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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書4:11-12）

”

同心同步 培育工人 助力教會
文/蔡明謀院長/牧師

秋

季學期的開始標誌著基神已
經邁入了第49個年頭，這
完全是出於神恩惠能力的覆
庇，頌讚歸於那坐寶座的獨一真神！49
年前，灣區只有零星幾間華人教會，神
把為華人教會培育工人的異象賜給了于
力工牧師；而時至今日，灣區華人教會
超過200家，我們有400多名校友在其
間事奉。神的大能何等奇妙，為此我們
深深地感恩。不僅如此，基神在校生和
校友的腳蹤遍佈全球各地，在超過百間
的教會和機構忠心事奉，于牧師得到的
異象還在繼續不斷地實現。這些成果決
非一兩年能夠取得，而是49年間，在董
事、院長、教職員工、校友和歷屆學生
們的辛勤耕耘下，在眾教會始終如一的
支持和弟兄姐妹們甘心樂意的奉獻中，

立於聖言勤於禱
忠於使命敏於行

共同協力所結出的果子。
從建校之日起，神學院就一直與教
會保持著緊密的、相互依存的共生關
係。培育工人和助力教會是神學院主要
的事工領域，亦是我們多年來的努力。

培育工人
眾所周知神學院是培養傳道人的地
方。迄今為止，基神已經開展了各個不
同層級，但同樣高質量的工人培訓課
程，範圍從平信徒的證書課程到一年、
兩年和三年的碩士級課程，再到博士級
的教牧博士課程。而五年前，我們專門
針對為教會和神學院培養教師的需要，
還增設了一個更具學術性的神學碩士學
位。
在這近50年的教學經驗中，最重要

美加神學院協會
正會員

的成果不是學院所提供的學位數量，而
是有效的工人培育。塑造神國工人最重
要的不在於提供海量的課程，也不在於
老師的名氣，而在於因人施教，多方造
就。學生來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
景，受教育和文化的程度也不同，故
而有不同的優缺特點。神學教育不能使
用「一刀切」的方法，而必須提供一個
在聖經和神學知識、思辨能力、品格
靈命、服事心志、技巧理念與人際關
係上，多方面且具個性化的訓練。它包
括糾正學生舊有的觀念，彌補神學知識
上的缺陷，以及幫助學生正視自己的不
足。這就需要師生有充足的一對一時間
進行坦誠的交談，從而使老師能全面地
了解學生，並幫助不同的學生在各自需
要的地方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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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故而，當我們考慮提供全網絡學位
時，我們不僅是考慮如何在線上開課，
事實上，那是最容易的部分；而真正困
難的，是如何在線上達到與實體學習相
同的果效。換句話說，我們的目標是使
在線的學生能取得與實體的學生相同、
甚至更好的學習成果，包括有令人滿意
的考試成績，以及能寫出高質量的研究
報告等。但在這之上還有更難和更重要
的課題，就是如何在線上培育學生個人
的靈命品格，並建立起彼此之間的團契
生活。為實現這些目標，我們的課程特
別將學生之間的互動與師生之間的互動
納入其中。教師對每個學生給予個人性
的關注，並爭取讓學生所在教會的牧師
作為導師來幫扶。

助力教會
教會通常會在需要工人，需要牧師
及講台協助，或需要特會講員時，向神
學院發出邀請，基神非常樂意提供這類
服事的支持，我們的教授主日在不同的
教會都有講台的服事。神學院也時時準
備協助教會培訓同工，六年前開始的基
督工人培育中心，就是為此而設立。培
育中心目前提供四方面的培訓：兒童、
家庭和宣教事工及平信徒事工。我們仍
在不斷地改進，讓這些課程可以更便捷
地為教會所使用，並朝著能夠滿足教會
各樣需求的目標邁進。
然而，以上這些並不是神學院可以
為教會提供的唯一助力；同樣重要的，
是在教會面對難題時，神學院可以給出
指導和提供資源，無論是聖經和神學方
面，還是教會治理和牧養方面。八年前
我們開始一年一度的灣區基督徒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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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BABC)，其目的就是在此。透過大
會，將各個領域有所專精的牧長、機構
和資源介紹給眾教會。另外，學院也為
了供應平信徒和牧長進深的聖經與神學
資源，在這三年間先後設立了基督工人
論壇和陳道明牧師講堂。
學院老師在接觸眾教會時，也看到
教會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和挑戰；有些問
題已經存在許久，有些則到近期才產
生。舉例來說，會友老化是灣區大多數
教會正在面臨的棘手問題。這問題通常
是在潛伏很長一段時間之後被突然意識
到，讓人措手不及；而一旦發生，就難
以改善。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吸引大
學生，或是年輕的職青加入教會，並牧
養他們成為耶穌忠心的門徒。其它常見
的疑問和挑戰包括：
植堂：如何開始、不同模式的利
弊；
英文部：如何從只有青少年團契發
展成擁有各年齡層的健全會眾；
幸福小組：其利弊、可行度以及在
北美運作所需要的調整；
宣教：教會應當如何善用北美豐富
的資源，有效地參與全球的宣教事工；
福音：如何向這世代北美的華人傳
福音；
疫情後的教會：如何復興信徒對神
的熱忱和委身。
面對這些問題，教會自身也有許多
的想法和做法。有些想法合乎聖經，有
些做法頗有成效，有些方法具有微妙的
危險性，要在時間的檢驗下，才會慢慢
顯露出來。處理這些問題不僅需要謹慎
的態度，也需要廣泛的研究，這就是神
學院教授蒙召和受訓去助力教會的事。

