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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曠野開新路
文/呂紹昌院長

立於聖言勤於禱
忠於使命敏於行

首

先，讓神的話語與應許來激勵我
們：「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

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
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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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雅各牧師

榮譽主席 陳道明牧師

如今，Covid-19疫情、國際情勢劇烈衝突，還有旱澇空污極端氣候。一夕
之間，我們似乎走進了曠野路。我們的禱告：主啊，求你為我們開新道路。
神當然能為我們「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然而，新道路最大的
挑戰並不在於「新」或創新，而在於不至與傳統造成無法彌補的斷裂。因爲篇
幅的關係，許多技術性的細節，無需我在此冗述。容許我僅僅簡略地羅列三個
重大方向以及我們必需走的新路：

文書

黃呈松博士

一、有效傳承生命的網路神學教育

財政

趙連春博士

這是第一個關鍵的挑戰。網路神學教育將會成爲主要的教育管道，這已經
不是新聞。網路教學會升高比例，但不會也不應該是神學教育的全部。疫情毫
不留情地加速了替換傳統教學的進程。這麽說，並非要刻意高舉網路教育。但
無法善用網路以及配套的教學，必然要被世代與歷史淘汰。
然而，成敗的關鍵不在於網路，而在於運用網路的人。僅僅使用網路教
學，並不會保證神學教育以及人才培育能成功。網路教育縱然重要，也僅是必
要工具，只不過是載體。網路只不過是形式，不是生命内涵。真正的關鍵，在
於創新的網路神學教育是否能培育出來有異象、學識、擔當、委身、吃苦、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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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國度工人。這是對網路教育極大的挑戰，目前大
多數人還在摸索，也還沒有長遠的網路神學教育的歷
史與文件，可以證明哪些方法可有長遠有果效。
這條新路需要教授與同工們，甚至包含同學們，
不斷設法籌劃、創新、適應、回饋、修正、突破、再
計劃，努力大家配合，但同時不斷回顧起初的愛心、
不動搖的真理根基、神學院設立的異象與使命，向下
繼續扎根，但向上可以突破成長。誠如高科技界有此
一説：「唯有蹲穩傳統的馬步，創新才有無限可能。
」不離開聖經真理的網路神學教育的創新，更是如
此。
依據個人過去這些年培育工人經驗中的粗淺觀
察，這個過程至少還需要三、五年，才能產生並奠定
比較穩妥的新格局與新標準。

二、讓中青世代上位當家
世代交替，其實本是常態。世代交替不是問題，
斷裂的世代交替才是問題所在。世間事，甚至屬靈領
域的事上，有許多改變其實早已悄然進行多時，而Covid-19只不過是加速代模轉移，並且加速世代交替。
幾年前，我們就開始了世代交替的思考與禱告，
神也祝福我們，年長的教授仍然忠心愛主愛「基神」
的事奉，有委身素養的年輕教授也不斷加入事奉，成
就了老中青教授團隊融洽的配搭，這是神給「基神」
極大的祝福。因此，當疫情突如其來，我們一時混
亂，但沒有不知所措，主已經賞賜我們更有能力面對
疫情所帶來的世代交替的機會與挑戰。明年的院長與
團隊的交替，也是在神的祝福之中，祂提醒我們提早
預備，以至於將來可以老中青齊心團隊事奉。三代同
堂本就不容易，但神帶領就必祝福。祂是耶和華以
勒。

三、關鍵仍然是人才培育與團隊事奉
最後，容許我不厭其煩地重申今年四月針對「基
神」將來方向的觀察：
在這些年來的事奉、觀察、反思與禱告求問之
中，我確信神必繼續使用「基神」成就大使命，更有
力地事奉將來的世代。至少有兩個互成互補的重大方
向：（一）繼續更深入有效地栽培合神心意、謙卑殷
勤、「站起能講道、跪下能禱告、品德能信靠、生命
能傳道」的優質僕人領袖牧者與同工；以及（二）培
育華人教會仍然十分缺乏的聖經與神學根基深厚、能
獨立思考、關懷靈魂與教會的經師人師與研究學者。
（《基神院訊》2020.4）
為要達成這目標，我們多年來在生命、學識、
教學、帶領學生等事奉上，不斷互相砥礪，同心建
造。隨著進入ATS的認證，教授團隊也不斷長進。神
也不斷祝福「基神」，帶領年輕的教授加入團隊：蔡
明謀牧師(2015)、池峈峰博士（2016）、陳聲漢博士
（2019）。明年春天，羅一強牧師（2021）將加入教
授團。這些新師資都是優秀的中青世代，加上資深教
授繼續團隊配搭，是神賜給「基神」極大的祝福。
我們已經走在新道路上。因爲疫情關係，從年初
開始幾乎一切運作都被迫使用網路：行政、網路教
學、畢業典禮（非常的典禮，非凡的委身）、學前靈
修會、甚至每日所有同學的群體早禱。隨著局勢的變
化，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創新與突破。
我們在作法上有許多的創新，神也祝福使用。然
而，終究神祝福我們的是人的更新，而非作法的創
新。因爲我們不斷的更新，神幫助我們突破網路的限
制與缺陷，以至於教學與靈命長進
可以大有果效，仍然繼續火熱追求
與事奉主。那才是真正的新道路。
主必繼續帶領幫助，更新我們。■

網上論壇

僅僅是僕人嗎？
馬可筆下的耶穌
今

文/蔡明謀博士

年七月，當看到疫情顯然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時，學院決定在網絡上開
始“基督工人論壇”的事工，讓信徒在家做進深的學習。第一個系列的標

題是“基督真貌”（The

Christ

I

Never

Knew），是借鑒學習了楊腓利

（Phil-ip Yancey）著名的著作“耶穌真貌”（The Jesus I Never Knew）
而得的標題，想以此幫助增進信徒對基督更深的認識。（要了解有關該系列和論
壇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https://www.cwts.edu/cwts_forum。）

