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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畢

業生雲彩見證集，終於出刊了！
匯聚了師生們的特別見證，走過了兩年多的疫情，歷經了三年的淬煉，

總算能不負眾望地把畢業生們這段期間經歷 神恩，蒙 神引導的奇妙經歷，
藉著筆墨，分享給所有的人。
為什麼刊物要用「十字架的道路」這個標題呢？其實，傳道人所走的道
路不正是十字架的道路嗎？還有什麼更好的形容呢？主耶穌吩咐門徒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十六24; 另參-可
八34；路九23)，使徒保羅也作見證：「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20)。保羅向羅馬教會介紹洗禮的
時候，動用了一個獨特的角度：「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因為知
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羅六
4-6) 這幾段經文都再再證明傳道人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將我們從死亡的蹂躪下解放出來，那將我們壓迫得透不過氣
的邪惡力量，已被十字架粉碎了。新約福音書不斷廻響著這令人歡欣的事實；
基督活著，我們也因此而活；基督打敗死亡的權勢，也就是我們的得勝。信
心將我們與基督，並祂所成就的一切連結—包括藉著死而擊敗掌死權的。」
(Alister E. McGrath《再思十架真義Making Sense of the Cross》，123
頁) 基督復活，祂真的復活了！哈利路亞！祂的復活，帶給我們盼望，有一天我
們也都要復活！希望這見證集，能成為您、您的家以及您的教會—個美好的祝
福！哈利路亞！
祝您恩福滿溢，在主裡充滿平安喜樂！
您的同工
劉孝勇牧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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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字 架 的道路
THE WAY OF THE CROSS

2020-2022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畢業生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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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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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十架，跟隨基督
 劉孝勇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從

神學院畢業，進入服事的工場，成為全職傳道人，這是什麼樣的人生道路？傳
道人要走的道路就是十字架之路，跟隨基督的道路。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

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23)。福音書中，只有路加福音
留下了「天天」這個字眼，這難道沒有提醒我們，背十字架—是每一天的生活。三本福
音書不約而同地介紹了人類歷史當中，唯一有尊榮能親自背到耶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
西門，雖然都只用了短短的一節經文(太27：32；可15：21；路23：26)，但這事件在早
期基督徒中必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來自安提阿的醫生路加當時應該不在耶路撒冷，
但他把這件事用別出心裁的角度記載下來：「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從

十
字
架
的
道
路

鄉下來，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背著跟隨耶穌。」(路23：26)。三卷
對觀福音中，只有路加記載這位西門不但被迫背耶穌的十字架，還一邊背著十字架，
一邊「跟隨耶穌」。那個時候，眾多旁觀者中大概沒有人伸出援手，甚至多數人可能暗
自慶幸自己沒有被羅馬兵丁強迫來做這種事情。伴隨著哀戚難過的情緒，狹窄的街道
混雜著叫嚣、憂傷、惋惜、不捨、驚嘆，怎麼會在這逾越節歡慶以色列得著偉大拯救的
時刻，有人被判死刑，而且這麼快就要執行？不能等逾越節過去嗎？等事情的真象弄
清楚後，再來判案，免得冤枉好人，不是比較好嗎？這麼著急和草率地要釘這個人十字
架，有關當局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這麼多旁觀者當中，為什麼這天殺的羅馬兵
丁，什麼人不找，偏偏找我這個來自非洲(古利奈)的西門，是因為我的穿著儀態比較特
殊，還是因為皮膚比較黝黑，這是不是歧視呢？
這個令空氣凝結的時刻，別說是兩千年前的基督徒，就二十一世紀的美國
福音歌手 Ray Boltz 都無法不受到震撼，他以這位西門及耶穌受難為背景，創作了一
首動聽優美的詩歌「看哪羔羊 (Watch the Lamb)」。這首詩歌描述到，西門帶著他
的兩個兒子魯孚和亞力山大來耶路撒冷過逾越節，想不到在這歡慶的日子裡，竟然
有執行死刑的隊伍和許多看熱鬧的人擁擠在街道上。西門也想一探究竟，看看到底
發生了什麼事，想不到一下子就被一個兵丁喝斥來背耶穌的十字架。那個時代的羅馬
兵丁，多是蠻橫不講理，隨時隨地徵用民伕，要你幫他背行李走一哩路，你就得走，眉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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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督徒就是跟隨羔羊，無論祂往那裏去。我們跟隨基督並非為著
個人的利益。耶穌應許祂那小群跟隨者的，乃是苦難、犧牲、自制，
和自我的死亡。基督徒的大軍並沒有什麼榮譽、光輝，他們乃是一
群背負十字架的人，跟隨著一位被釘十字架的主.....