隨著基神師資的增長，特別是在實踐神
學領域的增強，我們的願景是能在這些
挑戰上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寬廣的探
討，能夠給眾教會提供更好的啟發和參
考。

同心同步
我們深知，基神這些年的成長在很
大程度上歸功於教會和弟兄姐妹的支
持。神藉著灣區華人教會和信徒成長，
在這半世紀中也確確實實地祝福了神學
院。通過許多教會和信徒的奉獻，神學
院得以聘請更多的教師和同工，能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並能擁有自己
的校園和宿舍。基神在49年的歷程中一
直細心和忠心地管理所獲得的資源，歷
年來的教職員工都是懷著僕人的心志，
放下了世間更易獲得金錢的職業來服事
神國。我們相信教會與我們一樣，都清
楚地明白對神學院的支持，就是對教會
未來的支持。願教會和神學院能同心、
同步，一起培育工人、建立國度。■

The mission of CWTS is to equip biblically competent,
spiritually mature, theologically proficient and missionally
minded servant-leaders who proclaim Jesus Christ and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effective ministry in
Chinese churche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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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禱告自己能為培養思想深刻、真實無偽、人格整全
的僕人領袖貢獻一份力量，使他們能不負神的呼

召，在各自的工場上為主盡忠。

文/劉浩宇博士

生命的詩節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雪蘭莪州的八
打靈再也市），在華人基督教家庭長
大。當我十歲那年，我的父母移民到新
加坡，之後我就在那座小小的島國慢慢
長大成年。 孩提時我一直去教會，並參
加許多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青少
年小組、各樣的營會和週日的崇拜等。
我仍清晰地記得，六歲那年在看了「耶
穌傳」的電影後，我立即決定要完全信
靠祂，因我知道祂是神，是我的救主。
當時的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這個決定意
味著什麼，以至於在之後的日子中，我
沒有嚴肅地委身成為基督的跟隨者。而
當我十六歲時，身邊一些真正跟隨耶穌
的同學們激發我再次將生命獻上，以基
督為榜樣而活。從那以後，我開始認真
對待這件事，並在1987年受洗，向眾
人宣告了我的信仰。在漫長的信仰道路
上，透過聖經的話語、聖靈的帶領、以
及周圍弟兄姐妹們的生命，我每天都在
學習怎樣變得更像耶穌。
1997年，我聽到了神對我全職事奉
的呼召，但直到八年之後，也就是我結
束了新加坡教育部的工作時，神才開始
預備我進入今後的事奉。2005年，為
完成我在美西南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
士，宣教方向）和Biola大學（跨文化教
育博士）的學習，我們全家遷至美國。
在開始美西南的學業之前，我心中常有
感動要去學習和認識其他的宗教，尤其

