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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感恩篇：

●	梁潔瓊院長 - 承與傳的宏恩

●	陳政博士 - 衪的恩典

●	李敏華 - 與北美華神走過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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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恩
梁潔瓊院長

  承與 傳

	 感謝神，也謝謝各位與北美華神並肩步入

2018年，今年是學院在北美「服事眾教會、裝

備眾聖徒」超過二十年。學院前身是用一種延

伸制神學教育模式裝備信徒，在1992年擴大推

廣至全美國服事眾教會，這些事工都成為建構

全方位神學院的基礎。自從1998年至2018年學

院開始頒發碩士、教牧博士學位，至今已有眾

多的畢業生在各機構及教會牧養服事。

	 讓我們一起效法摩西的禱告：「願主我

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

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										

(詩90:17)

	 教會事工和一切有機體一樣，都會經過一

個生命週期	 (Life	 Cycle)：出生、成長、成熟、

衰退、死亡。事工生命週期的各階段均受外在

環境與內部因素撞擊，以致每一個階段的延續

發展都必須經驗成長之痛，要接受新的需求、

機會、和挑戰帶來的壓力；要澄清異象、使

命、事工策略、和一切相關配備去面對各種新

的議題。北美華神處在這個未來越趨混亂的世

代，它的神學使命更是責無旁貸！

	 如今值北美華神二十週年慶，與各位深愛

學院、為它禱告、支持它的好友同工及教會，

為學院的過去及未來、回顧一些生命週期的座

標，較詳細的發展史，請翻閱本紀念冊的大事

記年表。讓我們一同感恩、一同承擔、一同祈

求、邁向前面更寬廣的華人神學教育之路：

1992-1997	 以延伸神學教育普及裝備美國各

	 	 大城市、加拿大-多倫多各教會的

	 	 信徒領袖。

1998-2006	 以台灣華福音神學院分校之模式，

	 	 提供碩士課程及學位，訓練專職同

	 	 工及全職教牧。

2007-2010	 在北美神學及教育認證機構註冊

	 	 運作、成為ATS副會員、招收國際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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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成為ATS正會員，進入主流神學院

	 	 際，學分與學位均可以互相承認。		

2016-2017	 推出由ATS認證的完整網上碩士科

	 	 系課程，達到神學教育無國界的

	 	 願景。	

2018		 在歷年跨宗派與教會合作的理念

	 	 下，更進一步與具訓練新一代工人

	 	 之宗派結盟，裝備該宗派未來的教

	 	 牧！這伙伴之門是向高舉聖經之福

	 	 音宗派敞開的！

	 二十年來，無數董事、教授、同工、義工

毫不間斷地為北美華神這項沉重的事工禱告、

委身、付出、奔波，所有過去及現今在學院服

事的，都在建構學院的漫長之路上烙下手印和

足跡，這些明處或暗中的貢獻，築成今日的北

美華神，值得我們感恩，並且都蒙神記念！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

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林後1:11)

	 感謝多位在華人基督教界資深的屬靈前

輩：前戴紹曾院長、前林道亮牧師、前王永信

牧師、麥希真牧師、許道良牧師，他們先後應

邀成為學院的諮詢顧問，使學院的訓練有傳承

的優良傳統。感謝歷屆董事會的董事和院長

支援會(President	Circle)	的成員，持定學院的異

象、方向、和關注經費的健康指數。感謝肩負

學院在各州/城推廣發展的神學教育委員及各

地區代表，他們編織了一張緊密的聯繫網，使

遍佈各城鎮的北美華神校友及學員得以互相代

禱交流。感謝心繫神學教育的牧長、宣教委員

會、及歷年忠心的奉獻者，他們供給了學院部

份的經費資源，使它真正體現一所跨宗派神學

院的特質和功能。北美華神是屬於眾教會的，

它是眾教會貢獻華人神學的一項重要工程！期

望更多的教會不僅接受本院的畢業生，也共同

參與建造。

	 在華人神學教育異象的鞭策下，這眾多的

「神學人」同心協力無私的付出，使學院的教

授與同工團不僅裝備預備全職服事的神學生，

更透過延伸制神學服事來自上百間教會上千位

的學生，藉網絡提供課程給北美各州甚至國外

的碩士科及延伸制學生，讓他們靠神的恩典、

可以裝備成為教會的領袖同工，真正落實本紀

念冊的書名	《承與傳》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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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正式成立二十

週年。二十年來神的恩典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想

所求的。衪帶領北美華神從一個小小的延伸制

中心、發展到台北華神北美分校，在最後十年

獨立成為現今的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這是一

段漫長的旅程，也是個充滿神恩典和學院見証

的二十年。感謝神，我在延伸制開始時就有機

會進修神學課程，了解神學教育對裝備平信徒

的重要。特別感恩的是神竟然會使用像我這樣

毫無神學基礎、又沒正式受完神學教育的人、

一直在北美華神董事會擔任董事及董事會主席

的責任，這可說是我在服事神道路上的一個高

潮，也讓我在服事的生命中學習到許多信心、

忠心、和靈命成長的功課。	

	 過去二十年中，我看到院長和學院老師們

在缺乏經費、缺乏人力資源的環境裡，本著「

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的使命，即使在極

度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忠心教導，從來沒有耽

誤學生的課程和他們的學業。在每年的畢業典

禮上，我也聽到畢業生對院長及學院老師們表

達感恩的見證，他們為自己能在一所正規的神

學院接受神學教育感到驕傲。

	 每當學院要做重大計劃和決定時，董事會

的成員和學院的院長及老師們總是能同心禱告

商討，做出最好的決議。二十年來靠著神的恩

典，憑著院長、老師和董事們的同心努力，北

美華神可真是從無變有，從分校至後來獲得北

美神學協會(ATS)	 認証的華人神學院，從夲地

的神學院成長到有資格發給外國學生I-20的神

學院。我也見証到神的恩典和信實，祂帶領北

美華神歷屆的畢業生都能到遠近不同的教會牧

會和服事，這真是神給學院老師們和董事們最

大的鼓勵。過去二十年當中，美國甚至全球的

經濟都經歷各種金融危機而影響到學院的經濟

情況，然而在每年的感恩籌款餐會上，我們卻

看到參加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多，每年所收到

的捐獻款項也是越來越多。這不但表示各教會

和弟兄姊妹對北美華神的支持，也肯定了北美

華神在神學教育上所立下的根基和成就。令我

不禁想起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一節勸

勉我們，「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

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惟願學院在

這根基上夲續建造，在未來的年日裡，擴張帳

幕之地，張大居所的幔子，為神國訓練更多的

人材，將北美華神推向普世華神的異象，叫主

的心得以滿足，主的名大得榮耀！

衪
董事會主席	陳政博士

的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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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成為北美華神	 President	 Circle	 一

員，實在非常不配！由於工作之故，我只修過

一些北美華神延伸制課程。然而認識梁院長及

學院卻遠溯於九十年代。一路看到北美華神的

拓展，實在感恩也得激勵！教會與神學院並肩

作戰的時候到了!