也不皺一下。但一個能承擔成年人重量的十字架並不輕，何況是一個已經被打得遍體遴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傷、血肉模糊之人所背的十字架……。這首歌裡很寫實地道出西門當時的心情，就像所
有正常人一樣，心裡即使有一千萬個不願意，但那個兵丁不但語帶威脅，還作勢要拔刀，
西門只好順從地「從主身上把十字架取過來」，背在自己身上。這首詩歌唱到這裡，竟
然生動地描繪「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血，滲流到西門的面頰上！」。這一幕，相信西門畢生
難忘！不管西門一生去到哪裡，發生了什麼天崩地裂的事，他都會想到背著基督的十字
架，跟隨主，而且主的寶血曾沾流到他的面龐。這，不就是傳道人一生的寫照嗎？披帶著
基督的寶血，背著基督的十字架，勇敢地往前直行。北歐學者Fredrik Wisdloff在《歇一
歇》中提到：「作一個基督徒就是跟隨羔羊，無論祂往那裏去。我們跟隨基督並非為著
個人的利益。耶穌應許祂那小群的乃是苦難、犧牲、自制和自我的死亡。好安逸、舒適的
人不能跟隨羔羊。基督徒的大軍並沒有什麼榮譽、光輝，他們乃是一群背負十字架的人，
跟隨著一位被釘十字架的主。他們放棄自我的願望，不選擇自己的道路，因他們不是領
導者，乃是追隨者。在一切事上他們努力學像他們的領袖，而他們的領袖乃是羔羊—那
忍耐、緘默、犧牲的羔羊，祂藉受苦而得勝。這些人……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
隨祂。」(p.89)
馬丁路德曾經在預苦期的講道信息中，談到路加福音所記載的這位古利奈人西
門：「當基督徒就像西門一樣經歷這些事情時，受苦就被稱為十字架。基督徒並未背著
自己的十字架，而背著主的十字架。他必須為主耶穌的緣故受苦……基督徒的受苦和
十字架也具備這樣的特質，正如彼得所言，他們不可有人因為偷竊和殺人受苦，倒要
因著是基督徒受苦(彼前4:15f)，也就是說，為著主基督的緣故，為著祂的道和對祂的信
之緣故。」(LW13:434) 這段話說得真好！如果傳道人只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走自己的
道路，恐怕這條屬天之路荊棘滿佈、處處危機；傳道人若是背著主的十字架，走主的道
路，縱然無法避免道路上的荊棘和危機，這十字架可變成信心的翅膀，帶你飛過重山
萬壑，直抵上帝的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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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道路 —
		 大衛的見證 （詩篇22篇）
 徐 大生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部主任

大

衛所寫的詩篇22篇與十字架有密切的關係。詩篇22:1是耶穌十架七言的
其中一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大衛的仇敵撇

嘴搖頭地嗤笑大衛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詩
22:7-8）；耶穌在十字架上也如此被眾人戲弄譏誚（太27:41-44）。大衛形容
仇敵「扎了我的手，我的腳」（詩22:16），「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
鬮」（詩22:18）；這也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情景（約19:23-24）。所以，詩篇
22篇所描述大衛的苦難，預表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但十字架不僅是受苦的道
路，也是得勝的途徑。本文將從詩篇22篇思索大衛受苦的掙扎，並見證他得勝的
轉變，成為我們的勉勵。

十
字
架
的
道
路

詩篇22篇的前半段敘述大衛的掙扎（詩22:1-21）。大衛有三次向神訴苦，
但每次訴苦之後，他就信靠神。大衛第一次向神訴苦，為什麼神離棄他，遠離
他，不救他（詩22:1-2）。大衛「唉哼」（原文的意思是大聲呼喊），日夜「
呼求」神，「並不住聲」，但神沒有回應。大衛的呼喊與神的沈默形成強烈的對
比。雖然如此，大衛還是信靠神，因為神曾解救他的祖宗（詩22:4-5），所以也
會拯救大衛。
大衛第二次向神訴苦，他被眾人羞辱，藐視，嗤笑為什麼神沒有救大衛（
詩22:6-8）；雖被嘲笑，大衛還是信靠神，因為大衛出生時在母懷裏，神使
他「有倚靠的心」（原文的意思是安穩），並且他就被交在神手裏（詩22:910）。換句話說，大衛知道他從出生開始，神就保守他，看顧他。所以，大衛相
信神必拯救他。
大衛第三次向神傾訴他所面臨的強敵和身心靈的痛苦（詩22:12-18）。大衛
比喻仇敵是「巴珊大力的公牛」，「抓撕吼叫的獅子」，「犬類圍著我」；這
些比喻表達大衛的仇敵有強大的力量，兇暴殘忍，包圍大衛，使他無處可逃。大
衛被掃羅、押沙龍追殺的時候，可能就是這種可怕的情景。大衛陳述他的痛苦：
「我如水被倒出來」，這形容一個註定要死的人（參看撒下14:14）；「我的骨
頭都脫了節」，這比喻大衛心裏痛苦到渾身無力，動彈不得，好像身子裏每一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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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不僅是受苦的道路，也是得勝的途徑。當我們受苦的時候，
若把焦點轉向神的信實，我們就能把痛苦化為讚美。神未必會使
我們脫離世上的苦難，但神必拯救我們的靈魂，雖然苦難的環境
沒有改變，但我們的心境可以轉變......