是東方的宗教。我曾有幾年在泰國北部
的少數民族群體中做宣教事工，這段經
歷把對一些事情的使命感深深地烙印在
我心中，包括挖掘北泰少數民族宗教的
形成過程，認識單一方法傳福音的局限
性，以及學習關顧他們身體和靈性需要
的基本方法。
回想那些年的經歷，我確信這是神
在用祂的方式預備我進入美西南與Biola
學習，因為我之後在學校裡有機會能服
事緬甸難民和國際學生；而我從其他宗
教人群中所學到的（不論是相關的知
識、受到的教益以及與人的相處）至終
引領我完成了博士的研究，課題是關於
中國佛教與道教在新加坡的宗教身份形
成。在那之後神繼續開路，我的研究由
Wipf & Stock出版社出版，而我也與新
加坡的佛教和道教領袖保持著長久的對
話與友誼；此外，我還能在各個討論宗
教身份形成以及跨宗教關係與對話的論
壇中作出貢獻。
我在跨文化教育領域所接受的訓練
也成為神使用我的又一個平台。我在芝
加哥的Concordia大學建立並指導了一
個新的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在主流
的教導方法之上融入響應不同文化因素
的教學方式；在雅加達的Raffles基督教
學校裡，我帶領了來自不同國家的老師
與學生共同學習；在William Carey國際
大學，我則服事了一個全球化的師生社

群。而在這些之後，神又帶領我加入了
基督工人神學院。在踏上新旅程之際，
我禱告自己能為培養思想深刻、真實
無偽、人格整全的僕人領袖貢獻一份力
量，使他們能不負神的呼召，在各自的
工場上為主盡忠。
我與妻子Melody結婚已有22年，
我為能有這樣一位美麗而優秀的生命
幫助者感到深受祝福。我們有五個孩
子：Megan, Malcolm, Meryl, Mitchell和
Meredith。我們一家走過的軌跡也是跨
文化的，我們從新加坡搬到德州，之後
陸續在加州、伊利諾斯州、印尼和新加
坡居住，而現在又回到了加州。惟願神
繼續地祝福我們手中的工作，更好地服
事祂！正如詩篇90篇17節所說：「願主
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
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
你堅立。」■

劉浩宇博士，基神實踐神學副教授，主授：
宣教、佈道和教育。
劉博士在西南浸信神學院獲得道學碩士
後，在Biola大學獲得哲學博士。他的研究包
括跨文化教育，佛教道教徒的宗教身份和本土
化宣教策略。他曾在新加坡的教育部，Biola大
學，Concordia Chicago大學，Raffles 基督國際學
校 (印尼)，和William Carey 國際大學擔任教職，
也在南加州及新加坡不同的教會以國語和英語服
事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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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綫教育

今

年基神錄取的新生中，有超過十人是來自俄羅斯聖彼得堡華人教會。
這對神學院來說是極大的激勵，神向我們昭示：藉助網絡工具，我們

的線上課程可以幫助到世界各地的教會，提供他們所需的神學裝備，使之給
更多信徒帶去益處。在此，聖彼得堡華人教會的趙保羅牧師特撰文與讀者們
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文/趙保羅牧師

聖彼得堡華人教會

為主栽種蒲公英
■趙保羅牧師
聖彼得堡（或簡稱彼得堡）曾經是俄
羅斯的首都，如今是國家第二大城市，
人口約500多萬，是文化和藝術中心。由
於彼得堡大學眾多，門類齊全，相比較
歐美國家而言費用也比較低，而且超過
一半的資質被中國教育部所認可，因此
近年來，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前來彼得堡
留學。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彼得堡的
中國留學生人數約有7000左右，且呈增
加趨勢。

教會的由來
1994年4月24日，王永信牧師帶領短
宣隊來到彼得堡舉行佈道會，當晚即有
一百多人決志信主，彼得堡華人基督教
會由此誕生。之後，大使命中心把彼得
堡教會轉介給於洛杉磯的羅省基督教會
聯會，成為其海外分會之一。彼得堡教
會成立後，教會成員主要也是中國留學
生。但因為教會缺乏穩定的傳道人，教
會的狀況也是起起伏伏，信徒的靈命也
比較弱小。