	 神學教育是教會發展的基礎，有健全的神

學教育，方有健康的教會。我們都非常清楚在

末後的日子，我們都要面對許多的挑戰，若沒

有真道為根基、準繩，信徒也將面對極大混亂

而不曉得分辨，以致跌倒或失去見證。我們不

能以瞎子帶瞎子！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有正確

穩固的神學基礎，這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一

件事。不只是聖經知識，而是從聖經的啟示對

各有關課題有系統性的了解與應用。一切事奉

也必須按著正確的神學教導去事奉，這叫按真

知識，而不是單憑熱心(羅10：2)。對神的真

道有系統性的了解，以致能作出完整及系統性

的解釋並教導人遵守，這是教會的神學使命。

這也是保羅從主所受的主要使命：“我為此奉

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

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提前2：7)

	 以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為例，我們受惠於

北美華神非常多，我想所有的教會都是如此：

1）許多傳道及牧者都來自北美華神；

2）許多弟兄姊妹長期受到北美華神各種課程

的裝備，在服事上不斷更新突破；

3）院長和師長們在教會中傳的信息時常開啟

並給予我們屬靈的挑戰。

	 這也是為什麼當獲知北美華神在財務上有

欠缺時，感謝聖靈的帶領，教會的長老會全數

一致很快通過將教會的感恩奉獻支持北美華

神！

	 當我們看到美國各大院校豐足的資源，但

想到神學院院長卻要為學院的基本經費擔心，

我們不難省思：美國各大院校有賴校友們慷慨

捐贈，而神學院若沒有校友、牧師、傳道和弟

兄姊妹彼此鼓勵並捐獻，又如何繼續這「守住

真道」的神聖使命？美國稅法對慈善捐贈有許

多優惠方案，做為神的兒女如何了解這些方案

而盡己之力幫助神學院應是當務之急！“讓我

們常在禱告中記念神學院的各項需要，尤其求

主特別感動弟兄姐妹們為神學院所需的經費慷

慨解囊，積沙成塔、眾志成城，來討神的喜

悅！”

李敏華

與北美華神
    走過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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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董事會

主席：	陳政博士

秘書：	徐建長老

董事：	鍾國權醫生

夲	 楊純慧姐妹

夲	 陳立醫生

夲	 李秀明長老

北美華神院長支援會

會員：	芩峰

夲	 李敏華

夲	 羅卓倫

夲	 史家隆

夲	 陳嘉莉

夲	 黃育明

華神董事會及院長支援會成員
President Circl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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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分校的創建與沿革

●	堅守神學院異象、使命、體制...	

●	跨越北美本土的神學訓練

●	尋求福音派教會、宗派、機構、

		神學院合作及配搭伙伴

歷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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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禱告

‧	華神之友禱告會起意，	

	 在洛杉磯推廣華神延伸

	 部事工

‧	組成[華神延伸部-洛杉磯區]，	

	 開辦第一科延伸課程，15人選課

1992	開創期

‧	3月重新籌組，	定名[中華福音神學院-

	 北美神學教育中心]

‧	7月，聘梁潔瓊老師任中心主任，開始向

	 加州以外拓展訓練教室，繼	續推展華人

	 延伸神學課程	

1993

‧	教室拓展，除了原本三

	 處，加州增設四處；外州

	 也增闢了三處教室和教	

	 會合作訓練

裝備眾聖徒

1985-1997開創期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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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於暑期推出系列傳福音

	 與宣教課程

‧	開始粵語課程

‧	南加州開闢三個延伸制

	 課程的新據點

‧	推出「師資訓練」二年基礎課程系列

‧	中心成立十年：上課學生由第一年的172人次增

	 加到1,000人次

‧	開課地區也由1處增加到12處

‧	專、兼任的老師由4位增加到18位

‧	與中心配合和參與的教會由1間增加到110間

每季在大洛杉磯地區有八個地

區定期開課，外州則不斷拓展

新據點，有不定期地開課

服事眾教會

1995

1996

1997
提供教育與輔導課程

‧	推出「中國學人事工」

	 宣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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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基督教研

	 究碩士科」(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課程，與各教會配

	 合，在教導、宣教、

	 輔導及教牧四大事工

	 範疇培育教會的同工

	 領袖。畢業	證書由

	 台北華神頒發。

‧	位於洛杉磯	La	Puente	的新校舍正式啟用，

	 成為另一裝備人才的基地，向北美各地華

	 人教會集中之處，拓展裝備聖徒的網絡

‧	多媒體影音教學

	 MTEE正式登場，

	 進入多媒體紀元

‧MCS	碩士科第一屆畢業生

‧	實施「網上遠距」

	 教學課程

‧	4月開始首次製作	CD

	 互動媒體課程「教會歷

	 史」

1998

1998-2006成型期

1999

2000

200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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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國事工延伸拓展

	 至加拿大─多倫多地

	 區正式開課

‧華神各地聯合董事座談	 	

	 會，提出「國際華神」異	

	 象，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學	

	 生逾100人；畢業生27人；

	 延伸制學生全年修課逾2000

	 人次，全美加開課教室共

	 30區

‧	第一屆道學碩士科	Master	of	Divinity	招生

‧	董事會議決	

	 (1)擴建學校計劃

	 (2)預備申請ATS

‧	加拿大溫哥華地區事工開始

‧	多倫多學區進行向政府登記註
	 冊，計劃建設「衛星學區」
‧	溫哥華董事會尋求與學院合
	 作，推廣延伸神學教育
‧	開始研究申請為北美神學院協
	 會(ATS)副會員
‧	提出拓展計劃及製作文宣

2003

2004

200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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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籌募擴校基金及覓址

‧	七月份學院改名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獲北美華神(CES)董事會同意獨立，並在州政府登記

‧	聘任梁潔瓊博土為首任院長

‧	開始討論購買	Cameron址為新校舍

‧	在加州私立高等及職業教育局申請在BPPVE註冊

	 為非營利教育機構

‧	通過多倫多學區註冊

‧	籌備基金董事會組成與註冊

2007

2007-2014建構期

2008

‧	設立多項獎學金共$16萬

‧	擴校委員商議	Cameron	

	 site	和	La	Puente	site	之

	 事宜，4	-	6月處理買賣之事

‧	籌劃十週年記念，出版

	 特刊	[承與傳]

‧	十週年慶及新校舍在

	 10/25啟用

‧	呈交申請	I-20資料

‧	籌備增設教牧博士科

‧	北美華神基金董事會

	 (CESNAF)成立，註冊登記完成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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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推出教牧博士科，招生

‧基金董事會	獲免稅號碼	(EIN)	

‧6月獲准SEVIS申請，可以發I-20	

‧ATS接受學院為副會員的申請

‧董事會通過學位與非學位(TEE)課程事工分開運作

‧成立「林道亮院長獎學金」

‧尋求與宗派教會合作神學訓練

‧建議「中國神學教育事工」研發

‧舉辦Family	Ministry	Conference

‧與宣道會和路德會談神學教育合作

2009

2010

‧	學院與「愛家協會」簽約，合作家庭

	 事工	(JTI)	講座

‧	和	CMO	合作一年制的獻身者

	 訓練課程

‧	規劃符合	ATS	的	Combination	

	 Classroom	原則

‧開始緊急籌措並清還	Cameron	3rd	Loan	($270K)

‧招收國際及中國學生，發I-20

‧圖書館成功使用	KOHA	運作

‧CESCAN	不參與	ATS	運作原則，選擇歸入台北CES

‧出版英文版學院簡介

‧學位課程及非學位課程9月正式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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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粵語師資訓練講座

‧開始籌措還2nd	Loan	$60萬

2011

2012

‧	30+	學生及老師參與

	 美西差傳大會事奉

‧	尋覓學生宿舍事宜

‧	德國神學培訓探討

‧	教務部研究設神學碩士

	 Th.M.課程的方案

			 並獲教師接受

2007-2014建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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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	聯合10個華人教會翻譯司提反事工

	 Stephen	Ministry	手册

‧	建構網上課程平台，探討全院電腦化

‧	ATS	員工訪校，審核	Readiness	Report，	

	 組成申請正會員研究小組

‧	為學生宿舍籌募及分享

‧	開始德國延伸神學課程

‧	學院章程加入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

‧推動林道亮舊約教席基金.