骨頭都脫節；「我心在我裏面如蠟鎔化」，這表達大衛對仇敵的懼怕（參看書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2:11）；「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15a），這描述大衛精力耗盡，如同一個
被打破的瓦器，支離破碎的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這表示大衛不能
說話，可能因為大衛恐懼，或精力枯乾到說不出話來；「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
中」，大衛再次強調，他覺得快要死了。
雖然大衛極其痛苦，但他還是信靠神，所以他懇求神拯救他脫離苦難（詩
22:19-21）。這三節經文是詩篇22篇的轉捩點。之前，大衛覺得神離棄他（詩
22:1），但現在他信靠神，求神不要遠離他（詩22:19）。之前，大衛覺得沒有人
幫助他（詩22:11），但現在他信靠神，求神快來幫助他（詩22:19）。之前，大衛
懼怕兇暴殘忍的仇敵像公牛、獅子、犬類（詩22:12-13、16），但現在大衛信靠
神，求神救他脫離敵人（詩22:20-21）。
詩篇22篇的後半段敘述大衛的轉變（詩22:22-31）。大衛在詩22:19-21懇求
神之後，他的心態有180度的轉變，他不再訴苦，埋怨神，而是為主作見證。大衛
要在眾人面前傳揚見證神的名，也勉勵眾人要讚美神，敬畏神，因為神垂聽受苦之
人的呼籲（詩22:22-26）。另外，大衛宣告神的子民要傳揚「主所行的事」（詩
22:30-31），這事是指神的救恩，不僅是指神拯救了大衛，也預言了神藉著耶穌
基督拯救信靠他的人。
大衛轉變的秘訣是什麼？他深信神是信實的，因為神曾解救大衛的祖宗，並
且神從大衛出生開始就保守他。因此，大衛能在患難中喜樂，讚美神，宣告神的作
為。同樣的，當我們受苦的時候，若把焦點滯留在苦難本身，我們只會怨天尤人，
但若把焦點轉向神的信實，我們也能把痛苦化為讚美。神未必會使我們脫離世上的
苦難，但神必拯救我們的靈魂（詩22:20）。我們的盼望不是今世，而是來世。我
們若有永恆的盼望，雖然苦難的環境沒有改變，但我們的心境可以轉變。這就是十
字架的道路，是受苦的路，但也是得勝的路。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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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s a Gateway
to Spiritual Growth
 劉宏智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部行政副主任

C

onflicts can be very hurtful and costly. Yet, conflicts seem to be inevitable—especially for those serving in the ministry. The truth is: This world is complicated
and fallen, we all are complicated creatures, and fallen. Sadly, conflicts are inescapable in the church as well. Christians —even true, genuine, faithful followers of Christ-often have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So,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conflicts will
come, but how we will handle them.
If conflicts can exact heavy tolls on those who are involved, can anything good
come out of them? Thankfully, in God’s economy, conflicts can often lead us to
greater spiritual advancement. In fact, Pastor David Mathis labels conflict as “an opportunity for grace.” More specifically, conflict may be an opening for us to learn
how to rely more faithfully on God. Just when situations we encounter appear to be at
their darkest, the light of His grace often shines the brightest. Mathis points out that
throughout the Bible are accounts of God’s people “not of fleeing conflict, but moving
toward it in hope, believing God will be at work in the tension, pain, and mess.” Look
at all the inductees in the “hall of faith” ( Hebrews 11 ); every one of them exemplified
perseverance, trust, and obedience even in the face of impossible situations.

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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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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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obert Clinton, a recognized expert on leadership emergence theory, has studied the life of hundreds of Christian leaders. He concludes that “God uses conflict—
whether personal or ministry related—to develop the leader’s faith, dependence upon
God, and insights relating to personal life and ministry.” In other words, conflict can
be a means of developing godly character in Christian leaders.
Conflict comes in varying shapes and forms. For example, we may clash with
other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each hold; or we may experience
heightened relational tensions due to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or we simply harbor a
spiteful spirit that desires to hurt someone else. To me, what Clinton calls “leadership
backlash” may be the most difficult to overcome. A leader experiences leadership
backlash when seemingly his or her follower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leader’s vision and direction, but only to find that when the group experiences persecution and
hardship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leader, some followers or even
other leaders of the group begin to react negatively toward the leader. Israelites’
strong resentment toward Moses in the wilderness is a prime example of a backlash.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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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is drama, and how people deal with conflict
shows you the kind of people they are.”
— Stephen Moyer