筆者在第二次的論壇與聽眾探討了馬可的耶穌畫
像，目的是要能更準確地認識馬可所介紹的耶穌。近
年來，基督徒多半認為馬可描述的耶穌是一位僕人；
然而，馬可用了許多的頭銜在耶穌身上，就是未曾用
過“僕人”。如果這不是最合適的畫像，那麼什麼才
是？我們可以從馬可所使用的稱謂和他故事的佈局來
得知這個答案。馬可最常使用的頭銜是“夫子”、“
先知”、“基督”、“人子”、和“神的兒子”。因
為篇幅的限制，筆者只能簡短地探討這些頭銜的意
義，但全文會放在學院網頁“好文靜讀”裡（https://
www.cwts.edu/latest-activities/sharings）。

夫子、先知
這兩個職位通常不被現今的基督徒重視，但在馬
可福音裡，它們卻佔據了很大的篇幅。馬可雖然不像
馬太大篇幅地記錄主耶穌的教導，但他多次提到主教
導人、傳講天國的道理。至於“先知”，人們可能會
從彼得的認信得出耶穌是基督，而不是先知的結論。
相反的，主做了許多的工作是富有先知性質的：宣告

神國的好消息，呼召門徒，行神蹟奇事，治愈麻風病
人，等等，都有舊約先知的味道。所以馬可是有意要
呈現耶穌為夫子，爲先知。

基督
廣義上講，基督是指被神膏抹（揀選、指定）的
人，包括先知，祭司和君王。狹義而言，基督是猶太
人所期盼的那位末世要來的勇士君王。奇特的是，馬
可似乎並不願強調基督的身份，因為他在開頭宣告了
耶穌是基督後，就不再提及，直到故事過了大半，在
彼得的認信時才再次提到（8:29）。在此之後，耶穌
仍然不准門徒透露他的身份，之後開始告訴門徒他將
受苦、被殺之事（8:30-31）。彼得責怪耶穌說這話，
卻被他嚴厲地責備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
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8:30-33）
筆者認為耶穌不願透露他是基督，是因當時猶太
人對基督錯誤的期盼，認為基督來是要推翻羅馬帝
國，復興以色列國度的。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
在耶穌復活後，門徒還不能更正（徒1:6）。

人子
“人子”是在馬可福音最常出現的頭銜（14
次），兩次關乎他的權柄（2:10,18），兩次關乎
他的榮耀（13:26；14:62），其餘的關乎他的受難
（8:31,38；9:9, 12, 31；10:33, 45；14:21 bis, 41
）。平信徒通常將其解釋為耶穌在宣稱自己是人，具
有全然的人性。但這解釋用在某些經文上會帶出錯誤
的教導。例如，“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可
2:10）絕不能解釋成“人有赦罪的權柄”；“人子也
是安息日的主”（可2:28）也不能解釋成“人也是安
息日的主”。
那麼“人子”是什麼意思？這頭銜可能來自亞蘭
文，作為人自我的稱呼。當主耶穌說“人子在地上有
赦罪的權柄”時，他是在說他有赦罪的權柄，這也是
在場文士的解讀（2:7）。
但“人子”有一個更重要的背景，就是來自但以
理的異象。他看見了“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
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
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
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7:13-14）但
以理異象裡的這位人子是一個特殊的角色。他可以駕
在雲上，得以來到神面前，領受了如彌賽亞的王位。
神對摩西說過，“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
但這位“像人子的”卻是例外。因此，當時許多的猶
太人認為這人子並非是個平凡人，而是一位“超越人
性的人物”（transcendent being）。有文獻地將基督
與人子聯繫在一起，明白這位人子，就是基督。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耶穌提及他的受難，他都
用“人子”這個稱謂。筆者認為這也有起糾正的作
用。“人子”在猶太人的觀念中是一位極其光榮的人
物，而卻不知“人子”在得榮耀之前必先受難，跟隨
他的門徒也必須有此決心（8:38）。

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可說是最重要的頭銜，不是因它比
所有頭銜還崇高，而是因它出現在故事的每一個關鍵
時刻。馬可開門見山就宣告耶穌是神的兒子（1:1）；在
耶穌受洗和登山變像時，馬可記載神從天上親自做見
證，宣告耶穌為他的“愛子”（1:11；9:7）；在受審
時，耶穌承認他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基督”（14:61）；
在耶穌斷氣時，釘他的百夫長意識到耶穌是神的兒子
（15:39）。

但要解釋這頭銜有相當的難度，因為在當時，
它有許多的用法。“神的兒子”在舊約中可以指天
使（例伯1:6），以色列（例出4:22）或以色列的
王（例撒下7:12-14）。在希羅時代，這一詞最常見
的用法指的是偉人或統治者，例如亞歷山大大帝。
在羅馬時期，最重要的用法是羅馬皇帝，凱撒。凱
撒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全世界之主。從奧古斯都起，
硬幣上常印著皇帝的頭像和“神之子”（拉丁文為
divi filius）的頭銜。身為羅馬士兵，百夫長只當效
忠於凱撒，視他為“神之子”。那百夫長對耶穌的宣
言，對馬可的讀者來說，實在是一個驚人的轉變！

