，都讓我

洪

王

們看到榜樣的力量。還有和同學們朝夕相處，
我們常常一起學習、一起吃飯、一起禱告、一
起分享，比親兄妹的關係還要親。感恩這三年
在基督工人神學院渡過。這裡讓我有滿滿的歸
屬感，是可以稱為家的地方(作者畢業後將到
芝加哥服事)。■

葉

教牧碩士
十年前，因事奉的需要，我開始在不同
的神學院旁聽，直到三年前因神的感動和環境
的牽引，就轉為正式生。開始很享受神學院
的晨更，早會，師生互動，和課間操。可是當
課業繁重，同時又要兼顧父母孩子，教會，和
工作時，就有點喘不過氣了，從中也學習了安
靜等候取捨的功課。真的是神的憐憫，老師的

恩慈，還有我先生的分擔支持，讓我能夠三年
畢業。學校生活中，感恩院長，老師和師母生
命的教導，靈裏的提醒和同學的幫助。有時中
午會發現有人煮了一大鍋稀飯或麻辣香鍋，或
默默的放些點心水果，讓我們在繁忙疲累之際
感受到家的溫馨和體貼，也因此激發了我更愛
這些同學。所以，三年的神學院，我學到的不
單是知識，更深的是經歷到愛─基督無條件的
愛！■

陳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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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 師長與畢業生合影。
■ 師長們以及在校生與畢業生合影。

■ 呂紹昌院長勉勵畢業同學。
■ 全體師長、董事與畢業生合影。

■ 畢業生接受師長及
牧長們的按手差派。

■ 歡送畢業生聚餐。

■ 畢業生環繞校園。

■ 畢業禮會眾齊聲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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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紹昌院長
•7月3-8日，將赴巴西聖保羅「南美基
督工人神學院」有教學宣教之行，將在
教會中帶領聚會，並與教會領袖及奉獻
者商談事奉事宜。
•8月5-12日，到密蘇里州「基督工人
中心」帶領門徒訓練營，預備事奉的工
人。
•8月13日，在山景城基督徒會堂有基神
神學主日。
•9月2-4日，將在Berkeley中華歸主教
會擔任夏令會講員。
•9月16日，任灣區教育大會(BABC)工
作坊，講題為「以宣教為導向的神學教
育」。

葉裕波牧師
•6月12-24日，在巴西「南美華人基督

■ 基神學生會舉行了換屆選舉，新選出的
成員為，會長：熊聰；副會長：連文靜；
靈修：汪科；康樂：李昊。
■ 5月18日歡送2017年度畢業生，校友會
向每位畢業同學贈送禮物並歡迎他們加入
校友會的大家庭。
■ 5月20日基神董事會議在校園舉行，商
討各方面院務。
■ 感謝神，2017年共有9位同學畢業：2

神學院」講學，並在當地教會主日崇拜
中講道。
•8月11-13日，在三藩市基督教華人信
義會主領退修會。
•9月16日，任灣區教育大會(BABC)工作
坊，講題為「正本清源：何為全職/全時
間事奉，帶職事奉，織帳棚事奉？」。

賴可中牧師
•7月，在亞洲從事教導並會見校友。
•9月16日，與曾祥新牧師共同任灣區教
育大會(BABC)工作坊，講題為「從新舊
約看宣教使命與今日世界的挑戰」。

曾祥新牧師
•7月將在聖荷西浸信會任退修會講員。
•9月16日與賴可中牧師共同任灣區教育
大會(BABC)工作坊，講題為「從新舊約
看宣教使命與今日世界的挑戰」。
位教牧博士；3位道學碩士；3位聖經研究
碩士；1位教牧碩士，有接近300位來賓參
加觀禮。陳濟民博士以《工人的事奉》為
題，鼓勵所有即將踏出校門的同學；呂院
長也訓勉畢業生。
■ 神學碩士(Th.M.)目前已進入招生階段。
■ 學院學期中每月舉辦一次「夫妻團契」
，同學們十分受益。藉著精心設計的專題
講座，幫助配偶們在婚姻磨合的過程中，

教授動態
蔡明謀牧師
• 6月在亞洲地區作教導的事奉。
• 9月16日，與潘國華牧師共同任灣區教
育大會(BABC)工作坊，講題為「ABC與
OBC會眾之間的相處，爭扎與出路」。