I tasted backlashes firsthand. Early on in my pastorate, a group of us had a bur-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den to launch a new children’s outreach ministry at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nearby.
By divine intervention, we managed to receive permissions from the principals involved
and the district office to conduct Jesus Club as weekly after-school activities. The
response from children—many of whom had come from unchurched families—was
most encouraging! We had plans to expand our efforts. Then, unexpectedly, opposition to this new outreach arose from members of the church leadership. They
expressed concerns that our own children could be neglected if we were to continue
with the outreach. There was a lot of pushback against me. As a leader, I was utterly
confused; I did not and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rationale for the negative reaction.
Subsequently, the outreach ministry was terminated after three months. It took me
quite a while to recover from this experience.
God uses leadership backlash to test “a leader’s perseverance, clarity of vision,
and faith.” His or her motivation is often revealed in these conflicts. Was the leader
seeking success and approval, or was he or she desiring to do the will of God? When
a true leader is tested during difficult times, he or she can learn more about God’s
sovereignty. God can use difficult situations to demonstrate that deliverance can only
come from Him. All glory belongs to Him alone.
The entire ministry of Jesus Christ was filled with conflicts. Jesus himself was
also well acquainted with leadership backlash. Rather than shying away from conflict
with his enemies or his disciples, the Lord Jesus embraced it. He is the founde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who for the joy that was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Hebrews 12:2). Even though he knew death awaited him, he set
his face like flint to go to Jerusalem, to the great conflict at Calvary, so that we can
be rescued from our greatest conflict against God.
He calls you and me to follow him by daily taking up the cross. In conflict we
are drawn to the foot of the cross. In humility and prayer, we learn to trust God to
resolve conflict for His own glory. It is through the cross that God forms and shapes
our character to be more like His Son Jesus Christ. May we approach and experience
conflict as a means of spiritual growth.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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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謙卑為冠冕--謙卑順服
 趙李秀珍 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前瞻事工部主任
─公共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十

字架的道路就是基督的道路。耶穌提醒他的門徒要背起十字架跟從
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太26：24）耶穌給祂的門徒留下了什麼樣的榜樣？耶穌是
如何走過這段十字架的旅程？使徒保羅提醒基督徒要效法基督。(林前 11:1) 十
字架的道路體現了什麼？我們又如何效法呢？
關於耶穌道成肉身最深的奧秘，莫過於耶穌竟成為被釘死的君王The
Crucified King。耶穌既有作君王的主權，卻又謙卑地死在十字架上，這個看
似互相矛盾的悖論，讓我們學習耶穌的榜樣 — 謙卑的順服。國王應具有統治
的主權，是控制和權力的象徵。然而，被釘十字架完全使耶穌成為被制降伏和

十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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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軟弱的象徵。 要效法基督就是要有與基督相似的態度。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太 1 6 ： 2 4 ） 這節經文涉及三方面的要求：捨己、背十字架和跟從。基督完成
了並體現了在這三方面的命令。
捨己：基督藉著道成肉身否定了自己。每一步，基督都選擇了放棄祂所擁
有的主權及能力，甚至他的意志。祂將這些都交付了天父，並順服在父神的旨
意之下。對於你們作爲神學院的畢業生而言，你們將要成為你教會的領袖，帶
領事工的推動，其他基督徒會觀注你的作為，或許你因此也自認是個領袖。然
而，耶穌順服和降卑的例子提醒我們，正如基督一樣，我們也需要每天順服神
的帶領，在這既作領袖，又是僕人的悖論中，我們要將個人的意志降服在向神
的面前。在服事的過程中，要學像耶穌把這一切都交給神，不堅持自以爲該有
的權利。
背起十字架：沒有人會認為服事主或作神的僕人是件輕省的事。縱然耶穌
知道父神心中的計劃，也銘記天父分配給祂的工作。然而，十字架對基督而言
卻仍是個壓倒性的最後一步。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揭示了祂的掙扎，祂三
次懇求父神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這情詞迫切的禱告更展示了耶穌所經歷的痛
苦和十字架的重擔。我們也因此被提醒，任何事工都將會有它們的十字架，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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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背十字架、跟從」基督完成了並體現了在這三方面的命
令.... 願你們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有從心而來的柔和謙卑， 從而
作好一位僕人領袖。

