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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神就是牧人，祂從來不曾停止牧
養祂的百姓。
「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
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牧人在羊群四散的
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
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
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
們，從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
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
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我必在美好的
草場牧養他們。他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
山上。他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躺臥，也在以色
列山肥美的草場喫草。主耶和華說：我必親
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失喪
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
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只是肥
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們。」
（結34:11-16）

事實上，神在每個世代都
會興起牧人
教會受虧損而軟弱，經常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牧人的緣故。更確實的說，是因為沒有牧
人的緣故，因為沒有好牧人的緣故。「主耶
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無
牧人就成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

我的牧人不尋找我的羊。這些牧人只知牧養
自己，並不牧養我的羊。」（結34:8）

今天的世代，牧人的需要
尤其迫切
原因顯而易見，因為當今教會正面臨更多
的從內到外的挑戰與危難。王明道先生的針
砭，時隔半個世紀仍然歷久彌新，句句鏗鏮：
「教會最大的危險不是外界的逼迫攻擊，
乃是內部的腐敗墮落。教會內部如果清潔健
強，外境順利的時候固然是很容易發展進
步。縱使不幸外界的攻擊像疾風暴雨一般的
打來，也不過使她更堅固、更清潔罷了。教
會內部若先腐敗墮落，外境一有困難，自然
不免於崩潰覆亡。即使外境順適，從外面看
教會或者好像很興盛富足，其實也不過成為
一座大巴比倫城，等候神的毀滅罷了。」（
「現代教會所面臨的五大危險」《王明道文
庫第七冊衛道》）
我彷彿看見，現今教會不斷被世俗化沖
淡，正逐漸失去光與鹽味，走向荒涼之中。
從會友的平均年紀逐年增加，我彷彿看見了
將臨的荒涼。從會友的奉獻是否繼續熱誠，
我彷彿看見了。從宣教士在工場上所擺上作
工年日的長短，我彷彿看見了。從會友參加
主日崇拜的頻率上，我彷彿看見了。從基督
徒用錢的態度上，我彷彿看見了。從第二代
從教會中消失，我彷彿看見了。從家庭的吵
鬧崩裂，我彷彿看見了。從基督徒有意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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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誇耀學歷豪宅名車，我彷彿看見了。
從許許多多基督徒熱切追求財富名利成
就遠遠勝過事奉上帝的熱心，我彷彿看
見了。從數不清的教會仍然缺乏牧者，
我彷彿看見了。從宣教工場上仍然缺乏
大量的宣教士，我彷彿看見了。從基督
徒父母攔阻子女出來事奉神，我彷彿看
見了。從許多牧者不敢有先知信息的傳
講，我彷彿看見了。從禱告會的欲振乏
力，我彷彿看見了。從主日學的有氣無
力，我彷彿看見了。從崇拜聚會與團契
結束後會友的談話內容，我彷彿看見
了。從教會只關心中產階級卻忽略弱勢
群體，我彷彿看見了。還有許許多多的
跡象，我不想再看見了。然而，神不撇

學院動態
■ 院長室
•因著福音大使命，培育「立於聖言勤於
禱，忠於使命敏於行」的基督工人，能更
有果效的事奉灣區及各地的華人教會，「
基神」盼望在2018年底制定一份全面神學
教育的十年計劃。此計劃將包含：評估異
象使命目標、決策與執行、資源分配整
合、評估改進等，以作神的好管家。因
此，開春後，呂院長將更積極與董事會，
及教授同工們籌劃商討，訂立計劃，求神
賞賜話語智慧、恩賜能力、與忠心。

下羊成為孤兒。祂從來不停止呼召牧羊
人，起來事奉祂的百姓。

牧羊人，你在那裡？
你聽見了神的呼聲嗎？
我的意思是說：是全職的牧者、全
職的長老、帶職的長老、執事們、主日
學老師們、家長們。但全職的牧者，是
其中極大的關鍵。羊越是在顛沛流離之
中，越是需要牧人。我越觀察這世代的
亂象，我越是看見更加需要牧人。
主耶穌的呼聲，仍然清晰迫切。「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

多位牧長先後在早會上分享信息：陳肇兆
牧師、李群牧師、卓爾君牧師、潘國華牧
師、梁德寶傳道、劉少銘牧師，大家受益
匪淺。感謝主。
•教牧博士科2018年春季學科有，「崇拜
學–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由曾浩斌
博士教導；「當代教牧神學」，由麥耀光
博士教導。