如同栽種蒲公英
2010年9月底，我們有機會赴彼得堡
短宣，神讓我們看到，彼得堡是一個非
常有希望的福音工場。若我們能抓住機
會，帶領這些年青學生信主，並裝備、
訓練他們，不但他們的一生蒙受祝福，
更能夠成為神國精兵，在畢業之後如同
蒲公英一樣，將福音帶去他們腳蹤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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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2011年3月，惠敏師母和我在神
的引導下，受羅省基督教會聯會差派，
開始了我們在彼得堡教會的服事。我們
與同工經過認真的禱告、尋求和交通之
後，確定了教會的異象：把教會建造成
為海外遊子溫馨的家，為主栽培門徒。
圍繞這一異象，我們設立了一個信徒裝
備系統，按次序提供二年制的門徒訓練
（系統地栽培信徒的靈命、品格、信仰
與生活，同時亦提供各樣服事的訓練）
，教會外的裝備課程（《海外校園》所
開設的愛學班、「以耶穌為中心的生
活」等訓練課程），以及神學院的裝備
（鼓勵成熟的信徒透過接受正規的神學
訓練，能夠更全面、系統和深入地裝備
自己，為主所用）。故而，信徒進入神
學院進修是教會整個信徒建造系統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亦是裝備成熟信徒服事
教會的重要渠道。

選擇基神
2019年我們開始思考、禱告，尋找
合適的神學院。我們曾經考慮過國內的
神學院、東南亞的神學院、洛杉磯的各
個神學院，但最終我們選擇了基督工人
神學院。這個過程有神祂自己奇妙的引
導，因為這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也
是我們必然的選擇。說偶然，是因為
2022年2月我們去看望老朋友李老師，談
及選擇神學院的事情。正逢李老師在基
神代課，就熱情地介紹了基神，鼓勵我
們來基神看看。而說必然，是在2月底我
們去基神的實地拜訪中，受到了蔡院長

的熱情接待，並對基神情況有了詳細的
了解，從而我們心中有了明確的感動：
就是它了。
我們之所以選擇基神，主要有三個
原因：1、基神的信仰根基。基神是一
間福音派信仰的神學院，它的信仰立場
我們完全認同。2、基神的學術水準。
基神的老師都具有神學博士學位，而且
大多在教會服事。這就使得他們不但有
很高的學術素養，而且有豐富的教會經
驗。3、基神的僕人精神。在我們和蔡
院長及其他同工的接觸中，我們感受到
基神對教會的關愛和支持。他們理解教
會的情況，關心教會的需要，積極創造
條件來幫助教會。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
非常感動。
2022年8月開始，彼得堡教會有11位
同工被基神錄取，成為正式的神學生，
開始了他們信仰道路的新歷程。願神祝
福他們的學習，讓他們一生可以為主所
用，將來可以在中國、在彼得堡、在神
的國度，成為基督精兵，為神打那美好
的仗！■

■網路課程

有惊无险入基神
我是基神2022年秋季學年的一名新
生，來自中國大陸。我一直夢想能透過
系統地學習更多認識神，在過往的服事
中也一直藉著不同的方式持續地學習。
我知道一個服侍的人，必須要有一顆受
教的心，願意不斷地學習，服侍起來才
能走得更廣、更遠、更穩固。其實我跟
基神有緣，早在十幾年前我就申請過，
但那時候由於國內服侍脫不開身，就暫
時放下了。但神在冥冥之中好像就有安
排似的，藉著以前同工的介紹和推薦（
他是基神的校友），我順利拿到了錄取
通知書和簽證。交接完教會事宜後，在
弟兄姐妹的祝福下，我就踏上了南下的
高鐵，準備從南方一城市出關去香港。
正當我信心滿滿地買好了船票去香
港機場，在過海關時卻被攔下檢查。盤

問之下，得知我赴美的原因是讀神學，
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海關人員拿走我的
護照和I-20表格說要去請示上級，與此同
時還拿走了我的手機；通過對我手機的
檢查，發現我是教會裡服侍人員，接下
來就是幾個小時的審訊。感恩的是，神
攔阻他們對我採取更多的措施。長話短
說，因著神話語的印證和弟兄姐妹的鼓
勵，兩天後我從另外一個城市出關，結
果是暢通無阻，沒有盤問我任何關於信
仰和神學院的事情。到學院我才知，在
那個時段不但國內的家人和弟兄姐妹在
為我禱告，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也在迫
切的祈禱。當我踏入基神，見到那些為
我代禱的老師和工作人員，看到他們臉
上洋溢的笑容時，我確實地感到義人禱
告所發出的功效。

文/趙

作者因服事原因匿名

九月初，我妻子和孩子也順利過來陪
讀。我記得教務處的老師在得知他們拿
到簽證後說：「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可
以放下了。」聽到這句話，當時的我心
中一暖，淚水盈眶：這不只是一個教授
聖經知識的學院，更是一個充滿基督之
愛、關心學子、想學子所想的學院。我
甚願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從國內來基神接
受優質的裝備，預備自己成為上帝合用
的器皿。
時局使入學之路頗多波折，今年秋
季，我是從國內第一個成功入學的學
生。但我相信我不是唯一。請爲我們禱
告吧！因為你的代禱會被神垂聼，為受
攔阻的學子們帶來通達的道路。■