些在你們畢業後所等待著你們的事工，也必然會有它們的痛苦與磨難。然而，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耶穌為我們設立了榜樣，就是藉著順服上帝，全然顯出祂的謙卑，「既有人的
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謙卑
是耶穌順服的基礎，耶穌從心裏謙卑，放棄那本來屬於祂的能力與權柄。基督
的榜樣是完全的順服—從祂道成肉身的計劃到最後死在十字架上。作爲一個僕
人領袖，心裏經常會有如此的掙扎，既有領袖的重擔，卻要有僕人的心態。若
要兩者兼顧，就須牢記耶穌順服的榜樣 — 是祂那從心而發的謙卑。
跟隨基督：上帝不會要求我們做一些過於我們所能做的事。但耶穌已克服
了面前的每一個掙扎和困難，祂也願意成為我們的啦啦隊長。十字架的道路不
是一個單一的決定，而是每天的選擇、是一生不斷的抉擇。當然，“選擇”也意
味著我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但神不強迫我們照祂的方法行，而是鼓勵我
們心甘情願地跟隨祂。即使我們犯錯了，神也不會丟棄我們，總是給我們囘轉
的機會。
耶穌提醒祂的門徒說：「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
意、肉體卻軟弱了。」 (太 26:41) 耶穌三度提醒門徒要保持清醒和祈禱，門
徒卻一次次地失敗。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
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太 26:43-44)
十字架的道路要求我們保持警醒。神學院的學習只是一個開始，要走完這
十字架的道路，是需要時刻瞭解這世界的攻擊和我們自我肉身的軟弱，以禱告
來抵擋世界在我們心裏的迷惑，並要謹慎保守自己的心懷意念，免得落在試探
中，而其中最難守的就是内心的驕傲，因此每當如此，我們就要再次囘到那重
要的基礎 — 耶穌謙卑榜樣。
親愛的學生們，你們即將走進服事的工場。我希望在北美華神的學習不僅
裝備了你們有關上帝的聖經知識，並且還使你們經歷了生命的轉變。願你們學
習耶穌基督的榜樣，有從心而來的柔和謙卑，從而作好一位僕人領袖。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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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放下，為主肩負
 孟安麗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靈命與品格塑造中心主任
─蓬勃教會事工主任

感

謝神，這兩年賜給北美華神極大的恩典：為我們預備了新院長，賜下新
的事工異象及贈款，是為要在下一個階段來祝福眾北美華人的教會，讓

我們能在「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的使命上有進一步的擺上。這些資源
讓學院有機會開拓三個嶄新的事工: 一個是2022年初推出的「蓬勃教會事工」
(CEP)，另兩個是即將推出的「靈命與品格塑造中心」及「公共神學中心」。在
現今動盪黑暗的環境裡，我們感恩神所賜的新機會和新盼望。
2020年初前院長告知我一個申請贈款的機會，並委派我與幾位北美華神
的牧者一起合作寫申請表，初步參與紙上談兵的部份，但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
念，由於種種因素，開拓蓬勃教會事工的責任最終落在我的肩頭上。我納悶著:

十
字
架
的
道
路

「我是誰? 怎能承擔這重大事工的責任? 接下這事工，豈不就是要放下我多年
來專注教學及寫作的夢想嗎?又如何能兼顧教學及新事工呢?」我與神討價還
價：「神啊，請你差派更合適的人選！我可否就只做顧問?」。接著在與神獨處
時，我嘗試辨別祂的心意，神逐漸讓我看見，是祂給了我清楚的異象和極大的
熱誠，以及行政的恩賜，並奇妙地預備了同工團隊。我領悟到神在挑戰我順服
的心，是否願意為祂放下專注教書及寫書的夢想。我似乎聽到祂在問:「是誰決
定妳的工作及事奉內容？是妳嗎?是神學院的主管嗎？還是創造、掌管妳生命的
主?」
神以馬利亞的心態提醒我:「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路加1:38)；神要我學習更深順服的功課，並願意為祂放下自己的堅持。
當我清楚這屬靈的功課後，在2020年我膽顫心驚地肩負起蓬勃教會事工帶
領的角色。開始的預備年就面臨驚人的工作量，但神卻在我的軟弱中奇妙地賜
下足夠的恩典。當我分享了事工異象後，所邀請的八位資深牧者都很樂意投入
參與；另外六位專業學者也欣然接受在時代挑戰會議中擔任主講，以及參與後
期的網路課程製作。這一切都讓我看到：事工是神的，我只需要跟隨和倚靠。
2021年2月，再次從前院長得知學院接到新的贈款申請的邀請，而我也被
委任書寫其中栽培神學生品格塑造方面的內容。因為神早已把這個感動放在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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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揀 選 就 是 你 的 資 歷，我 的 同 在 就 是 你 的 能 力。」
我 需 要 放 下 世 界 評 估 事 工 的 標 準，因 為 主 權 在 神 手 中。
「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心中，我便欣然接受了邀請，參與學院申請基金來發展靈命品格塑造的事工。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學院不但獲得第一筆申請，而今又再次得到贈款！神如此恩待北美華神，真是
太奇妙了! 然而，中心原本選定的負責人卻因故無法上任，順理成章地我就被選
為代理主任。我一向不喜歡做前線領袖，反而更樂意協助負責人；但是神似乎
有不同的意念，我唯有順服到底。過去20年，透過靈命塑造的學習及操練，我
經歷到神深度改變生命的大能，猜想神不只是要我單單自己享福，而是要我做
一個分享者。祂再次預備了最好的靈命塑造老師，研究學者，導師及具備各樣
恩賜的同工們一起配搭。我又再次戰兢起步，不斷地尋求神的憐憫和指引。
在2022年3月學院「牧者加油站」主辦的「牧者更新營」裡，當講員問及在
座的牧者們不能休息的因素是什麼時，我的答案是「與學院贈款相關的事工」。
那時我放下了每年三月學季間的假期來肩負主辦「牧者聚焦營」的事務，但神藉
此給了我機會參加「牧者更新營」，能在主面前安靜休息。接著在4月的「靈命與
品格塑造中心」主辦的第一次「同工清心營」中，我有機會漫走「苦路」(Stations
of the Cross)。看到主耶穌背負十架的畫面時，我駐足默想，體會到耶穌背負十
字架的沉重，也感受到自己心中事工的重擔。我將心中的擔子告訴主，祂全然
了解，並問我是否也願意為愛神與愛人的緣故，背起祂給我的十字架？主耶穌提
醒我，能夠被神揀選並肩負祂的託付是我的福份。正如馬利亞被神揀選成為主肉
身的母親時，她的反應是: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因為祂顧
念祂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路加1:46-48) 馬利亞因了解
神對她的揀選是為了要祝福萬代，而感到喜樂和被高舉；神也再次更新了我的眼
光，讓我看到祂所託付給我的職責是有福而榮耀的。奇妙地，雖然有兩個新事工
在手上，但我仍然可以每週有安息日，並且在平靜安穩中重新得力。
此外，神也對我說:「我的揀選就是你的資歷，我的同在就是你的能力。」
我需要放下世界評估事工的標準，因為主權在神手中。神邀請我放下自己的堅
持，為祂肩負起事工的擔子，專心一步步信靠跟隨祂；只要單單相信祂的恩典夠
用，祂就會賜下祝福在祂所愛的人身上，祂也必然會成就按祂旨意所定的事！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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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的十字架
 謝文郁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專任教授