耶穌畫像與意義
集合這些稱謂，馬可所描繪的耶穌，是神在末世
派遣來的使者基督，而這位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是超過
猶太人所期望和理解的。他是神國的老師，是大有能
力的先知，是猶太人的王，他更是世界之主。只是他
第一次來世的使命不是要復興大衛的國度，而是在屬
靈上復興這個國家。他是猶太人所期望的榮光的人
子，但這位基督、人子在獲得榮耀之前必須先受苦，
犧牲他自己。假如我們能看到僕人的畫像，其實就是
在這一點上。主耶穌的受難呈現了以賽亞書52-53章裡
的僕人。但這個僕人，不是個凡人，而確確實實地是
神的兒子，神本身。
馬可的耶穌畫像對今日的信徒也有深遠的意
義。“人子”受難的必要性同時也意味著受難是做門
徒的必經經歷。但今天的環境誘惑著我們去追求美
食、度假、豪宅和科技所帶來的方便，大大地減低了
我們承受苦難的意願和能力。百夫長的轉變也提醒信
徒要再一次的檢討各人真正的效忠對象。在灣區，成
功和金錢漸漸地成為信徒追求的對象。當聚會和工作
有衝突時，我們選擇工作；當孩子在聚會時間有課外
活動時，我們選擇活動。為了什麼？不就是讓他們可
以進入最好的大學，能得一個高薪的工作，做一個成
功和經濟上能獨立的人嗎？
馬可描述主耶穌為受難的人子和百夫長所效忠的
神子正是今日的基督徒所需要認知的。願我們將這幅
畫像時時掛在家中，時常提醒我們如何做主忠心的門
徒。■
此文主要的參考資料是：Adam Winn, Reading Mark’s Christology under
Caesar: Jesus the Messiah and Roman Imperial Ideology (Downers Grove:
IVP, 2018), 51-68; Craig A. Evans, Mark 8:27-16:20, WBC 34B (Waco, TX:
Word, 2001), lxx-lxxx; Adela Yarbro Collins, Mark, Hermeneia (Augsburg,
MN: Fortress, 2008),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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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複，
抑或柳暗花明？
文/李雪誼牧師

不

得不承認，2020年全世界的教會都因為居家避疫，而處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時
期。當疫情緩慢消退，家門打開，人們又逐漸回到流動的社會時，我們回首這

個獨特的隔離時期，是否會從中讀到一些非隔離讀不到的資訊？當教會不能做使之成
為教會的第一件事——聚會——的時候，是否會讀到一些關於牧養的新內容？

一、山重水複：牧養的受損
居家避疫給牧養帶來巨大影響，比較顯著的有以
下幾個方面：
1、人心被媒體大大吸引
因為大家關心疫情，所以會關心新聞。大家都迫
切想知道疫情的最新進展。一面看到負面消息心思沉
重，一面還是迫不及待地要看負面消息。在這樣的情
況下，人的心思、人的關注很自然被吸引到媒體所提
供的話語上。
作為基督徒知道話語對人的重要性。人的心一旦
被不是出於神的話語充滿佔據，並整日思想，逢人就
探討交流，長期下去生命的狀況可想而知。
同時，消息來源不同，立場就不同，當然結論也
可能會截然不同。這就造成人的混亂，以及不信任。

這樣情況久了，心裡就會無助彷徨。我，究竟應該相
信誰？應該相信哪一個消息？哪一個媒體？哪個消息
是正確的，哪個消息是謠言，哪個消息僅僅是為了某
些政治立場而寫？人心中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2、實體聚會被切割
實體聚會不是不存在，而是被切割。從整體教會
的聚會，被切割成一個一個的家庭單位，甚至一個人
一個人的單位。似乎透過軟體可以一起敬拜，但不可
否認事實上實體的聯結已被切割成更小的單元。這使
得一部分正在靠著人的扶持、人的聯結，而逐漸被吸
引到主面前的弟兄姐妹失去很大的支持。
3、肢體關係仿佛“異地戀”
弟兄姐妹的聯結，有人開玩笑地說：“仿佛異地
戀——見不到面，只能靠通訊來聯絡感情”。大家都
知道異地戀的艱辛，實體面對面和視訊面對面差別之

大，無需多說了。儘管我們可以很屬靈地說，有主勝
過一切，聖靈會聯結我們⋯⋯都對，但這是我們生命
成長的方向，而不一定是生命的現狀。人仍有軟弱，
仍有老我，仍有轄制⋯⋯人還在被建造的過程中，需
要彼此扶持。沒有人可以完全脫離與弟兄姐妹面對面
的互動。無法面對面的肢體關係，有點隔靴搔癢的感
覺。
4、主日崇拜失去崇拜感
因為在家裡，隨自己意思的試探和誘惑變大。主
日聚會可看可不看，我想什麼時候看就什麼時候看，
穿著睡衣看，吃著零食看，斜躺著看，邊做事邊看……
各種可能性 。
因為大部分是放錄影，缺少實體中與講員的互
動，如目光對視，笑聲，偶爾提問等；也缺少了感知
會眾同時的回應，如震驚、笑聲、感動等。
總之，主日崇拜失去崇拜感。

二、柳暗花明：牧養的個人化及深度化
雖然疫情隔離使得牧養增加難度，甚至受到虧
損，但是也因為疫情隔離，能更清晰地看到牧養中一
些還需更多建造的重點。
1、牧養個人化
這次疫情中體現出牧養中的重點：個人化。
也許和灣區弟兄姐妹的職業特點有關，在牧養的
時候比較容易標準化、制度化。換句話說，就是標準
比人高，鞭策人用行為去達成標準，而非與神建立關
係，生命活潑地生長。社會精英意識進入教會，成
為“教會精英意識”——靠自己努力成為“精英“基
督徒。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談論策略、標準、制度，這
些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同樣
的策略、標準、制度對不同的人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當個人的生命正確時，就是合神心意的時候，才
能萬事互相效力，才能使策略方法發揮好的作用。
比如：現在主日可以聽完教會的講道，到別的教
會去聽主日資訊。對於心意正確的人來講，他可以有
更多的資訊和糧食餵養自己；但對於心不對的人來
說，就是到處逛逛看看挑肥揀瘦，更加不委身，反而
生命受虧損。
現在當聚會被迫停止，倚賴的標準化被拿走，統
一的時間、統一的地點、統一的屬靈氛圍⋯⋯發現瞭
解“羊群”屬靈狀態的標準拿走了，以前如果固定聚
會，是一個標準；不僅固定聚會，還每次準時出席，
又是一個標準；不僅固定聚會，還準時，並且參與服
事，更是一個標準⋯⋯但是現在這些標準拿走了，如