釋放心中的感動
接受神學裝備的感動應該在很多年前就有，為了確認這是
神的呼召還是我自己的衝動，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在教會裡
服事，等待神心意的顯明。
過去的幾年，我心裡最大的感動是總想花更多的時間去讀
書和思考神的話，因為看到教會裡面很多前輩和屬靈長者的見
證，讀了很多神學家們的著作，讓我越來越覺得我不想浪費時
間在其他的事情上。而且，神的話越琢磨，越有深意，也讓我
欲罷不能。教會好像是一個天然的家，在家裏做些我力所能及
的事對我來説再自然不過，宣教和傳福音的感動也一直沒有停
下來。
過去兩年的疫情讓我有很大的震撼，死亡突然變得很近，
我覺得我無法再淡定，無法再去按部就班地走自己的路，所以
我決定在這個暑假開始放下工作，完全釋放我心裡的感動，全
時間接受裝備。
我起初對這個決定有點懷疑，我是否有這樣的福氣去讓神
做我的老闆，雖然我不清楚神在前面會給我有什麼樣的安排，
但我覺得走全職服事的路是多年來不曾停歇的感動，我相信這
個路上也會有神的看顧！在我做出這樣的決定以後，我的心裡
感到一種平安，心裡好像有個聲音說“這就對了”！奇妙的

新生見證

剛

是，教會的牧者同工聽到這個消息後他們非常高興，給了我很
大的支持，無論是在屬靈上，還是在經濟上，讓我和我的妻子
非常感動。這也印證了我一直以來的感動是來自神，而不是我
自己的衝動。神真是憐憫又信實，他說過他的恩典夠我們用，
教會的弟兄姊妹得知我要全時間接受神學裝備，也給我很大的
鼓勵，甚至還有一位弟兄願意幫我付上學的費用，這讓我無話
可說，只有感恩。
耶穌基督在哥林多後書12:9中對保羅說：“我的恩典是夠
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如今我也親
身體會到了。我更相信在我後面服事的道路，若有任何不足和
缺乏，靠著神，也一定會勝過，以此顯明神的大能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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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講堂