主

禱文中有一句話：“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們嚮往的天
國，也就是天父的旨意能夠順暢貫徹的國度。因此，只要我們能夠知道

天父的旨意，並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為人處事，我們就生活在天國中。天父的旨
意就在神的話語中，即在聖經中。要知道天父的旨意，只能通過閱讀聖經。
有一點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在現有的思想結構中去閱讀並理解聖經的。
有什麼樣的思想結構，我們對聖經就理解到哪個程度。當年耶穌在跟門徒說話
時，為了讓門徒了解天國的事，只能使用比喻的方式，原因就在於門徒當時的
思想結構無法理解天國的事。我們知道，比喻是一種不充分的理解方式。比
如，對一位從未見過大海的人談論大海，我們只能通過比喻的方式，指著一個

十
字
架
的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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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說，大海就像這個湖，但要大的多。山裡人通過這個比喻，想像一個很大
很大的湖，就能夠理解“大海”了。不過，這個理解是間接的，不充分的。只有
直接看見了大海，他才可以充分理解大海。我們是在自己的思想結構中進行思
想的。正確地理解聖經要求我們擁有相應的思想結構。可以說，我們的思想結
構就是我們思想中的十字架。
耶穌復活後準備升天時，對門徒說：「那保惠師，即那神聖的靈，是天
父以我的名遣送的，他會把這一切都教導給你們，讓你們想起我跟你們說過的
話。」（約翰福音14:26）“想起”的意思是“理解了”。門徒相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但是，他們在跟隨耶穌時一直無法把耶穌說的話和做的事理解透徹。
原因在於，他們當時擁有的思想結構根本無法理解耶穌。耶穌說，聖靈來了就會
幫助門徒“想起”（理解）耶穌說的話，即原來無法理解，現在理解了。這種思想
活動表明，人的思想結構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在原來的思想結構中無法理解
的事情，在新的思想結構中能夠很好地理解了。聖靈進入我們的意識之後，背起
了我們思想中的十字架，改變了我們的思想結構。保羅稱之為“心意更新”。
我們的思想結構是我們進行思想的出發點和基礎。人不可能脫離自己的
思想結構去思想。因此，無論我們在思想中如何努力，我們都不可能改變我們
的思想結構，就好像我們站在地上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抓住頭髮把自己往上拉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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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原始含義是一種信任情感，....是完全交出判斷權，放棄自己
的思想能力，成為完全的接受者，接受信任對象所給予的一切。在
信心中尋求神的旨意，背起我們的思想結構--十字架，聖靈帶領
我們心意更新改變，進入神的國！