•11月中旬，葉裕波牧師、賴可中牧師、
曾祥新牧師與吳羅瑜博士前往羅德島參加
ETS學術會議；蔡明謀牧師參加SBL學術會
議，皆滿有豐富得著，為此感恩。
•感謝神，去年9月至11月期間，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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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董事將卸任，求神預備合適人選。

■ 拓展部
•學院於10月28日舉辦十六世紀改教運動
風雲講座。由林榮洪博士主講，呂紹昌院
長及池峈鋒博士為座談會講員。參加者超
過150多人。求神帶領灣區華人信徒延續改
教發揚真理的精神，復興教會。

■ 延伸部

■ 人事部

•基督工人培育中心課程在2018年春季開
設有：牧者家庭、舊約信息精要、第二代
英文事工、基督教成人輔導、華人宣教與
文化。求神帶領更多有心追求、接受裝
備、參與事奉的信徒修讀。學科詳情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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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主任兼實習部主任曾祥新牧師
於本年12月底退休，明年1月轉為資深客座
教授，謝謝曾牧師在過去十年中的辛勞教
學和對學院的貢獻。自2018年1月開始，由
池峈鋒博士出任學生事務代理主任。劉少
銘牧師出任實習部委員會主席，呂沈仁娣
博士協助。
•拓展部主任鄒發森先生於本年12月底退
休，但仍會繼續幫助學院為特約同工。謝
謝鄒弟兄在過去3年中的辛勞事奉和對學院
的貢獻。自2018年1月開始，由蔡明謀博士
出任拓展部代理主任。

■ 行政部

■ 教務部

是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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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38）
耶穌對彼得說了三次：「你餵養我
的羊」。主耶穌與聖靈仍然對我們說
話。若你曾經被聖靈感動過，曾對主立
志過，要起來為主牧養群羊，但是多年
來，仍然停留在原地，現在起來吧！出
來吧！
若你未曾感動過，神或者給你機
會，好好思想禱告。若不冒犯的話，我
想問，既然蒙了大恩典，為何沒有感動
呢？為何沒有行動？有否真實尋求過神
的旨意？
牧羊人，你在那裡？■

•董事會於11月6日在本院舉行年會，通過
了學院下年度的財政預算，並通過購買在
接洽中的學生宿舍，以因應日漸增加的全
時間學生住宿的需要,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繼
續奉獻所需經費並代禱支持。奉獻支票請
寄學院或聯絡行政主任陳潤澤先生(Stephen.Chan@cwts.edu；408-433-2280 ext.
123)
•董事會將新增三位新董事。明年五月有

■ 學生部
•同學們以感恩的心為教授及職員同工們
預備感恩週特別午餐，感謝主。
•學院於12月14日舉行了聖誕敬拜聚會，
紀念主耶穌的降生。中午所有師生同工們
在學院一起聚餐。

專題文章

如何保持屬靈熱誠？
我

曾經唱過一首古舊的詩歌，詩歌的名字是《越事奉
越甘甜》。(The Longer I Serve Him) 詩歌的歌詞如

下：

自從我接受主耶穌，祂成為我主宰，自從我跟隨主耶
穌，我感到事奉祂，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事奉祂，越久越甘甜，我感到越愛祂，祝福越
加添；
使我福杯滿溢，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事奉祂，越久越
甘甜。

葉裕波牧師
這是一首寶貴的詩歌，它說出了基
督徒的一生，因著信靠和事奉主耶穌基
督，擁有著既快樂又滿足的人生。請問
這真是你的情況嗎？自從你接受了主耶
穌基督為救主，你的人生果真是如此
嗎？相反地，我聽聞過，也親眼看見某
些基督徒，甚至是一些基督徒領袖，他
們的心靈枯乾，參加聚會時不再覺得靈
命被挑旺，反而感覺聚會因循、乏味
(Same old thing! Boring!)沒有新意、
無新鮮感(No new thing!)没有感動！(No
inspiration!)這到底是何故？是出了
什麼問題嗎？其實，這些都是屬靈生命
的症狀。或直接地說，是屬靈生命出了
問題，以致靈命枯乾。就如昔日神的百
姓以色列人，他們徒有神子民的身份，
卻失了敬虔的實意和內涵。因此，就如
同身體出了毛病，必須接受診治；同樣
地，如果靈性出了毛病，也必須找出病
因，才能正確地矯正問題，恢復健康。