池峈鋒老師
•7月份，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有神學教
導。
•8月份，在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500週
年宗教改革有神學講座。
•9月16日，任灣區教育大會(BABC)工作
坊，講題為「宣教神學：基督教的神是
否獨一無二的真神？信耶稣是否唯一的
救恩？」。

學院消息
相赦相恕，同心合意。期盼他們能在家庭
裏得勝，以致在學習與事奉上也能得勝有
餘。

■ 7月1日起，沈有方牧師就任為基督工
人培育中心主任，發展信徒裝備課程。
■ 神學碩士（Th.M)在6月2日已經得到北
美神學協會（ATS）認證批准，感謝讚美主！

課程招生

2017秋季課程

2017秋季教牧博士課程
課程

時間

教師

課程

時間

教師

學分

釋經講道進深
華人文化與宣教

08/14-18
08/21-25

張西平
池耀興

系統神學(中)
講道學
治學法

週一上午
週一下午
週一下午

池峈鋒
葉裕波
蔡明謀

3
3
1

釋經學
舊約歷史書
歷史與神學概覽
講道實習(下)
教牧神學

週二上午
週二上午
週二下午
週二下午
週二晚上

蔡明謀
曾祥新
池峈鋒
葉裕波
呂紹昌

3
3
2
1
3

新舊約導論
系統神學進深
實用聖經語文
舊約神學

週三上午
週三上午
週三下午
週三下午

曾祥新 / 賴可中
池峈鋒
楊啟瑜 / 葉裕波
曾祥新

3
3
3
2

希臘文(下)
聖樂I（只限本科生收讀）
新約書信

週四上午
週四下午
週四晚上

蔡明謀
梁楊新欣
賴可中

3
0.5
3

基督教教育導論

週六上午

呂沈仁娣

3

2017秋季碩士課程
基督教輔導學

8/8-10, 15-17 熊聖華

2017秋季兒童及家庭證書課程
教會學齡前教育
多媒體的使用與製作

09/23-10/14
週六下午
10/21-11/18
週六下午

楊張秀英
蔡葉美嫻
廖邱寶玲

2017秋季網絡碩士課程
摩西五經
歷史與神學概覽

3學分
3學分

葉裕波、曾逸川
池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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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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年灣區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
Bay Area Bible Convention 2017

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5 Concourse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Tel: (408) 433-2280•Fax: (408) 433-9855
admin@cwts.edu•http://www.cwts.edu

2017年9月16日 週六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講題

9:00A.M-3:30P.M.
基督之家第五家
10340 Bubb Road,
Cupertino, CA 95014

體察神的心意
靈魂的悸動
2017年灣區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
講員

陳道明牧師

2017年9月16日 週六

陳牧師生於馬來西亞，畢業於新加坡神學院。從
9:00A.M-3:30P.M.
基督之家第五家
事牧會，宣教和門徒訓練，至今五十四年。經常
10340 Bubb Road, Cupertino, CA
在各地講道領會。著有＂系統栽培與靈命成長＂
報名方式
8月31日前報名：
和＂牧師的聖職＂。曾任基神代院長，現任董事
個人 每位$25 • 團體（5人以上）每位$20
8月31日後報名：
會主席，華傳會牧。
每位$30 費用包括午餐
報名方式
8月31日前報名：
個人 每位$25 •
團體（5人以上）每位$20
8月31日後報名：
每位$30 費用包括午餐
講題
有24個工作坊(國/粵/英)
設有兒童看顧
主辦

有24個工作坊(國/粵/英)

註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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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433-2280

admin@cwts.edu • www.cwts.edu
主辦

2017年4至5月財務報告
$149,486
$196,282
-$46,796

陳道明牧師

ATS Accredited 美加神學院協會正會員
掃描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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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408-433-2280
admin@cwts.edu • www.cwts.edu

體察神的心意
靈魂的悸動
講員

設有兒童看顧

請寄支票
請寄支票
1975 Concourse
Dr., San Jose, CA 95131
1975 Concourse Dr., San Jose, CA 95131
支票抬頭：CWTS
備註：BABC
支票抬頭：CWTS
備註：Bible Convention

註冊聯繫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San Jose, CA
Permit No. 988

掃描註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