樣。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我們要進行思想結構的更新改變，首先要停用我們的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思想結構。如何才能停用自己的思想結構呢？（約翰福音1:12）談到：「那些
信靠他的名的人，無論是誰，只要接待他，他就給他們能力（ἐξουσία）去作神
的兒女。」這裡的“能力”是一種什麼樣的能力呢？ ξουσία 這個詞包含“權力”
和“能力”兩層含義。只要是相信耶穌的名，人就接受並擁有來自於神的權力和
能力。
我們通常說信心讓我們有力量。信心的原始含義是一種信任情感。我們在信
心中面對信任對象時是完全交出判斷權的。不使用判斷權，我們就不會使用我們
的思想結構，從而放棄自己的思想能力。在信心中，我們成為完全的接受者，接
受信任對象所給予的一切。於是，信任對象的能力就通過我們的信心而成為我們
的能力。比如，學生相信老師，認為老師擁有知識，只要認真聽講，就可以從老
師那裡接受知識。師生關係在知識傳授上必須在信任情感中進行。如果學生不信
任老師，就不可能從老師那裡接受知識。同樣，在我們的信心中，聖靈進入我們
的思想，背起了我們的思想結構，更新改變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能經歷心
意更新變化，接受越來越多神的旨意。
在信心中尋求神的旨意，聖靈就會幫助我們，背起我們的思想結構-十字
架，帶領我們心意更新改變，走向完全的真理，進入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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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方鎮明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專任教授

今

年的畢業生特刊的主題是「十字架的道路」，這主題把我們華神畢業同
學心中想要走的道路講了出來。這「十字架的道路」是要說明我們的使

命是彌賽亞的使命，也就是傳揚耶穌所傳揚的福音；我們的心志是像耶穌般願
意當僕人的心志。
基於這心志，使徒保羅介紹自己時，經常稱呼自己是僕人，他說：「耶穌
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羅馬書一1）、「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
腓立比書一1）。為甚麼保羅願意作僕人呢？保羅解釋，「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
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哥林多前書九19）真的，保羅經常強調他是耶穌的
僕人的身分，「為要多得人」，也就是為了將彌賽亞的使命完成，讓更多人能

十
字
架
的
道
路

夠得著福音。在這裡，我們看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彌賽亞的使命與僕人
的心志是緊緊相連的。
畢業的同學到了教會、福音機構或其他團體服事。如果你們要有效地實踐
彌賽亞的使命，你們就不會疏忽僕人的心志，相反地，你們會追隨基督作僕人的
心志，來到這個 “屬世” 的社會，以愛神愛人的心服事人，甘願犧牲、受苦和死
亡。這就是耶穌說的「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十六24）
的意思。（註：新約聖經“事奉”這字的希臘文diakonia含有服務的意思。）
耶穌吩咐門徒參與「背起十字架」的服事之前，他預言自己將會受苦被
殺。當時使徒彼得勸耶穌不要走捨己受苦的道路。但耶穌隨即責備彼得是撒
但，不願意體貼神的意思。真的，有時候我們都像彼得一樣，只看到自己的需
要，卻沒有看到神要我們在世上扮演的角色。我們願意跟隨神，但卻沒有耶穌
那種服事人的心志。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使徒開始明白耶穌吩咐他們 “背起他的十字架” 的
意思，他們認識除了領受彌賽亞的使命—傳揚福音，引領人進入天堂，獲得天
堂的好處，耶穌還要他們實踐僕人心志，也就是透過服事（事奉），引領人在
今世的生活之中看重人自己與十字架的基督的聯合，多過於世界能夠給我們的
好處。潘霍華自身的經驗演活出了他委身服事人的僕人心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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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他的十字架」—如果你們要有效地實踐彌賽亞的使命，就
不能疏忽僕人的心志，相反地，你們要有追隨基督作僕人的心志，
進入這個“屬世”的社會，以愛神愛人的心服事人，甘願犧牲、受苦
和死亡。

當第二次大戰即將爆發之前，他選擇從美國回到德國，他這樣的抉擇，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是要分擔他的同胞的苦難，與德國的基督徒站在一起，承擔教會對德國社會的
責任和服事。在1943年4月5日，他因刺殺希特勒不遂而入獄；在1945年4月
8日，正當他在獄中帶領主日崇拜時，納粹德軍把他帶走處死，他向眾人告別
時，說：「時候到了，不過對我來說，卻是生命的開始。」潘霍華從容就義，
是由於他知道跟隨基督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就是要學像基督，服事他那世代
的人。這樣的心志就是僕人的心志。
究竟哪些人願意實踐耶穌甘願作僕人或服事人的心志呢？教會是走「十字
架道路」的團體，我們不僅要共同承擔彌賽亞的使命，也要學習如何甘心作僕
人來彼此服事，也願意服事這一世代的人。凡擁有這樣心志的教會，才是屬於
基督的，是真的教會。凡擁有這樣心志的畢業生才能夠分擔基督的苦難。
教宗大貴格利在一篇講章中，明確表明了僕人的心志是服事和受苦，他
說：“神吩咐祂的兒子來到世上受苦…縱然神愛祂的兒子，祂還是差遣祂來受
苦。照樣，主差遣被揀選的使徒到世上，並非得著世上的喜樂，而是要受苦，
好像祂自己一樣。”這一種僕人的心志是值得尊崇的。在初代教會時期，使徒們
都願意服事人，即使受苦，也都願意。他們的心志，完成了彌賽亞的使命，也
就是有效地把福音傳揚。今日的教會領袖（無論是低階或高階的教牧人員）都
必須擁有以服事為本的僕人心志，而不是強調自己擁有使徒的權威和主權以管
治會眾！
龔漢斯在研究近代天主教的歷史後，他指出教會歷史告訴我們一件可悲的事
實，就是在天主教中很多在高位的領袖，經常濫用權威，並實行階級主義。這些
在高位的領袖，疏忽了實踐耶穌所強調的作僕人（即服務別人) 的心志，也沒有
積極地幫助社會上被壓迫和受苦的民眾。他們的事奉無疑是自私自利的。
龔漢斯的批評再次提醒我們，會眾對教會領袖的期望和要求。初代教會在
宣教或彌賽亞使命上的成功，這與他們甘願作僕人的心志是息息相關的。讓我
們以這樣的心志把教會建立起來，合乎神的心意。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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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畢業生：何去何從
 崔思 凱博士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牧