‧申請宗教團體免稅批准

‧成立尋覓學生宿舍委員會

‧司提反中文事工研討會在本院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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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建議合辦

	 「基督教博士生暑期講習班」

‧	通過ATS審核，獲最高7年核准，

 成為正會員

‧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福勒神學院

	 中國事工研發部總監到訪，與全體

	 教師會談

‧	進行探討中國神學事工

‧	2016年6月通過成為ATS正會員

‧	成立	院長支援會President	Circle，增至6會員

‧	用無息貸款及籌募奉獻購入Cameron學生宿舍

‧	董事會通過開始中國神學事工

‧	和「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等首度合辦「基督教與中國」研討會

‧	 3月份啟用學生宿舍「和睦之家」

‧	探討與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	

	 China	Initiative；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n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北美華人播道會聯會，成為

	 合作伙伴，並與Fuller	教務部

	 深入討論

‧	進行中國招生及本土神學訓練，

	 提出中國ATS網上課程系列

‧	教師團參與CMC大會工作坊講員

‧	建立並提升全面性網上課程及

	 全院	e-系統

‧	規劃並推出「家庭事工課程」

‧	和「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等再度

	 合辦研討會造就中國基督教研究

	 博士生

‧	與播道會華人事工部討論神學

	 教育合作

2015-2018擴展期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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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通過成為ATS正會員

‧	成立	院長支援會President	Circle，增至6會員

‧	用無息貸款及籌募奉獻購入Cameron學生宿舍

‧	董事會通過開始中國神學事工

‧	和「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等首度合辦「基督教與中國」研討會

‧	20週年慶	–印刷2018慶典活動宣傳卡，並出版

	 承與傳II刊物發送給各教會；與教會及神學院

	 合辦神學講座；舉辦特別籌款慶典；成立並

	 推行捐贈基金籌款

‧與北美華人播道會聯會簽定合作方案

‧出版“神的形像”及推廣介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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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見證

教授介紹及見証：

●	劉志遠博士 - 在北美華神服事的日子

●	劉孟安麗博士 - 神奇妙的作為

●	謝文郁博士 - 跟隨與成長

●	趙李秀珍博士 - 我要向山舉目

●	徐大生博士 - 祂的恩典-北美華神的見證

其他的客座教授 

(由於客座教授眾多,末能盡錄,敬請見諒):

●	潘定藩博士 - 在北美華神服事的日子

●	崔思凱博士 -“主啊!你是誰?”“我當作什麼?”

●	劉秀嫻博士 - 華神廿週年記念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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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華神

   服事的日子

	 北美華神今年己邁入20週年。屈指一算，

筆者全職在北美華神服事已經進入第五個年

頭，這是筆者我從沒有預想到的事。我想在這

裡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北美華神服事的感受。

 感恩	-	首先，我非常感恩的是在2014	年頭

的時候接到北美華神的邀請成為學院的教務主

任。之前我也曾斷續地在學院兼職任教，教授

的主要是倫理學和系統神學。所以我對學院並

不太陌生。但是擔當起教務主任一職，還是很

重的一個擔子和很大的一個挑戰。我上任三個

月後就有點後悔了，因為教務之多，是我不能

想像的，	 也是我從前20	 年的世俗專業工作，

和我12年的全職牧會工作所沒有經歷過的。所

以我當時就想辭職。但是我不是一個見到難處

就退縮的人，我也不願意成為一個有始沒終的

人，就硬著頭皮留下來了。結果就留到今天。

我能留到今天是主的恩典，也完全是主賜的力

量。在將近五年的歲月裡，看到主帶領學院成

為北美第二所以中文授課，被《北美神學院協

會》全面認證的神學院，實在感覺到主恩浩大。

劉志遠博士

在這個認證的過程裡，我也學習良多，知道一

個優良神學院傳統和運作的不易，我們還需要

神更多的傾福於北美華人神學院教育的工作，

教會和弟兄姊妹的傾力支持，才能達到理想。

 感恩又感恩	-	感恩之餘，仍然是感恩。除

了上述之外，還要感恩的實在太多了，我想在

這裡簡單的講述,	 其中的兩點。第一點是我在

教學當中，竟然有同學走來告訴我，他因為上

了我的課，生命被“翻轉”過來（這是該同學

原來的用語）。這當然不是我的功勞，深知這

是聖靈的工作，但是這個同學的分享，還是

使我得到意外的驚喜，和更多的鼓勵，讓我感

覺到當初作出留下來的決定，是出自聖靈的。

第二點是，經過這四年多的北美華神全職的服

事，我已經親眼目睹一批同學從剛進校到畢業

的全程經過。而且看到他們已經大批的在教會

開始服事。這個驚喜與滿足，又非三言兩語可

以形容。但是若非聖靈不放棄的指引和堅持，

我又何能做到這些呢？所以感恩之餘，還得感

恩。將一切榮耀歸於我們天上的父。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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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我已經在北美華神全職事奉十個年

頭了，是時候好好的回顧，並且數算神的恩

典。記得一位同工在我們連續舉辦大型培訓時

說到:	 「我們是小工廠，卻接了大訂單！」的

確，在過去這段日子裡，我看到神給了我們許

多難得的事奉機會及試煉，從人的角度是超過

我們可以負荷的，是絕對的信心挑戰。然而神

是信實的，當我們獻上自己的五餅二魚，全然

倚靠祂，祂的恩典總是夠用，並且成就大事，

結出持久的果子。神讓我近距離地看到祂奇妙

的作為，經歷到祂的同在，並且領悟到「我們

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		

	 一直以來，北美華神的資源有限，然而神

透過院長不斷地提醒同工，我們所有的是最大

孟安麗博士

神奇妙
        的作為

的寶貝，那就是神自己，如經上所說:「有人

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

的名。」(詩20:7)	 	感謝神，這些年來我能在北

美華神的事工上有份。因為祂不斷地邀請我走

出安舒區，使我必須更加地倚靠祂，因而在生

命的各層面都得以成長。透過行政的職份如實

習的統籌，申請國土安全部接收國際學生的資

格，ATS認證申請的self-study，課程的拓展如

親密之旅的培訓(2010-2017共16次的培訓)，到

教材的翻譯如司提反關懷訓練手冊	 (800多頁)

等，天父都讓我體會到祂恩典的充沛，團隊事

奉的喜樂，我不得不滿心的感謝神!	 	我深信神

開始的善工，祂必會繼續，直到祂再來的日

子。讓我們拭目以待神在北美華神未來的奇妙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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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郁博士