何瞭解“羊群”的屬靈狀態？這會顯出個人化牧養的
足或乏。每個人不一樣，生命狀態不一樣，教會的管
理，教會的行政體系需要制度化，但牧養很難制度
化，也不應該制度化。
如何回應？迫切加強門徒訓練。
耶穌自己三年半帶領12門徒，小的團隊，加上長
時間相處，主為我們設立了榜樣。組成小的團隊，不
超過12人，以3-4人為佳，有屬靈成熟的帶領者，有屬
靈同伴，也有屬靈更年輕的肢體。透過神話語的分享
和生活的分享，建立個人化的牧養。
2、牧養深度化
這次疫情還體現出牧養中的另一個重點：急需深
度化。
居家避疫，使很多“羊”感受到彼此之間的關係
不夠。隔離，讓很多會眾無法以人的聚集，人的熱
鬧，或其它很多的外在形式來讓自己感知信仰，激勵
信仰；拿走“人”的關係，發現“信徒”的關係並不
深刻。
“人”的關係，是以我的感覺好不好為基礎；
而“信徒”的關係是以神為中心，信徒在一起看重神
的話語，能彼此激勵在生活中走主的道路。
不少信徒平時不願意打開自己，注重隱私，信仰
只是茶餘飯後修身養性的美好事物，而不是改變生命
的重中之重。疫情中，就感受到淡薄關係的害處。發
現平時倚靠的是人的關係，而非信徒的關係。
當實體聚集的崇拜不得不被打散，而進入家庭
時，牧養也可以趁此機會進入家庭，進入更深之處。
A. 主日崇拜增加崇拜感
1）鼓勵會友換裝準時出席；就算在家中，也準時
開始聚會，並且換上平時出行的服裝，從態度上先端
正，增加崇拜感。
2）契友彼此拍照激勵；為了能堅持，契友完成1
）之後，拍照發送群組打卡，彼此激勵堅持下去。
3）聖餐在ZOOM中共同領受。
B. 針對疫情錄製專題影片
如寇紹涵牧師的“戰疫家書”，針對弟兄姐妹在
疫情中碰到的各種情況進行回應。
C. 平日聯結
1）每日打卡靈修：同工群；不同群體的小群……
神的話語餵養進去，大家一起往前走，彼此監督很重
要。一看大家都堅持，自己就會跟上來。
2）每週代禱事項收集發送。在家中上班，比以前
有更多機會跪下禱告，每週收集發送代禱事項，瞭解
彼此，也在禱告中紀念彼此。■
作者為基神校友，2016年畢業生，現於曙光華人基督教會服事。

牧者信息

新冠病毒正在改變
美國人讀經的習慣
文/Joe Carter 譯/Deep L 校/J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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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初，美國聖經協會和巴納集團的民調發現，經常讀經的美國成年人
數目已經上升到了7090萬，這是這兩個組織自2011年對這一情況開展民

調以來得到的最高水平。不過今年6月份的後續調查顯示，新冠病毒危機大大削
弱了美國人讀經的熱情。

《聖經狀況》（State of the Bible）的民調結果
表明，到6月第一週，美國成年人的讀經參與情況從
27.8%下降到只有22.6%，代表約1310萬美國人不再持
續穩定地把聖經當作「一種塑造他們的選擇和改變他
們與神和他人關係的方式」。
變化最大的是被歸類爲「以聖經爲中心」（即聖
經的價值觀和原則是他們人生選擇和人際關係的核
心）和「會參考聖經」（即認爲聖經的價值觀和原則
主要影響他們與神和他人的關係，在較小程度上聖經
也影響他們的人生選擇）的群體。「以聖經爲中心」
的人佔全美人口比例縮減了3.8%，即970萬美國成年
人，而「會參考聖經」的美國人則減少了1.7%，即
430萬成年人。
報告說，通常情況下，女性讀經的比例和程度都

會超過男性。但在一月份「會參考聖經」或「以聖經
爲中心」的女性，到了6月份她們讀經的減弱程度明顯
超過男性。在調查中，經文參與度由三個部分組成：
讀經的頻率、聖經對使用者的屬靈影響，以及聖經在
使用者生活中的道德中心地位。從一月到六月，讀經
頻率表現出了明顯的下降，其次下降的是屬靈影響。
道德中心性在兩個樣本之間保持相當穩定。
研究還發現，讀經頻率的增加通常都與教會在組
織讀經上的努力成正比關係，包括門訓關係和小組查
經。因此，由於新冠疫情導致的教會關閉很可能導致
讀經頻率下降。而那些在教會生活中沒有與人建立關
係的人，在美國聖經協會「經文參與量表」中的平均
得分是66分（滿分100分）。參加過一次門訓或者小組
的美國人，他們的平均經文參與度提高到 89 分；而參

加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門訓或小組的美國人，他們的平
均經文參與度可以到94分以上。
「這項研究支持這樣的觀點，即教會能夠給人帶
來屬靈益處，也能幫助人更好地讀經和對待聖經。
」美國聖經協會事工信息部門負責人約翰•普萊柯
（John Farquhar Plake）這樣說，「要讓人更多讀
經，我們必須通過教會增加彼此的關係連結。新冠疫
情，以及現在的這項調查表明，對教會生活的關係性
參與度上升時，聖經參與度也會上升；但當教會生活
的質量下降時，聖經參與度也會隨之下降。換句話
說，人們是否通過教會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這對我
們的讀經至關重要。」
爲什麼這很重要？幾年前，領導力專家西•斯奈
克（Simon Sinek）指出，每一個組織和領袖都知道自
己在做什麼，有些人知道他們該怎麼做，但很少有人
知道他們爲什麼要做這些事。當涉及到我們的讀經這
個話題時，同樣的原則似乎也適用。大多數基督徒知
道他們應該做什麼——讀聖經。有些人知道他們應該
怎麼讀聖經，例如進行歸納式查經；但似乎只有很少
人知道爲什麼他們需要常常查考聖經。
也許我們應該先解釋一下什麼是「與聖經互動」
（Scripture Engagement）。麥克唐納（Fergus Macdonald）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定義：與聖經互動
是指與聖經文本的互動，這種互動提供了足夠的機
會，讓文本藉著聖靈的大能爲自己說話，使讀者和聽