一、問題的癥結所在
是我們的信仰本身不好嗎？是信仰
不能承載我們的人生嗎？不是的！我們

的信仰絕對沒有任何的問题，因我們信
靠的是那位獨一的真神，並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問題的關鍵乃在我們有否始
終如一地，認真的經常的檢視自己的信
仰？有否因著歲月的流逝，漸漸偏離了
信靠真神的初衷？雖然表面上是在熱心
地事奉，但都不過是宗教的活動或狂
熱。就如在太七：21-23中主耶穌所指的
宗教人士：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
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
嗎？』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
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
開我去吧！』」
又或如在太二十三：1-3，主耶穌指
責法利賽人說：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
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
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
他們能說，不能行。』」
在這兩處的經文中，主耶穌指出前一

類的人是一味地追求屬靈的感覺和事奉
的成功；後一類的人是一味地追求聖經
及神學的知識，但結果都是一樣，他們
都是偏離了信仰的核心，以致不能得神
的喜悅！
其實這類信仰的問題，在舊約時代
已經不斷發生了，而且是影響了整個以
色列人的歷史，甚而招致國家民族的滅
亡。為此緣故，神藉著先知耶利米，陳
明他們問題的所在及其嚴重性。他們信
仰的癥結有三方面：(註)
1.到神的殿不能取代真正的悔改
耶利米書第七章4-7節說：「你們不
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
的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你們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在人和鄰
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不欺壓寄居的和
孤兒寡婦；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
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們在
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時所賜給你
們列祖的地，直到永遠。」
以色列人以為他們有神的殿，並到
殿中敬拜，便會得到神的祝福！卻不知
道人若缺少了真正的悔改，這一切都
是徒然。同樣地，我們在今天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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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亦然。請問你最近的悔改是甚麼時
候？(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repent?)
2.遵守宗教儀式不能取代對神的順服
耶利米書第七章21-24節說：「萬軍
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將
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為我將
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日，燔祭
平安祭的事我並沒有提說，也沒有吩咐
他們。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你們
當聽從我的話，我就作你們的神，你們
也作我的子民。你們行我所吩咐的一切
道，就可以得福。』他們卻不聽從，不
側耳而聽，竟隨從自己的計謀和頑梗的
惡心，向後不向前。」我們常常忙於一
大堆的宗教活動，但是那是出於順服神
的心嗎？(Are we really an obedient
servant?)
3.擁有神的話不能取代對神話語的回
應
耶 利 米 書 第 八 章 8 - 9 節 說 ： 「你們
怎麼說：『我們有智慧，耶和華的律法
在我們這裡？』看哪，文士的假筆舞弄
虛假。智慧人慚愧，驚惶，被擒拿；他
們棄掉耶和華的話，心裡還有什麼智慧
呢？」不論我們是多麼努力地研讀神的
話，我們遵祂的話而行嗎？(Do we respond to his word whole-heartedly?)
問题的癥結所在：僵化了的宗教！儀

式、制度、傳統，反使人窒息了！

二、有解決的良方嗎？
1.另立新約，信仰更新( 耶 三 十
一：31-34)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
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我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
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
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
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
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
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
是耶和華說的。」
2.除掉石心，更換肉心( 結 三 十
六：26-27)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
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
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
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
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上的兩段經文指明以下的重點：
a.信仰的內在性：「我要將我的律法
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神的
律法不是只寫在石版上，而是寫在人的
心版上。神也要為他的子民除掉石心，
換上肉心。
b.信仰的個人性：「因為他們從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人人都要努