跟隨 與
成長

	 北美華神20歲了。我2007年加盟北美華神時，正是她

從延伸制轉為碩士學科制的過程。過去十年是我和北美

華神一起在跟隨中成長的十年。這裡，我想講一個小故

事來展示這個成長。大家知道，我的專業以神學和哲學

為長。當時，梁老師要求我負責教會歷史的課程,	 我當時

還真的有點疑！我雖然在西方思想史方面素有研究，也

熟悉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史，但教會歷史是史學，與思想

史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屬於不同學科，但是我接受了

教會歷史這門課程之後，並在講授中引入了思想史視角,	

可以讓同學們感受到教會歷史事件背後的神學爭論和思

想運動，從而推動了同學們的神學思考。日光底下無新

事。這些歷史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但它們背後的神學問

題在當今教會內仍然存在。許多同學都覺得，教會歷史

這門課給他們帶來了很多的神學思考。其實，我在教授

這門課程時得到的祝福是更大。

	 這些年來，神帶領我在北美華神事奉。這是一個在

跟隨中的成長過程。每教一門課，我都能感受到神在其

中的祝福！

願神繼續帶領北美華神前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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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是我多年的座右

銘。囘想19年歲信主後，便立志事奉主。二十多年的等待與裝

備，神實踐祂在我身上的計劃。從香港到美國，從律師到老

師，神讓我看見祂在我身上的作爲，為我以後參與神學教育和

研究來作準備。“在神萬事非偶然”，在法學院的學習，在律

師行業的訓練，看起來無關的經驗，其實每一部份都並非偶

然，每一樣的訓練都是祂計劃的一部份，都是有神的美意。神

以各樣的印證，帶領我到北美華神，先是七年作爲董事，後成

爲同工，能與其他全心投入的教授們、同工們一同服事，讓我

心存感激。

	 在北美華神“短短”的兩年教課與兼任拓展部主任，更讓

我在信心的領域上了重要的一課。一方面我很享受教課，教導

學生神學知識的同時，也塑造他們的屬靈品格，與學生的交流

是何等的愉快。另一方面，拓展部的工作，排山倒海地湧來，

讓我喘不過氣。北美華神是一個超宗派的福音神學院，沒有接

受教會宗派的經濟支持，而且為了讓神學教育普及化，學費就

不能定得太高，換言之，學院的經費差不多全是來自捐獻。拓

展部的責任包括募捐經費，多少次學院有財政困難時，或要

購買宿舍，或要拓展大陸的神學事工，經費從何而來？當我為

此而憂愁時，梁院長只輕輕地說，我們來禱告，提醒我要依靠

神。“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華而來。”詩121：1。當人願意憑信心踏出去的時候，

神蹟便開始。我們所需的經費就是這樣在禱告中，神每日每月

地供應，我也學會更倚靠神，把榮耀歸給祂。

趙李秀珍博士
拓展部主任

我要

  向山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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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我從工程師而成為北美華神老師這一段路程，

心中充滿驚訝！差不多二十年前，某星期天聚會後，全

教會歡送劉志遠去英國讀神學博士，他曾是工程師，辭

掉工作去讀神學。我走到他面前與他握手，祝他順利。

他對我說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話：「你也可以這麼作。」

當時我心想，這絕對不可能！不到十年，不可能的事發

生了，我也辭去工程師的本行，全時間讀神學。讀完神

學碩士後，為了從事神學教育，想繼續讀神學博士，但

不知道專修哪領域——系統神學、歷史神學、舊約，還

是新約？猶豫不決時，認識了梁潔瓊院長，在她的鼓勵

下，決定專修新約。學成後，謝謝梁院長給我機會在北

美華神服事。我正式開始的那天，2014年1月2號，也是

劉志遠上任教務部主任的第一天，我們一起同工。感謝

神，祂的帶領太奇妙了！「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

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55:9）。

徐大生博士	

從工程師
                   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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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有機會在北美華神參與神學教育的事工，

是何等大的恩典。透過北美華神這個神學教育的平台，

憑藉教授自己所學習到的神學和宣教的知識，幫助後輩

學子獲得這些專業知識和訓練，以致於裝備他們成為廿

一世紀合神心意的工人。

	 北美華神是一個超宗派的神學院，同學們來自不同

的宗派和教會，從不同的角度與想法提問，於教學者來

說，正是鍛鍊思考和辨證的良機。另外，從同學們所寫

的作業報告，經過他們的努力思考，將課堂上所學到的

知識融會貫通，對一個問題能夠面面俱到地發揮自己的

觀點和建議，看到這樣的成果，豈不是傳道授業解惑者

最大的回報？

	 另外，北美華神在外州設有課室，雖然在每一個城

市授課只有短短三至五天，但透過與同學們的互動，更

能了解不同地區華人教會的需求和挑戰，是擴大自己見

聞和視野的大好機會。

培育神國度
              的工人

潘定藩博士
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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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活的內容及生命的狀況和我們對

神的認識有直接正面的關係。我們對神的認

識反映出我們對自己和對別人的看法，然後

影響到我們對人的態度和行事的方法。

	 當日掃羅去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主耶穌

時，他的第一句話是“主啊！你是誰？”他

稱呼神為主，但他不認識在他面前顯現的主

耶穌。就在這經歷中，他有一個轉機就是他

緊跟著問“我當作什麼能走出這謎團？”同

樣在我搬到洛杉磯這兩年的日子，我對恩典

的神有許多認識和經歷，但是在許多的環境

中我仍然會不自覺的問“主你在哪裡？你為

何讓這事發生？你到底是誰？”我才體會從

這些問題中反映出我對神的信實和保守需要

有進一步的認識。這時我才會放下一切來問

主“我當作什麼來走出這謎團？”主每次都

是藉著他的話，身旁的人和環境來對我作出

指引。而在這過程中往往不是立即的指引，而

是經過一個過程。這是我要表示的最大感

謝！在過去十五年中，北美華神是神對我和

崔思凱博士
客座教授

主啊
我當作什麼？ 

！你是誰？

使徒22：8；10

妻子施恩的一個環境，我們通過在北美華神

的服侍能夠更多認識主，看見祂的指引。我

們若是更多體會神在基督恩典中的信實和保

守，我們就能看見祂已安排許多主內的肢

體，通過彼此服侍使我們得安慰，接納，愛

和力量。對我而言，在這過程中，有一個管

道就是在華神的服侍。因為這服侍我認識一

些新朋友，也更深的了解一些老朋友。在這個

年紀，對我而言，人真的是優先於事。在和

北美華神的同學們相處中看見他們明顯的改

變，變得更成熟；他們彼此關係漸漸親近，互

相勉勵，彼此代禱，在實際生活中彼此幫

助，就再次體會大衛的詩篇一百三十三篇一

節，“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這是我在過去兩年中

的一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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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透過中華福音神學院，尤其梁潔瓊

院長的遠見及對我的信任，在過去十多年來給

我許多教學相長的機會。

	 還記得2001年當我從新加坡回美、在神學

院繼續完成我的《聖經文體釋經與教學》研究

時，梁院長就建議及鼓勵我將研究心得提供作

神學院裝備神學生的課程。當時我覺得這些紙

上談兵的材料，還是先用來訓練教會成年主

日學教師，直到確定對他們有幫助時才用來作

神學院的課程吧！所以經過兩年在教會試用

後，2003-2004年我才開始將內容分成兩門:	