眾能夠聽到神的聲音，並親自發現耶穌基督對他們發
出的至高命令。
「與聖經互動」是最重要的屬靈操練，也是其他
所有屬靈操練的基礎。通過聖經互動，我們能夠聽到
並遇到神。如果我們不接觸聖經，我們就不能完成我
們被造的首要目的——正如已故的 J. I. 巴刻教授所說
的——認識神。
我們被造是爲了什麼？就是爲了認識神。我們的
人生目標應該是什麼？就是認識神。耶穌所給的「永
生」是什麼？認識神⋯⋯
爲什麼是生命中最好的東西，比其他任何東西
都能帶來更多的喜樂、喜悅和滿足？就是認識神。
我們被造是爲了與神建立關係，而接觸聖經是一個
關係的過程。正如韋伯（Chris Webb）所說，聖經
是「打通天堂與地上邊界的地方⋯⋯當我們打開聖
經時，它並沒有對我們說：『聽著，神在那裡！神
在那裡！』相反，聖靈的聲音透過每一行輕聲說：
『看。我在這裡！』」在教會建立關係當然很重要，
基督徒一起參與聖經的學習是很有必要的。但教會領
袖需要確保基督徒明白，經文參與不能僅僅發生在小
組裡。我們要與經文互動，這是爲了讓我們能夠聽到
神的聲音說：「看，我在這裡！」。而這正是我們需
要聽到的信息——即使我們不能聚集在一起。■
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COVID-19 Is Disrupting Americans' Engagement with Scripture.

學院動態
■感謝神，基神秋季新學期順利開始，雖然疫情之中
無法實體上課，但無論是各門課程還是各項活動都藉
助網路得以照常進行；基督工人培育中心（MI）的各
項證書課程亦得以穩步擴展，近期的 MI 課程包括：兒
童事工規劃與兒童節目特別設計，新約信息精要，教
學法探究，親子教育，散聚宣教策略面面觀，歡迎各
教會同工肢體踴躍報讀；
■呂紹昌院長7月29日至8月2日，帶領芝加哥活水福
音教會培靈會，感謝主使用；8月11-14日完成「靈命
塑造與基督工人基要」，此本是院本部上課，也是網
路混合課程的首發課程。在疫情中雖有困難但能突破
限制，達到靈命塑造的提升，感謝聖靈的工作；8月
21-23日在北區基督徒會堂，從阿摩司書論疫情中的復
興，感謝主使得多人得益；9月18日在Cupertino基督
徒會堂帶領講座「對聖靈的開放與謹守」，期待疫情
後的復興；10月16-18日帶領南加州中信家庭教會的退
修會；
■蔡明謀博士，8月在線上與美西南13個教會的弟兄姐
妹分享釋經學和哥林多前書，反響熱烈；
■葉裕波牧師9月13日參加三藩市第一華人浸信會李
楊翠儀在網上舉辦的接立牧職典禮；9月19日主領在
加拿大多倫多福音證主協會舉辦的網上講座：借古鑑
今——研讀舊約歷史書的重點及方法；9月26日在Sa-

lina華人基督教會主領退修會；感謝神的厚恩，9月16
日葉裕波牧師夫婦的小兒媳，終於為他們帶來第一個
孫子，取名Emmanuel恩樂，願他在主的恩典中快樂成
長，成為多人的祝福！
■9月5日基督工人論壇《耶穌真貌》系列第二講成功
舉辦，蔡明謀牧師的《僅僅是僕人嗎：馬可筆下的耶
穌》講座獲得眾人高度好評。基督工人論壇第三講將
於11月7日舉行，屆時將由基神系統神學教授池峈鋒
博士帶領，題目為《僅僅愛耶穌就夠了嗎？神學的反
思》，歡迎參加；
■陳聲漢博士的最新文章“詩歌、想象及舊約的彌賽
亞見證（Poetry, Imagination, and the Messianic Witness of the Old Testament）”將於月底在Cateclesia
Institute與讀者見面；
■懇請特別為參與在北加植堂事工的基神校友/同工/
學生禱告，因為疫情關係，無論場地、策略與爲作法
等，都面臨極不穩定的變數與挑戰，求主堅固祝福使
用：CCIC-Sunnyvale（李湧/May Choi），CCIC-Central San Jose（熊驄），SJCAC-Milpitas（侯雷牧師/
何覺生牧師），Cross Point-San Mateo（冼嘉琪/歐宇
軒），ICNazarene-Church Type Mission （陳彤長老）
。

學院動態

愛心滿滿 盼望滿滿

基神秋季開學退修會一瞥
一場新冠疫情，長達半年的居家隔離，多數人、
多數時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方寸之地機械式
地，程序化地面對著毫無感知的電腦和永遠也做不完
的工作事務。“溫度”與人的距離，似乎漸行漸遠，
越來越成為了一種稀缺又奢侈的夢想。正是在這種現
實環境和實際需要之間極度張力的撕扯下，基督工人
神學院迎來了2020年的秋季開學。一群摩拳擦掌，
要為主耶穌作光作鹽的神學生，又該如何面對這種冷
漠和隔絕呢？學生事務處主任池峈鋒博士，帶領學生
會率先破局，積極籌備了基神歷史上的第一次網絡退
修會；決心不讓疫情的隔膜，演變成同學們之間的冰
墻！學生會同工陳睿瑜同學組織基神讚美隊，在不同
的地點、不同的家庭中同唱一首讚美的歌；另外兩位
同工，鄧淑慧和葉錫光同學不辭辛勞，晝夜趕工，把
眾人的演唱，完美的剪輯出了一部榮耀的大合唱！
老師、院長現場的鼓勵，新生介紹的錄製視頻，
同工的勸勉，小組的禱告等等，一處處板塊化設計，