9

月24日週六，基神舉辦了第二屆陳道明牧師神學講堂，此次邀請了
著名的福音派詩篇研究學者David Howard博士來校主講。神學講

堂始於去年，旨在透過優秀學者的分享，充實基神和灣區教會，加強基神
與眾教會之間的合作，並促進華人基督徒與更廣範圍福音派之間的對話。

從哀歌中學習禱告
講堂的主題信息，連同基神教授與其他學者主領的多個工
作坊，不僅提供高質量的學術內容，亦是對信徒與教會的實際
關切帶去啟發。去年我們有幸邀請到了David S. Dockery博士
作為神學講堂的首位講員，他所講的題目是「學術、教會和事
奉的整合」。我們將會收集與該主題相關的文章匯編成冊，並
計劃在明年（2023年）基神50週年校慶時出版發佈。
今年大會的主題講員David Howard博士從明尼蘇達州遠道
而來與我們實體相見，讓我們感到深受祝福。David Howard
博士是明尼阿波利斯城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的舊
約教授，也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城Bethel Seminary的舊約名
譽教授。Howard博士在舊約領域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書籍、
文章與其他論著。他曾任ETS（福音派神學社群，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的主席，並參與了三個英文版聖經
（NLT, ESV, HCSB）的翻譯委員會。2015年他為Zondervan
NIV Study Bible貢獻了詩篇的解說，並於2018年隨同NIV Biblical Theology Study Bible出版發表。他還多年間在羅馬尼亞進
行短期教學，並於近年間在亞洲多個國家任教。
Howard博士此次講座的主題是「哀慟的學習：以詩篇第88
篇為例」，兩場信息分別為「詩篇第88篇與哀歌的修辭」及「
擁抱最黑暗的詩篇」。講座的目的是幫助基督徒理解什麼是詩
篇中的哀歌，以及為何哀歌對基督徒的生命來講是如此重要。
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大喜的信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喜
樂，所以基督徒往往容易以喜樂之名拒絕自己和周圍人生命中
的痛苦，或者將其縮至最小。然而，哀歌才是詩篇中最常見的
類型。透過這個事實我們知道，誠實而直率地將痛苦放在禱告
中絕非不屬靈或不成熟的表現；相反，我們發現大衛和其他詩
人不斷地在哀歌中透過禱告將痛苦帶到神的面前，同時他們也
在神的裡面尋得力量。Howard博士告訴我們，若忽略詩篇中
的哀歌，我們將無法得到神原本要透過哀歌給我們的益處。
作為詩篇中哀歌的代表示例，Howard博士將他的信息重點放
在詩篇第88篇之上，這首詩歌被他稱為是「最黑暗的詩歌」。在
第一場講座中，Howard博士解釋了哀歌的典型結構，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申訴」。透過申訴，詩人盼望神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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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採取某些行動。這些申訴通常是建立在神的屬性和性情，
詩人的景況，以及神與詩人的關係之上。而這些申訴可以成為
很好的範例，讓我們在困乏之時知道如何向神提出請求。然而
詩篇第88篇還有別於其他的哀歌，因為它特別地黑暗和淒涼；
不像其他詩篇中的哀歌，它缺乏對神信靠的告白，也沒有對神
的讚美。但儘管如此，詩人在深深的掙扎與絕望中仍然沒有背
棄神，他沒有成為一個無神論者。
第二場講座更像是以詩篇第88篇為中心的講道，同時結合
了第一場講座中的分析與結論。Howard博士與大家分享了他
自己和其他基督徒的生命故事，是與詩篇第88篇詩人的境遇
十分相似的。他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極度困難的處境中，我們
仍然可以與神對話，並保有與祂的關係。更可貴的是，即使在
那一刻我們已經痛苦和絕望到無法向神道出讚美，神仍然接受
我們。走出黑暗需要時間，無法速成，神所要的是我們不背棄
祂，直至時候成熟，我們得以再次對祂發出讚美和稱頌。
許多與會者都反饋從Howard博士的兩堂信息中學到很多，
並被他的分享深深地觸動。他是基督徒學者中與主同行的榜
樣，他讓我們看到對聖經的深入研究可以結出何等豐碩的成
果，在我們與神同行的歷程中和日常的事奉中發揮深遠的影
響。
在兩場主題信息之外，此次神學講堂還設有四個由本校教
授及外來學者主領的工作坊，分別為：希伯來書對舊約詩篇的
援用（吳羅瑜博士），從君王詩篇到華人的帝王觀（曾祥新教
授），「『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36:9）」：「亮
光」與釋經（陳聲漢博士），以及詩篇第74篇與創世記中的「
混沌之戰」（陳光牧師/博士）。
感謝神，感謝Howard博士、工作坊講員、譯者和同工的付
出，以及所有與會者的參與，使此次神學講堂得以圓滿結束。
明年的講堂預定於9月16日舉行，講員是著名新約學者George
Guthrie博士，他在加拿大溫哥華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任新約教授。我們熱切地期待他將給我們帶來的精彩內
容，也誠摯地邀請您前來參加。■

學院動態

■2022秋季開學退修會

■8月20日神學院舉辦了新學年開學退
修會，特邀中華歸主Hayward教會的葉
耿齊主任牧師來到我們當中分享。神藉
著祂僕人葉牧師的信息，深深地鼓勵了
基神的老師學生和同工，幫助我們預備
身心靈，開始一個得力的學年。
■9月2-4日陳聲漢博士在Contra Costa
Gospel Church主領英文堂的退修會。
■9月2-5日葉裕波牧師主領紐約中宣會
退修會，會後探訪數位基神校友；葉師

母主領專題：如何帮助臨終病人。
■8月19-23日特請蕭靜馥博士教授Dmin
密集課程「華人基督教教育新型態」。
■9月24日基神舉辦了第二屆「陳道明牧
師神學講堂」，特邀Dr. David Howard
Jr.來分享詩篇88篇，並同時設有四個工
作坊。這次聚會是實體聚會，有來自灣
區眾教會的牧長同工和學者70餘人參加
了本次神學講座。
■Dmin課程師生合影

奉獻支持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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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a姐妹(內線123，或theresa.wang@cwts.edu)；
4.網上奉獻：www.cwts.edu/support/offering/  

2022年年度總預算
$1,977,729
2022年1至9月財務報告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7

收入
支出
結餘

$783,095
$1,197,717
-$41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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