力追求認識神，不再躲藏在許多藉口的
背後，不去坦誠面對信仰。
c.信仰的關係性：「 他 們 各 人 不 再
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
該認識耶和華』」，這也是信仰的自發
性。人人都自動自覺地明白到認識神的
重要，並且彼此建立良好的屬靈關係。
更「新」之約，不是一個新的信仰，
乃是與神訂立一個不斷更新的關係。如
何更新你對神的屬靈熱誠?
1.信仰動機(Motivation of your belief)—檢視你與神的關係及信仰活動的
動機。
2.平衡生活(Balanced living) —你
的人生平衡嗎？家庭與工作平衡嗎？敬
拜與事奉平衡嗎？
3.優先次序(Priority of life) —什
麼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結語
願你保持和神親密的關係，更新對神
的熱誠，並在事奉、裝備與生活中找到
平衡，使你靈命活潑，做個榮神益人的
基督徒。■
作者為基督工人神學院副院長、舊約副教授。
註：對當時形式化宗教的虛妄，舊約學者華德凱瑟
認為先知耶利米指出了三大重點。《舊約神學探
討》，華德凱瑟，廖元威等譯(台北：中華福音神
學院出版社，1987)，295-96頁。

校友分享

「神學院」與我
一談到「神學院」，許多人總認為那
是要全職服事的人接受裝備的地方。然
而，就我個人「上神學」的經歷，「神
學院」不僅造就全職服事的人，對於平
信徒同樣有好處。當我開始參與成人主
日學的服事，深覺自己在真道上所受的
裝備不足，所以，我一有機會就去旁聽
神學院所開的聖經課程，那對我大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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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決定全職傳道之後，我選擇到
基督工人神學院（以下簡稱「基神」）
接受裝備。我之所以選擇「基神」的原
因，不但是因為它的口碑很好，同時更
是因為它與華人教會和學生之間有著緊
密的聯繫。
我自「基神」畢業以後，在教會服
事，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一些困難，那
時我會求問老師，他們不但幫助我解決

陳厚博牧師
問題，而且也會不斷地為我禱告，堅定
我服事的信心，成為我在服事中堅強的
後盾。套句現代的商業用語，「基神」
有最好的“授”後服務。感謝神，帶領
我在「基神」學習成長，更透過學院持
續的關懷，使我成為可以教導別人的
人。
作者在南灣中華福音教會牧會，已在「基神」獲得
教牧碩學位，現在繼續修讀道碩課程。

基神與宗教改革
五百週年
為

了紀念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並探討這改革的意義，基督工人神學院於10月28
日，舉辦了「十六世紀改教運動風雲」講座，特別邀請了馳名的華人歷史學者林

榮洪博士，遠道從多倫多而來主講上午兩堂。林博士以粵語主講，由本人翻譯為國語。

吳羅瑜博士
在第一講「改教運動及其對西方文明
和教會的影響和意義」中，林博士首先
描述中世紀後期教會的救恩觀及流弊，
讓聽眾明白馬丁路德如何因研究聖經而
重拾福音精髓—因信稱義，從而經歷重
生，也引出了宗教改革的運動。林博士
接着概述西方的歷史演變，包括改革運
動的四大傳統、清教徒與美洲基督教的
緣起、世俗啟蒙運動中復原教會（基督
新教，Protestantism）的復甦、二十世
紀美國神學的不同路線，最後總結說：
「福音派主義傳承了改教運動的神學遺
產，而德國的敬虔運動、英國的清教徒
運動、美國的復興運動對今日福音派主
義的發展都有肯定的貢獻。」
林博士的第二講以「改教運動及其對

當今華人教會的啟迪和意義」為題，首
先略述過去百多年来華人教會的五個趨
勢，繼而剖析當今後現代主義的特癥，
並指出，改教運動對信仰的四重肯定（
聖經的至高權威，救恩的永恒價值，教
會的重要地位，屬靈經驗的真實），恰
可批判和回應後現代主義的錯謬。林博
士隨即闡明，華人教會當前的使命牽涉
多方面的結合，而華人信徒應超越不同
障礙，在後現代社會裡作個真正的屬靈
人，發出光輝。
林博士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接
着學院給一百五十多位在場者預備了可
口的午餐，然後座談會繼續進行。先有
吕紹昌院長的回應。他引用聖經，指出
神對祂選民的計劃包括了拯救、屬神的