文/陳業飛

讓原本冰冷的電腦屏幕，不斷迸發出熱情洋溢的篇
章；長達兩個小時的退休會，似乎僅僅只過了一瞬
間！令人意猶未盡的同時，精彩也沒有中斷。網路聚
會結束后的一個小時，在校本部的院子中，又接著開
始了“隔窗問候”的駕車領禮物的活動。院校的所有
老師全部到場，按著防疫要求，分散而站；手舉各種
鼓勵的標語，向同學們揮手致意；同學們駕車魚貫而
入，隔著車窗，看到在加州的烈日下，山火的煙霧
中，老師們站了長長的一排，向他們揮手，為他們打
氣；滿滿的都是力量，滿滿的都是盼望！線上，線
下；家裡的電腦前，學校的院子中；雖然不能握手、
雖然不能擁抱，但強烈的愛與溫暖，卻仍然透過師長
同工們的付出與行動，點燃了同學們的心房！疫情是
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問題，但問題總都有答案！午夜或
許能暫時阻擋太陽，但是黎明早已在夜的盡頭守望；
而基督就像那烏雲之上的太陽，用發出來的光，給冰
冷的人間，送來溫暖與光芒！■

新生介紹
潘地偉 道學碩士
我來自中國安徽合肥。從小接觸信仰，來美前一直在國內參與教會的服侍。在信
仰的道路上我漸漸地意識到教會的侍奉需要跟隨耶穌的腳蹤，方能更好地榮神益人。
在教會服侍的初期我熱心高漲，有一種身先士卒、鞠躬盡瘁的感覺，但是沒有根基的
熱心隨著坎坷的來臨顯得那麽不堪一擊。感恩的是，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我清楚的知道
侍奉的根基在主耶穌那裏，若只憑自身的一腔熱血而沒有從神而來的呼召與使命感只
會在教會中四處碰壁而無力堅持服侍。我清楚上帝對我服侍教會的呼召，但是我亦清
楚地知道更好的服侍需要在真理上進行裝備。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我
渴慕得到系統的學習來裝備自己以致於更好的服侍。

杜益君 基督教聖工碩士
來自灣區Fremont，在一家半導體公司做工程師。我35歲時在美國聽到福音，42
歲受洗成為基督徒。信主後，聖靈一直引領我，使我經歷神的同在和天國的真實，幫
助我更多理解神的話語。為了更好地服事主，把天國的真理傳講清楚，我決定進入神
學院接受裝備，在神的話語上扎根。我對中國的福音事工很有負擔，希望將來有機會
給更多的中國人傳講神的福音。

許春麗 基督教聖工碩士
來自北京，祖籍浙江，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因為孩子在美國讀書來到了這
裡，我讀神學的目的就是想更加認識神、更加經歷信靠神，裝備好自己，期待未來被
主使用，想回國在家庭和青少年事工方面服侍，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恩典。2020年是很
特別的一年，反思自己的信仰並且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安靜在主裡是莫大的恩典，也
深知好好信主比什麼都重要，求主讓更多人認識他歸向他。求主賜給我們順服他，愛
他的心。

李春鴻 道學碩士
感謝主，經歷一年多教會的實習事奉，我看見自己在神學知識和原文學習中的缺
乏，也看見自己在生命中的不成熟。因此，再次回到基神來裝備學習，這實在是神極
大的恩典和憐憫。神不斷的讓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更深認識神，經歷神，享受神，甚至
在難懂的神學理論和枯燥的原文單詞中常常被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所震撼，被他美善
聖潔的生命所吸引。所以也格外珍惜這次學習的機會。願神幫助我在神學院更多的追
求渴慕，真正成為一個用真理和生命來事奉神的人，一生做神忠心的仆人。

孫

瑜 神學碩士

1974年生於中國山東煙臺，本科和研究生分別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
院，與太太鄭自攀2000年結婚，育有二子一女。2009年與太太一同在北京家美教會受
洗，2012年蒙召，2014年卸下投資的工作進入基督工人神學院裝備，2018年在完成了
道學碩士的學業之後去往西雅圖華恩堂侍奉。對牧養教會和神學都有負擔，在讀書和
牧會的過程中深感西方神學傳統的局限性，因此2020年重回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期
望能夠在神學上繼續進深，發展切合華人文化的東方神學。

胡哲翰 基督教聖工碩士
來自中國廣東，2010年
決誌信主，受洗歸於基督。
讀書時蒙神醫治，本科畢業
後從事傳媒、人力資源管理
數年，工作之余在教會帶職
服事，2019年蒙神呼召全時
間研讀教牧碩士，盼望將來
有機會可以在神學上有更多
裝備，在牧養和宣教上為教
會盡綿薄之力。

歐

娜 基督教聖工碩士

來自大陸，曾經從事過
軟件工作。四年前陪同先生
來到灣區。如今蒙神呼召，
進入基神接受神學裝備，希
望未來可以在福音、文字、
兒童和家庭事工上服事。

戴世順 神學碩士
本人在基督徒家庭中長
大，從小耳濡目染著身邊長
輩豐盛的生命和忠心的事
奉，所以在讀書期間就已認
定，為神服事將是自己一生
的方向。然而真要下定決心
邁出這一步還是有很多困難
和掙紮。直到2015年11月，神藉著一些環境讓我明白
時候已經滿足，故決心將余生全部獻上，經過一年多
的尋求，於2017年到基督工人神學院修讀道碩。道碩
期間生命一次次被破碎和重建，越來越深知自己的軟
弱和有限，唯獨仰賴神的恩典堅固和扶持，同時也明
白自己的學習和裝備之路依然甚遠。同時在校期間深
受各位師長的影響，認識到神學教育的重要性，故決
定今年5月份道碩畢業後繼續修讀神學碩士，以期將來
能在更廣的禾場為神所使用，願主引導。