《教學原理與實踐》及《聖經教材編制》，	

作為華神基督教教育部的課程，直到如今；並

且在2017年承蒙北美證主恊會將部分教材，出

版了《福音書文體釋經與教學》，成為《教學

原理與實踐》的教學課本。

華神廿週年
         記念感恩

劉秀嫻博士
客座教授

	 自從2006年我回到聖地牙哥主恩堂任職基

督徒靈命塑造傳道，數年後梁院長又建議及鼓

勵我在華神提供靈命塑造課程。當時我覺得自

己在這方面才開始學習，何來膽量與實質去設

計課程裝備神學生呢？恐怕是誤人子弟吧！但

多年來，我並沒有忘記神透過她給我的建議及

鼓勵，況且牧會卅多年，神讓我體會到靈命塑

造對基督徒的成長實在太重要了！於是2014年

從牧會正式退休後，立即又回到神學院開始進

修靈命塑造課程。主若願意，盼望先把自己裝

備好再，來裝備神學生，作為我向呼召我作其

僕人使女服事華人教會的主，一生最後的感恩

奉獻！

	 願主祝福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忠心完成

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的使命，以拓展主耶

穌基督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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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見證

校友見證：

●	蕭欽志 - 北美華神校慶感恩見証

●	金剛 - 愛主更深

●	潘佩英- 奇妙的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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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北美中華福音
     神學院的十五年

	 2002年北美華神到土桑城開延伸課時,我

與妻子都参加。兩件事讓我明白神呼召我作全

時間的傳道人。	首先是2004那年火星與地球在

行星軌道上距離最近的天文奇跡,	 妻子提醒我

廾六年才一次。我想到詩篇九十篇十二節“求

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

着智慧的心”。

	 其次是梁潔瓊院長來教智慧書,問我是否

考慮轉成為碩士科。我心裏掙扎了幾個月,想

到各地華人教會缺乏全時間的工人，禱告求神

給我智慧的心，終於順服神的呼召，也感謝神

的帶領,前後六年半的裝備。2007年畢業後，在

馬利蘭州的劉傳章牧師指導下實習了半年，然

後應邀到麻省華人福音堂當中文部牧师。

蕭欽志	-	校友篇

2011年在華人福音堂與母校協辦波士頓區延伸

課，每年開三課，每課平均有三十位學生，其

中有七位是碩士生。本人被指定當碩士生的輔

導。六年後有三位畢業生並應邀分別在加州、

康州和麻州當了牧師；兩位畢業生仍在當地教

會服事；一位畢業後想繼續進修博士學位，另

一位計畫明年畢業。

2017年退休後搬到加州，回想十五年來母校對

我教育之恩，我滿心感谢。接着又給我機會輔

導年輕的牧師，更是恩上加恩。願神繼續祝福

北美華神塑造更多合神心意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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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出生，十八歲決志信主，之後

成為護士，並向神立志，努力把福音傳給備受

煎熬的病人。但因工作的壓力和身體的軟弱，

要暫停工作。這時，神帶領我到美國居住。在

休息期間，到社區學院報讀心理學，但發覺單

靠心理學不能徹底解決人心靈的問題，如果能

把聖經真理結合心理學，會更有果效。神帶領

我認識華神的神學輔導課程，便決定以先修生

的身份試讀，得到梁潔瓊院長和各位老師的悉

心教導，使我聽從神的呼召，願意全時間服事

神，現在回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就讀期間，到角聲家庭中心實習，親身

經歷以聖經為輔導基礎的奇妙果效，因為真正

的治療者是神。每當我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

神都會親自介入，給我聖經的話去安慰傷心的

人、給我憐憫的心去鼓勵失意的人、

奇妙的
           醫治 

潘佩英	-	校友篇

給我溫柔的手去扶持軟弱的人，「祂醫好傷心

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詩１４７：３）

。此外，神讓我認識角聲醫療中心的全人關懷

異象，他們將聘請一位同工，為病人提供身、

心靈的全人醫治，想不到，角聲的異象竟與我

多年來的心志不謀而合，神給我這事奉崗位實

在太奇妙了！神使我的軟弱變為剛強，重整我

的生命，繼續為主發光！

	 感謝神給我在華神裝備的機會，也十分感

謝華神的教牧同工，他們的忠心事奉和委身的

生命使我獲益良多，也成為我服侍主的美好榜

樣。適逢華神二十週年慶典，祝願神厚厚的賜

恩，和祂豐盛的慈愛，繼續帶領華神的事工發

展，培育更多忠心的僕人，與眾教會一起努力

拓展神的國度，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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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2009年進入北美華神讀神學，2014完成基督教

研究碩士，2017完成道學碩士。回首走過的路，真有點

不敢相信，怎麼就這樣平靜地走過來。八年來心中充滿

感恩，特別是最後三年的道學碩士課程，是在肩負著一

邊牧會、一邊工作、一邊讀書的三大任務和壓力下，步

履艱難，對每門課都不敢怠慢，我只能快步向前，有的

課程是在限時前的最後幾分鐘閃完成的。我的太太思

思、女兒Liya和兒子David也為我分擔壓力和付上代價。

若是沒有神的同在和帶領，我很可能半途放棄。最後這

三年，我經歷神不斷加給我力量，使我能在歡喜快樂中

讀完道學碩士課程。

								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學和用緊密結合，將最新的

領受,藉講道和主日學傳遞給會眾，操練帶出有時代感和

真正愛主的教會。這是我這三年來特別感恩的地方，華

神老師們用生命教課，我也在敞開心扉地聆聽、思想、

消化和領受。學習華神的師長們的服事態度，用生命來

服事主所托付的教會。這樣，讀神學不但不是負擔，反

而是獲取新鮮供應，更新教會服事的必要方法。

						耶穌當年在提比哩亞海對彼得說的話，常迴響在我的

耳邊，“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喂養我的羊。”

感謝神的帶領，今年7月1日開始，我會辭掉我現在的工

作，進入全時間牧會的服事。我知道會面臨許多新的挑

戰，如何在高科技的新時代，牧養Kalamazoo的華人教

會？除了繼續仰望神的帶領，與神同工，我還會在繼續

不斷學習中，與教會一同走神所喜悅的路。

愛主更深
金剛	-	校友篇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20週年紀念特刊 35



同學見證

同學見證：

●	王海滔 - 舉起教恩的杯

●	廖美惠 - 從[餵養我的羊]到

           [靈命、學識、事奉]

●	郭恩愛 - 因為上帝的恩賜和

           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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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春天往以色列的聖地之旅時，我