群體、對神的認識、豐盛的生命，而從
以色列人不斷重複的歷史，可知由信仰
内涵所產生的宗教制度需要不断的改革
與更新，而我們也需不断重温宗教改革
的重點：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
典，唯獨基督，唯獨榮神！
接着池峈鋒教授剖析「改教運動倡
議的『信徒皆祭司』對信徒的挑戰」，
表明「信徒皆祭司」是宗教改革的數大
原則之一，而馬丁路德這方面的教義有
三大重點（以基督為中心，以真道為焦
點，以群體為基礎），正可針對三大挑
戰：以群體責任回應個人主義，以互補
的事奉回應平等主義，以全面的服侍回
應聖俗两分的二元主義。
繼池教授的演講後，是觀眾自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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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1970年代校友
鄭欽炎牧師於1974年，在于力工牧師所創立的「基督工人中
心」(即現今的「基督工人神學院」）進修，成為學院最早
期的學生之一。鄭牧師於1981年創立「南灣中華福音教會」
。2001年在西方神學院 (Western Seminary Oregon) 取得教
牧學博士學位，2017年7月從牧會35年的職份中退休。牧會其
間，他曾參與著書和翻譯的事奉，也先後到東南亞，美中各
地，領會、短宣、培訓造就信徒。感謝主。（鄭牧師是「基督
工人神學院」現任董事會副主席）

•2000年代校友

■ 張明校友按立典禮。

潘曉明(M. Div.，2004）將於1月28日在加州山景城主恩基督
教會被按立為牧師，基督工人神學院副院長葉裕波牧師與其他
幾位牧長一同主持按牧禮。

•2010年代校友
張明(MCM，2014）已於10月14日在加州聖地牙哥雅歌堂被按立
為牧師。基督工人神學院前院長陳道明牧師、雅歌堂主任牧師
姜禮振、英文堂顧問牧師Dr. Hal Schulz共同主持按牧禮。
鄭春煥(M. Div.，2014）已於12月17日在加州生命河靈糧堂按
立為牧師。

上。
座談會預定結束的時間很快來到，不
少在場者意猶未盡，或留下跟講員們交
談，或繼續瀏覽會場張貼、由宇宙光機
構製作並慷慨借出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
500週年圖片。感謝主，這次講座讓大家
重温500年教會歷史，更挑戰大家在後現
代社會中堅守福音信仰，也不斷更新，
靠主恩榮耀上帝！■
作者為基督工人神學院資深客座教授。

財務報告
(續前頁)
問或表達意見的時段。令人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一個問题是：宗教改革經歷了
500年，產生了不同的宗派，以及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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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的神學立場，宗教改革的未竟之功
何在？未來方向如何？對此提問，三位
講者都同意，合一是今日教會必須努力
的方向，但合一必須建立在正確的神學

2017年年度總預算
$1,380,567
2017年1至11月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1,078,284.00
$1,152,901.00
-$74,617.00

2018 Bay Area Bibl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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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區 華 人 基 督 徒 教 育 大 會

紮根的信仰

三足鼎立 建造教會
跨代的傳承-今日北美華人教會最大的挑戰
黏結的福音-如何做一個當代以信為本的人
2018 年 4 月 21 日 上午9:00至下午3:30
基督之家五家 10340 Bubb Road, Cupertino, CA 95014
4月7日前報名

個人 每位$25
團體（5人以上）每位$20
4月7日後報名

每位$30

費用包括午餐

告
主辦

Ch rist ia n Wi tne ss T he ologi c al Se m i n a r y

講員：林永健牧師

林永健牧師生長於香港。美國曉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uston）電腦系畢業後，蒙神呼召
到達拉斯神學院進修，1982得神學碩士，1993
得教牧學博士。1982開始在曉士頓中國教會事
奉。1997被差到福遍植堂。成立福遍中國教會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至今，以
栽培靈命、福遍社區為異象目標。

設有24個工作坊(國/粤/英) 兒童看顧
請寄支票 1975 Concourse Dr., San Jose, CA 95131 支票抬頭：CWTS
備註：BABC 註冊聯繫 408-433-2280 admin@cwts.edu • www.cwt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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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課程

教牧博士課程
崇拜學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
當代教牧神學 (此為必修科)

網絡碩士課程
釋經學，系統神學，治學法

基督工人培育中心證書課程
牧者家庭，舊約信息精要，第二代英文事工，
基督教成人輔導，華人宣教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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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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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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課程
課程
差傳策略面面觀 (密集課)
全球基督教神學：聖靈
新約神學
學術研究法
民數記
福音書
靈命塑造與事奉基要
講道實習 （上）
羅馬書
基督教倫理學
希伯來文（上）
新約原文釋經
腓立比書希臘文閱讀
音樂指導（只限本科生收讀）
摩西五經
中國教會歷史

學分
3
2
1
2
3
2
1
2
3
3
3
1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