唐小兵
謝圓姝
沈 旭
康 弦
歐宇軒

道學碩士
基督教聖工碩士
基督教研究文憑
基督教聖工碩士
基督教聖工碩士

新生見證

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文/歐宇軒

感

謝神能有機會並被鼓勵去分享有關神對我的呼
召、我的神學學習和服事的關係，並我在未來

服事上的心志。

在大約十年前，在一次帶領「求主興起禱告的
心」這詩歌，並當我們唱到「在這片乾旱土地⋯⋯」
時，我感到聖靈對我有很大的感動。當時，我感到很
多人在這片土地還未認識耶穌。後來另一次，大家在
敬拜中唱「我們歡迎君王降臨」，當大家唱到「呼求
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時，我又一次感到聖靈很大的感動，而且歌詞也是和
土地有關：上一次是乾旱土地，而今次是求神翻轉和
震動土地（不是地震這種），而這次是我感到神呼召
我的前一星期。
當時，我們的小組剛結束了一個佈道會，並且我
剛得知教會將要建新堂。在這幾天內，有兩位朋友突
然分別問我有否考慮做傳道人。由於從來未曾有人這
樣問我，我感覺到這幾天所發生的情況很奇怪，所以
我開始思考並祈禱尋求神的心意。但是，這件事情有
可能實現嗎？因為在這一年以來，家中發生了不少
事，我們不但轉了教會、搬了家、工作地點變了、收
入也減少了，由於一波接一波的事情發生，很多事情
還沒完全消化，內心也有不少傷痕，怎可能突然被呼
召呢？我深感到沒有這個可能，而且，我感覺到收入
減了也沒有多餘的錢讀神學。不過幾天後，我以前的
牧者因資助一個神學生讀書，他對我説起神當年如何
在他不足夠金錢的情況下供應他所需。雖然神好像在
解答我有關金錢上的問題，但我當天還不太認為神是
在呼召我，而且，我太太并不是那種對信仰極其火熱
的人，她又怎麼可能答應我呢？所以，當天傍晚，我
禱告說：「除非祢清楚讓我肯定，是祢在呼召我，我
才採取行動。」到第二天，牧師講道的經文是使徒行
傳第4章，而他說了一句我一生也無法忘記的話。他
說：「今次很特別，主日牧師希望我帶領什麼經文，
我一般就帶領這段經文，很少會離開這段經文。但
是，當我讀使徒行傳第4章的時候，聖靈在今次很明顯
有一個很強烈的催逼，希望我繼續去讀下去。通常，

■歐宇軒家庭照
我都會拒絕讀的，但當我今次拒絕時，我的心極不平
安，直到我順服為止！」後來他說：「因為感到台下
的人需要聽。」而他所說的經文是使徒行傳第6章，也
是神當年感動我開始教主日學的經文：「但我們要專
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6:4）這是我一生最重要
的經文，我多年也是用這經文一直鼓勵自己以此為目
標。
我思想了很久，並嘗試用「反證」來看看可否推
翻這事，但結果是無法推翻這是從神來的。首先，牧
師說這段經文是從聖靈來的，而且他今次是聖靈很明
顯的感動，我又怎能說這不是從神來呢？但是説，若
果然這番話出於神，祂肯定知道這段經文一定會勾起

我的回憶（因為這是我一生以來最重要的經文），那
麼，如果呼召的事不是祂所想的，為何神要這樣做
呢！同時，若然之前沒有人問我有否考慮做傳道人，
我是不會去祈禱求問這事的，牧師所說的也自然不會
對我造成任何影響。但我昨天才問神是否呼召我做傳
道人，今天神有意去勾起我回憶要「專心以祈禱、傳
道為事」，我又怎能說這是不夠清楚呢？而且，這件
事會使我將來得以繼續去做我以往在主日學所做的。
由於我感到這件事情相當奇妙，也是我有生之年感到
和神最真實接觸的經歷，所以一直以來，我也不敢輕
視這事。
直到現在，讀了約一年神學，真感到自己獲益良
多，並很感謝很多老師，而且這也使我在自己教會帶
領聚會時有不少方向和內容上的改變和突破，特別是
教育學這門課對我來說影響很深遠。至於在未來服侍
的心志上，這兩年我愈來愈感受到神給我的帶領與「
傳褔音和佈道」有關。一方面，特別是倫理學和教育

學這兩門課，使我更深認識和想更多研究不同重要文
化和福音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回想這幾年神的帶
領來到另一間教會，無可否認的是，我所参與的服侍
主要都離不開與接觸、關心和幫助培訓新人有關的。
而且建新堂後，我主要服侍上的感動也是傳福音，並
很想把多年在基督裡失落了的一些朋友帶回來。同
時，這兩年來，神一直感動我思考新的課題，也是和
不同重要文化、褔音預工、福音本質等課題有關。這
些絕不是我原本想做的服侍和想行走的方向，只是我
無法再做回主日學的服事，這是神給我開一條新出路
的結果。我感到我的心也漸漸被這些事和服事所吸
引。之前所思考的核心不經意間被神慢慢轉移，我在
服侍的心志上也逐漸作出調整。近來，我經常感到在
這個後現代文化中，不同的轉變雖然對福音有很多挑
戰，但也同時製造了很多人相信福音的機會。但願能
如詩歌所說，更多人「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復
興我們聖潔的熱情⋯⋯」，Amen！■