在提比哩亞海邊彷彿經歷使徒彼得與耶穌的

三次對話。回到美國家中，「你餵養我的

羊」這句話不段盤旋腦海中。「我拿什麼餵

養小羊？」「我的小羊在哪裡？」「我夠資

格餵養嗎？」這三個問題在我心中糾結著。

突然一個意念，「去念神學院，裝備自己

吧！」隔天參加教會禱告會，遇到一位北美

華神畢業的學姊，一個月後，我報名成為先

修班學生，同年秋季正式成為北美華神的一

名神學生。

	 作為北美華神學生，若不知道「靈命、

學識、事奉」這六字，恐怕是沒有資格畢業

吧！四年前，第一次進入北美華神學校網

站，首先印入我眼簾的就是這六個橘色大

字。原來「靈命、學識、事奉」正是我在尋

找「餵養我的羊」的答案呀！

	 「不要把寫作業取代靈修」新生面試時

孟安麗老師對我說了這話，當時沒把這話放

在心上。然而日後寫作業時，這句話卻不段

跳出來提醒。是的，靈修生活是學習親近神的

從「餵養我的羊」
  到「 靈命、學識、事奉」廖美惠	-	

學生見證篇		

基本動作。靈命不是空洞的口號，靈命的成長

可以從靈修的實踐而來。靈修方式很多：讀

經、禱告、	 靜默、獨處、禁食、唱詩、寫靈

修筆記......都是為親近神，內心更深處與耶穌

同行。

2017年秋季「自我認識及全人發展」一課，孟

老師像是醫生般對每個學生的靈命「把脈」，

對我而言這門課更像是我個人靈命的「總體

檢」。感謝神用這門課，作為畢業前的把關，

要餵養小羊，自己的靈命必須是健康的！也讓

我再次確認靈命成長的目標與重要性，與神和

好，與己和好，與人和好。再次認清「神、

人、己、物」	四個層面的優先順序。

	 校訓把靈命列於學識與事奉之先，可看

出學校重視靈命勝於一切。過去四年求學過

程，我真真切切見證了此言不虛。在眾多北美

華神老師身上，我看到「靈命、學識、事奉」

的真實信仰在他們身上自然流露。	 在課堂上

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多是關愛學生的生

命見證。有一回，一位北美華神老師特地寫了

一個電郵給我，問候我的先生，「眼睛可好，

背部還好嗎？」外子曾是北美華神學生，因身

體虛弱，最終不得不休學。

感謝北美華神四年來的教導與餵養，謝謝梁院

長帶頭以「靈命、學識、事奉」示範出靈命的

健康與成熟是一切事奉的根基。此刻，再次聽

到耶穌輕聲細語的呼喚：「你餵養我的羊」，

而我願意堅定地回答：「是的，主耶穌，我願

意跟從你，餵養你的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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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
     救恩的杯

	 我叫王海滔，來自中國山東，現在北美

華神修讀基督教研究碩士科（MCS）。我來自

無神論背景，四十五歲受洗歸主，成為神的兒

女。從此，我從黑暗中轉向神，這十幾年「義

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箴四18）

，屬靈的嬰孩成為受裝備的工人。工人之路是從

北美華神開始的。

	 我曾在神面前許願把自己獻上，但不知

神的回應。心中也常常疑惑，神會悅納我這樣

污穢的人嗎？兩個學期課程過後，就除掉了疑

惑。去年暑期校外靈修期間，神藉著經文清楚

回應了我，那一天我立下志願，一生跟從神。

	 過去我的自信建基在所擁有的財富、成就

和地位上，當失去這些外在參照時，就迷失了

自我。在自我認識和全人發展課程上，

王海滔	-	
學生見證篇

我建立起對神的信心，明白了我被造的目的和

價值，在基督裡的尊貴身份和位置。這樣的信

心使我接納了不完美的自己，擁有了因信基督

而有的喜樂和自由。

	 北美華神的聖經及神學課程系統的規範，

把神深奧而豐盛的屬性和祂在歷史中奇妙的作

為深植於我的思想中；靈命塑造課程和輔導老

師的陪伴，又把神學知識融化在我的生活經歷

中，使我更清楚更具體地認識了那位超越萬有

的神。感謝神使用北美華神使我瞥見祂的榮

面，降伏在榮耀神的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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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歲那一年，我經歷了神的呼召，原本
想立即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踩上全職服事的
路。但神卻關閉了所有的門。反倒為我打開一條
斷然不同的路--進入婚姻，遠離故鄉，落腳在遙
遠的美國東岸。

	 當時美東華人為數不多，看到許多孤寂的
遊子，在異鄕積極奮鬥，心靈卻流離失所，在聖
靈的帶領及使命感的催促下，我們遂開放家庭，
召聚一群留美華人成立查經班。隨工作的遷移，
先後在康州及麻州，以同樣的模式，由查經班繼
而成長為當地的華人教會。原本以為這就是神的
心意，要我們一生作一個逐水草而居的帶職事奉
者。

	 1997年外子因工作的調動，神將我們舉家從
東岸遷往西岸，落脚在洛杉磯。十幾年帶職事奉
的疲憊，在心中積蓄成一股屬靈的飢渴感，催促
我們渴望靈𥚃得到满足，事奉能更新得力。在聖
靈的引導下，1998年我們夫妻先後進入一所美國
人的神學院及華神接受装備。一直以來，我對心
靈世界的探索特別有興趣，於是入華神時便選擇
輔導系作為我主修的領域。

	 2004年，當先生從另外那所神學院即將畢業
時，我們領受了聖靈強烈的催逼，幾經掙扎與禱
告，在清楚神的帶領後，毅然決定放下工作，從
帶職事奉走上全職事奉的路。

	 我也在輔導系畢業後，深感教會事奉的需
要與自己的不足，繼續進入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的學習。將知識化為實際的行動；使装
備成為事奉的基石。

因為上帝的恩賜和
  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羅11:29 ) 

郭恩愛	-	學生見證篇

然而，隨著事奉的時日增多，教會關懷逐漸成為
我事奉的焦點，以及心中的負擔，於是，我再一
次尋求神的心意，也回應華神的召唤：成為一個
終生學習的人，回到華神這個裝備的基地，繼續
修讀教牧博土的課程。

	 回顧二十年的日子，我感謝華神的裝備，
使我得以實現神早年的呼召，至終完成祂的命
定。我感謝師長的教導，使我得以在事奉的路
上，裝備整全，勇往向前。

	 我感謝華神多年來蘊育了很多神國的精
兵，投身在屬靈的戰場上，為主打美好的仗。是
華神陪伴了我成長，而我也見證了華神的茁壯。
二十年來相濡相攜，如母親的恩情，久遠深長。

	 讓我們在這個歴史的時刻，口唱心和地向
主說：因為上帝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羅1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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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睦之家

	 為了提供靠近居處給學生，北美華神一

直盼望可以有學生宿舍。在2017年神為北美華

神預備了離學院只需1分鐘車程或7分鐘步行的

宿舍，命名為“和睦之家”。宿舍佔地2萬多

尺，五房三浴的屋子，現為女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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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及延伸制神學教育

北美分校的創建與沿革

●	陳浩強牧師	-	延伸神學教育與[虛擬信仰]

●	全美延伸教室分佈圖

	 -	北美華神加州以外延伸教室分佈圖

	 -	全加州教室分佈圖	

●	各地教室的代表感言

	 -	德州,休士頓:	黃奕明牧師

	 -	北卡:	林恂牧師

	 -	新澤西,普林斯頓:	劉漢生弟兄

	 -	加州,聖地牙歌:	傅惟仁傳道

	 -	密西根: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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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天因著科技進步(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社會共識(mass	recognition)和權威遊離(de-

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慢慢地步入一個充滿「虛擬元素」的世界裏。這些「虛擬元素」不斷的

影嚮著我們的信仰，慢慢地塑造出一種為「虛擬信仰」的東西。是的，「虛擬信仰」照著它的

本質，是不能定它的邊際的，但為了討論與思考，就在此提出它的兩個特質。

 「虛擬信仰」第一個特質是信仰權威之遊離	 (d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不管是美國天主

教或是基督教，藉著傳媒的廣泛報導，有一些神父、牧師，或教會領袖，因著性侵犯，處理金

錢不當，有外遇等的問題，給平信徒留下一個「不像樣」的權威形像。另外一些有百年歷史的

大宗派，因著會友人數漸減而慢慢失去在社會上的帶領地位。同時人們也因著過去二、三十年

的一個又一個的「泡沫」經歷，對以往擁有崇高權威的個體如：政府、銀行、大企業、大傳媒

公司、評級機構、房地產商、大會計師樓、科技網絡公司、葯廠等等，都質疑它們的可信度。

現在人們若能將信任和依靠以「非中央化」的方式實行，他們必以此方法為首選。所以「虛擬

貨幣」之超速發展代替了銀行的某些功能，twitter之消息傳遞會追上電視廣播新聞的方式，人工

智能會代替曾經有舞弊的「中間人」行業等等。從個人信仰角度，「聖經存在」的象懲權威，

也因著信徒用電子手機版多於紙頁聖經變得「虛擬」。若Billy	 Graham以前在佈道會中宣講福音

時，手上舉起的是iphone(電子版聖經)，而不是一本紙頁聖經，當他說	The	 Bible	 says...	，不知觀

眾對神話語的權威會有何感受呢？	 所以在以上各個因數下，人們也不太看重權威之實存價值，

相對來說信仰權威正在遊離開我們生活的主軸。

 第二個特質是信仰對象之昏暗	(trustless	 faith)	。由於社交媒體之發達及方便，很多時候「誰

跟你信同樣的東西」比「信誰或信什麽」更來得重要。有人「讚	」或「like」你的貼文，雖然你

跟他素未謀面，他好像就成了你的朋友。我們從趨向尋求絕對真理的人生而轉變成為尋找有人

認同我們的人生。由於知訊、資料、學問、教學媒體在網路上可以讓我們完全自由取閱及從中

學習，故人會變得有「我什麼都可以知道」及「知道一點而蓋全」	 的心理。到最後人們一生需

要的是「同路人」，而不是「正路人」。

陳浩強牧師	-				
延伸部主任(2011-present)

延伸神學教育 與

          「虛擬信仰」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20週年紀念特刊42



	 延伸神學教育可以對這「虛擬信仰」的時代，可考慮多推出以下幾樣有關的訓練課題：(i)	

強調倫理道德的課題	 (去面對人與人之間疏離問題，AI	 代替	人作道德判斷問題，人與人之間交

代感問題accountability)	；(ii)	學習和了解神學架構的課題	(神學知識容易得到，但分柝能力則需栽

培及訓練	knowledge	vs.	analysis)	；(iii)	給同學在群體中有多層面化個人經歷的機會	personal	experience	

in	a	multi-dimensional	crowd	setting，使活在「虛擬信仰」的人再一次將他的感受「非虛擬化」。

1在1/31/2018院會信息中有作「虛擬世界」和「虛擬信仰」的簡易介紹和討論，有興趣者請登此網頁查閱	
www.cesna.edu/home-ch/other-info-ch/sermons-ch.html。

北美華神延伸教室分佈圖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德國 中國大陸

外國教室:

註:數字代表教室數量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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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神加州延伸教室

Los Angeles:
Alhambra  1999-2001, 2008-2009
Arcadia  2007-current
Cerritos  2001-2002; 2017-current
Hacienda Heights  2005-2011
Lomita 2 001-2003; 2005-2012
Monterey Park  2010-current
Northridge  1999-current
Rosemead  1999-current
Rowland Heights  1999; 2002; 2006; 2010-current
Temple City  2013-2015
Torrance  1999-2005; 2011-current
Walnut  1999; 2004; 2007-2008; 2017-current
West Covina  1999-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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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奔波於聖地牙哥的居室和洛杉磯的課室間的高速路上，那情景似乎仍舊歷歷在目，

當時頗有著古人「八千里路雲和月」的豪情，亦感受著詩人「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

亮必不害你」的確據。在這種豪情與確據之下，2017年初徐大生老師邀請我成為未來聖地牙哥

課室的負責人，其實那時在主恩堂北區牧會的王嫡貞學長，正在此處盡心竭力地服事推廣北美

華神的神學教育，自己身為北美華神神學教育的受惠者，又親見學長的表率，我即在感動中承

接著神對學校的使命和託付。雖然服事未過一年，其中最感動的是，每位老師都不辭辛勞地在

週末來此授課，且願意以耶穌的愛傾囊相授，經過老師們的教導後，學生們都有著「勝讀十年

書」的領悟，使神的心意得到滿足。（傅惟仁：2017年道碩畢業）

聖地牙哥課室的負責人	-	
傅惟仁傳道	使命和託付

各教室的代表感言

北美華神外地教室概述
                                                   -	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能真正地認識他。弗1：17

1986	年北美華神從延伸教育起步，到1998	年改制增加碩士科，有見對神學知識的需要，並有心

發展神學教育，便一步步從洛杉磯伸展到全美以至世界不同地方、不同國家，推廣神學教育，	

開展不同的課室，為要栽培下一代神國的工人。	 二十年來，北美華神在以下的地方，默默耕

耘，	裝備眾聖徒，	服事眾教會。

   l 聖地雅歌		(San Diego)
   l 德薩斯州		(Texas)
𥚃	 	 	 l 北卡來蓮納州	(North Carolina)
𥚃	 	 	 l 新澤西州		(New Jersey)
𥚃	 	 	 l 密支根州		(Michigan)
𥚃	 	 	 l 中國大陸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20週年紀念特刊 45



	 我參與延伸神學的原因很簡單，從台北華神的延伸制課程中得著造就，來美牧會後，深感

信徒神學教育的缺乏，正好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就是北美華神的延伸課室，於是欣然受邀參與

此事工。經過幾年的服事，我發現信徒受裝備後投身主日學教師、心路關懷事工等服事行列，

並對聖經有更深的渴慕，生命得著改變，奠定靈命塑造的基礎。教會也因此成為一個承先啟後

的培訓基地。我也由衷地感恩，因爲西區教會推動了三個系列的特別事工證書科延伸制課程：

關懷輔導訓練課程、聖經教師培育課程以及正在進行的靈命塑造進深課程。並且有一位姊妹順

利修滿46學分(必修16學分/選修30學分)成績及格得頒「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畢業證書。在這些服

事中最難忘的是參與北美華神的ATS認證過程，順利成為正式會員。這些都鼓勵了我，我在神

學訓練上仍然的盼望，就是推動承先啟後的信徒神學教育，為國度儲備人才。

承先
     啟後 休士頓延伸課室負責人	

西區中國教會	-	黃奕明牧師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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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應由2002年開始說；當時一直感覺

多年投入的校牧職份，可以讓年輕的一代接棒

了。因此開始禱告，神將北卡三角研究園區

(North	 Carolina	 Triangle	 Research	 Park)放在我的

感動裡。北卡三角研究園，周圍擁有三所著名

的學府：Duke	 University,	 UNC-Chapel	 Hill,	 NC	

State;	 科技的公司也順勢集中在這區裡；有則

笑話是：您在地上撿起一塊石頭，隨意扔出，

很可能打不著一隻狗；但您準可打中一位博

士！這兒的同工，尚未有接受華人神學院造就

的機會；加之，教會的分裂現象亦不顯見。

	 若能進入各教會中，推廣有系統地栽培

同工，按聖經教導，造就裝備同工，是何等迫

切的挑戰。然而在毫無同工團隊與教會支持的

情況下，我豈不成了「唐吉軻德式的另類宣教

士」？更何況還有紐約校園中，捨不下的學

生。掙扎中，在一次北卡牧者退修會中，早

晨靈修時，神用以賽亞書14:1呼召	我，那天清

晨，祂說要「憐憫(我)…再度揀選我…將我安

頓在本地…寄居的(華)人必與我聯合，加入我

(孤身一人的)家」我一遍又一遍，反覆地讀著

祂的應許，直到我泣不成聲地向祂順服。2003

年春天，我帶著眾弟兄姐妹的祝福，與不捨的

眼淚，和願意投入北卡土壤的心，在研究區

定居下來。同年，北美華神的教室於此開課，

是所跨教會界線，又屬於眾教會的訓練造就學

院。2006年，雖因紐約校園事工的需要，使我

至今仍平衡於兩地，也一直接受紐約校友的支

持與供應。

 