見證分享

就是現在
文/康 弦

感

謝主，從2015年2月決誌到現在信主五年多
了，感覺生命就像一顆種子，埋進土裏，經過

施肥，澆水，沐浴陽光，漸漸地破土而出。經歷過傷
痛，軟弱，血氣，驕傲，攔阻，灰心，失望，迷茫，
但感謝主讓我仍然有一顆火熱的心去侍奉祂。

感謝主，讓我在哥城華人教會接受主的裝備，讓
我真正認識到“求神的國神的義，其他都會賜給妳”
。我去教會兩週就信主了，第三週就認識了我家弟
兄，一個月後我們在復活節一起受洗，四個月後我們
在教會結婚，兩年後神賜給我們一個孩子。我們這個
家庭完全是在神的恩典下成長的，在結婚和生娃這兩
件人生大事上，我們的父母親人因為簽證的關係都沒
能來，全部是教會的弟兄姐妹支持和幫助，讓我們在
主裡有這麼溫馨的小家。
五年來我也多次去基督工人中心學習，總是讓我

■康弦家庭照
經歷神，記得有一次是我帶著孩子去了兩個星期（弟
兄因為學業走不開），那時孩子才一歲半，去的第一
天就生病了上吐下瀉，第一個星期因為人太多了，神
安排了我們教會的一位姐妹與我同住（本來家庭和個
人不能同住），她每天晚上幫我換床單，忍受著孩子
嘔吐的奶味，我們也在這時候建立起很好的關係，第
二個星期一早有房間空出她就搬走了，當時好無助，

在神面前跪下流淚禱告三次，當晚姐妹又回來了因為
他們房間的水管突然破裂，她又沒地方住了。神的恩
典真的是夠我們用，在這艱難的疫情期間，在主的帶
領下我們來到了加州，也給我們預備好了教會。神更
加賜下恩典，讓我有機會進入基督工人神學院學習，
更深地學習祂的話語，造就自己。
2019年在基督工人中心讀經營的時候，我就已經
感受到神的呼召。與牧師交談了以後，安靜自己的心
來等待神的帶領。如今神借著三件事告訴我，就是現
在了。
第一，是我敬仰的高牧師在神的家服事了一生。
牧師有一次在主日講道說，摩西的一生有三個四十
年，大衛作王服侍主四十年，所羅門作王服侍主四十
年，牧師自己在美中的學生事工上和基督工人中心也
已經服事了四十年，他的四十年已經結束了，現在該
是年輕一代的我們繼續向前沖的時候。這段話深深的
進入我的心裏，我是要貪戀地上的世界四十年，還是
要渴慕屬天的賜福四十年？我不能只單單依靠牧師，
自己也要興起，雖然不知道主會不會給我四十年去侍
奉祂，但我確定在世上無論還有多久，我都要把自
己的一生獻給主！第二，我知道神對我們整個家庭的
心意不僅僅如此，我們家弟兄是個非常有恩賜的人，
雖然現在還沒受到呼召，但作為妻子我可以先預備自
己，等神呼召他的時候我可以很好地幫助他。第三，
就是神賜給我們的孩子已經三歲了，在他三歲生日的
時候許願，他說：“我長大了要當一個牧師！”何等
恩典，雖然孩子可能不知道牧師是什麽，但是在教會
里長大的他，有這樣一個心願，讓我這個做母親的更
加堅信不僅僅是我自己，而是主想讓我們整個家庭走
的路。
開學以後感覺真的特別的忙碌，不僅僅是神學
院的學習、教會的聚會、其他事工上的的學習，還

有姐妹之間的交流和禱告，當然還有家庭生活和孩
子的照顧。前兩個星期真的是讓我應接不暇，所有的
事情攪和在一起，生活一團亂麻。家裏的弟兄有時候
都會調侃我，“是不是要跟妳預約一個時間，我們才
能交流下。”我停下來思考，什麽才是神真正讓我做
的，什麽才是我現在最重要的。我也尋求了很多長輩
們的幫助，我不住的到神面前禱告，也請弟兄姐妹為
我代禱，求主帶領我們整個家庭，可以讓我学会平衡
家庭、學業和服事。家裏的弟兄對我的支持和幫助非
常大，無論是在家務上，還是孩子的教育上，他都主
動地分擔，在學習上教我如何處理郵件，如何運用日
歷安排一天的時間，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無條件的支
持我。作為一個在家裏五年的家庭主婦，感謝主的恩
典，讓我能在短時間內快速學習和成長。
感謝主，給我機會讓我一直在教會中服事，重新
認識主，認識自己，去與主同工，而不是憑著血氣做
事情，神要的不是我們做什麽，而是順服祂的心意而
行。借著禱告，我一邊服事教會一邊更多地裝備自
己，讓我這顆小種子能夠生根發芽，等待著為主所用
的那一天。
“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每當我來到禱
告會的時候，感覺被聖靈充滿，以敬虔的心去敬拜贊
美神感謝主。在長青媽媽組接觸了很多的長輩，媽媽
們和孩子們，特別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後，對於如何去
按著神的心意教導孩子，我們如何去為自己的孩子禱
告，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完全交托給主，成了我心裏的
負擔。神所喜悅的所想要做的祂一定會成就，感謝主
也祝福我手上的工，使我明白神讓我服事的方向。現
在異象对我而言更加的明確，主要是在禱告會和媽媽
禱告中，為的是建立基督家庭，和讓孩子也能一生走
在主的道路上。隨著孩子漸漸長大，自己有更多的時
間去學習主的話語。感謝主也能給我這個機會參加神
學院的裝備，讓我更好的去認識主，親近主，跟隨
主，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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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陳潤澤
主任(內線123，或Stephen.
Chan@cwts.edu)；
4.網上奉獻www.cwts.edu/
support/offering/  

財務報告

2020年年度總預算
$1,759,192
2020年1至9月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結餘

$1,066,441
$991,811
$74,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