北卡夏洛特延伸課室負責人	-	
林恂牧師感言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然將近十五個年頭，北卡除了三角研究

園區的課室外，更加上Charlotte市的延伸班；

至今已逾千位人次接受延伸制教育的裝備，並

有多位碩士班畢業學生，已進入教會中，參與

配搭事奉；還有十五位碩士班生，仍在進修

中，預備自己，等候神的呼召與差派。

	 藉此北美華神廿週年；我們一同見證神

的慈愛與信實；是祂先愛上了這研究園區和

Charlotte眾教會的羊群，我已牧會多年，又對

教育、年輕學子充滿熱愛，神打發我前來，	

義務性的，如同種子埋入北卡的土中；藉著北

美華神院長、眾位師長、職員殷勤的澆灌，就

在北卡這塊土地上，結出佳美的碩果，服事了

眾教會。我們也遭受各樣的攻擊，然深信那起

初在我們心中，動了善工，又召我們出來的

主，必要親自成就祂建造的藍圖。於此，再次

謝謝北美華神的忠心的栽培！願今後的祝福大

過廿年來經歷的恩惠！

慈愛 與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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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裝備教會的初衷，普林斯頓地區開始了神學

裝備的課程。2004年開始了延伸制課程，2010年開始

了碩士班課程。此地區有6個教會參與了裝備課程。在

過去的14年，共有大約36堂神學課程在此地區開展。

其中也遇到一些挑戰，像是一些課程不能同時滿足碩

士班和延伸制學生的需求。不過感謝主的恩典和幫

助，此地區的課程沒有停止，神也一直帶領著漢生弟

兄和同學們前行。求主繼續幫助這些願意受裝備的同

學們，祝福他們的學習！

普林斯頓地區神學課程	-	
劉漢生弟兄	永不止息

 自1997年，北美華神開始在密支根州開展延伸課
程，每年暑期，都有不同的老師教課，先後有從台灣中
華福音神學院（華神）的吳憲章和賴建國教授教導密集
課。當延伸課程成熟後，在2004年，密支根州正式成為
華神北美分校碩士課的外州課室，每年四次的授課。	 與
學院並肩開展事工的是奧克蘭華人教會。從2004-2012，
教會不單提供上課地點，更為以領首的身份，挑起招募
老師，推廣課程，與當地另外四間華人教會--底特律華人
宣道會,	 底特律中華聖經教會,	 中華福音教會，安城華人
基督教會，共同肩負了在密之根推廣華人神學教育的重
擔。2008年，北美華神獨立，並承擔所有外州課室包括
密支根的工作，而北美華神的老師繼續推廣神學教育，
定期在密支根開課。多年來，多位學生參加，並於畢業
後投身教會事工。自2013年，課室的地點轉為中華福音
教會。	

密支根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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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培育中國的基督徒及鑑於在國內學生簽證來美的

困難，北美華神多年前已為此需要而祈禱，經多年的準備，

在2018年北美華神正式開始在中國為神學研究碩士科招募學

生。整個課程，專為中國基督徒而設計，特加入中國文化與

中國教會歷史科目，更招募在國內有經驗的牧者為學生作屬

靈的培養輔導，並提供獎學金，整個課程可以在網上完成。

本來預算第一年招生30	名，但在短短幾月的推廣，已收到近

50份申請.北美華神將繼續為中國的神學教育事工而努力。

中國神學研究碩士科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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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給北美華神一個位份	:	一種跨宗派的特

色及福音派的神學立場，所以從延伸制神學課

程開始，學院就蒙各教會接納，為他們提供全

面性的裝備課程，訓練教會的信徒領袖。學院

服事的地區從加洲至外州、從加拿大至歐洲德

國、到中國。學院的神學事工從裝備眾聖徒、

到訓練專業同工、教牧及神學教育工作者。

	 在現今快速發展、資源整合的e-時代，北

美華神這種跨宗派神學院的位份，在歷年所建

立的基礎上，怎樣應對現今的時候、未來的挑

戰?	 北美華神將繼續致力跨宗派、跨事工機構

的合作！合作有許多的方式，但是基礎是因雙

方的異象相同、有國度的宏觀、彼此的尊重、

和持續的溝通、及解決運作細節的過程。神若

許可，學院前瞻未來的願景如下：

	 第一、加強學院的網上神學課程。雖然

全備的神學訓練不是在網上傳遞知識就可取代

的，但在好學的華人信徒分散全球的現象，網

上課程是裝備信徒領袖不可缺的部份規劃。北

美華神既獲ATS審核認證網上課程學科，學院

強化全美及拓展歐、亞網上MTS課程、培養工

人是未來目標之一。因應事工之發展，成立一

個推動與整合的單位是必然的趨勢。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立足在後現代分割的社會、前瞻神國度性合作的事工

	 第二、擴展跨宗派合作訓練。學院多年

前就和幾個宗派分享合作裝備他們的教牧，終

於在2018年4月達成其中一項合作企劃，讓華

人播道會在北美華神就讀的學生，畢業時已更

充份預備好直接進入該宗派服事。以後繼續往

此方向邀請合作宗派或教會，也朝向與神學院

校溝通合作。目前己和加州一所神學院、及將

與伊州的另一所神學院洽談師資支援及畢業生

進修的構想。

	 神學教育是北美華神的事工主軸，這種

神學訓練合作的機制，首先是要喚醒教會要有

危機意識	 –	 必須訓練新一代的接棒教牧！教

會不能只有希西家視角，要有一個更大的神

國宏觀，正視教會的工人荒。其次是讓教會明

白，她要承擔神學教育的責任，一同建構一所

教導真理、塑造品格、能委身服事的工人，帶

領教會在末世活出神的心意。

	 第三、學院在家庭教育、關懷事工課程

上多年努力，深感弟兄姊妹及教會的需求。近

來各種相關的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這些機

構各具異象和特色，但難免又提供不少重複的

事工，導致資源浪費。若是神許可，溝通整合

將會是一種雙嬴的新局面。願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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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為華人神學增添神學資源，鼓勵教授寫作。學院計劃日後定期出版一本與聖經

神學相關的研究，宗旨在解析一般華人教會含混、模稜兩可的真理，並從各層面提出實踐

之道！讓教會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今年的首創是教授們合著了一本《神

的形象–聖經、神學和使命人生》的學術性著作，定於本年下旬出版。

	 華人神學教育與西方神學教育約有二百年的落差，已有不少的神學工作者及教牧覺醒

它的重要性，感謝神！願眾人一同肩負這影響教會、改變社會的重任，	願教會得造就、神

得榮耀	！

																																																																										 	 	 	 	 梁潔瓊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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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長遠發展與穩定經濟的需要，北美華神在	2018	求告神，

致力成立北美華神捐獻基金，並由北美華神基金會來管理。

北美華神捐贈基金 
CESNA Endowment Fund

如願意在經濟上支持北美華神,	

支票請寫:	CESNA
郵寄地址:	1520 W. Cameron Av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www.cesna.edu

626-917-9482 分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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