人

生是一連串的到岸和離岸的組合，這就是為何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如
此膾炙人口，因為它用四句詩，生動的描寫出一個遊客夜半靠岸蘇州城外楓橋

的心情。「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但是每一個遊客到岸後，終久還是要離岸再出發。今天也是2022年畢業生
要離岸的時候了。希望在你們以後一生中，回憶在北美華神這一段時光，就像楓
橋夜泊，雖然短暫，但是滿了美好！談到前途和未來，讓我們先來了解今天的世
界局勢以及北美華人和教會的處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因為我們若以為還是活
在四十年前的冷戰或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就是時空倒置，永遠找不到出路！
一.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局勢和華裔美人面對的反中情節

十
字
架
的
道
路

1. 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經濟互聯的地球村；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動盪，立刻
影響全球人民的生計；而且社交網絡上私媒體氾濫,更造成資訊混亂。它也是一
個多權力中心的地緣政治，美、中、歐、俄都形成了權力中心，不再是二戰後
美國獨大的局面。
2. 大規模的種族遷移造成各國內種族衝突日益激烈；美國目前的種族問題
以及反中情節，已經不僅是治安的問題，乃是文化衝突及政治意識形態激化的
結果。華裔的美國人面臨自我認同的危機，第一代的華裔是活在中國文化中；
第二代是活在中西混合文化中；又加上今天美國“反中”情緒高漲，華裔不知所
從。美國輿論反中是因為美國的科技、經濟、軍事都與中國競爭，於是就將在
美的華裔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將他們視為對手，且帶敵意！
以上描述的都非個人有能力去做改變。但是多了解，能讓我們對北美洲的
政治社會生態有較符合現實的期盼，適應也較容易。所以我們今天需要做的是
認識文化、文字、生活習慣不同帶來的衝擊，並盡力調整我們的心態。要在這
世界文化中不被同化，卻能對周遭環境產生正面影響力，我個人認為，基督徒
唯一的出路就是腳踏實地的活出耶穌告訴門徒的生活：「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
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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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連串的到岸和離岸的組合！今天也是2022年畢業生要
離岸的時候了！談到前途和未來之先，讓我們來了解今天的世界局
勢以及北美華人和教會的處境，並腳踏實地的活出耶穌門徒的生
活-- 背起十字架，跟從耶穌...

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16：24-26）

背起十架
跟隨基督

二. 究竟什麼是十字架的道路？我們可以從兩個重點來討論
1. 對神 “十字架” 基本上不是指“困難” 和 “犧牲”；而是指“放下自己”。
人靠自己可以蒐集許多“知識”，但是沒有智慧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過
去一百年地球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及韓戰、越戰、中東戰爭、阿富汗戰爭⋯⋯等
等，其殺傷力是空前的；而下一次的戰爭很可能引起核子戰，成為人類的終結
一戰。科學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原子能，但是人類卻沒有智慧阻止核武戰的毀
滅！靠著工業進步，人類生活享受日增，但同時也造成環境污染及氣候暖化，
以至於威脅自己的生存！面對地緣政治的衝突，地球的暖化，照老法子我們都
無法自救！所以傳道人今天的責任不只是邀請人信耶穌，而是要請所有人從心
中放棄在世求“功名利祿”的想法（包括自己想要建立大教會，成有名的傳道人
的渴望），讓神來主導，指引我們前面的道路。如箴3：5-6：「你要專心仰望
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
的路。」若是每個信徒都如此，教會形成一股力量，神的旨意才有機會行在社
區和國家裡。
2. 對人 “十字架”是指彼此相愛。
面對自身存亡的關頭，人類唯一的出路是“彼此相愛”；當一個人體會神愛
我，然後就能有 “同理心” 去愛別人，也會愛自己。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對門徒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彼此
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在生活際
的層面，對“鄰舍”的關心是基本。愛人也要從認識對方開始，了解並接納對方
的背景、文化等不同之處，接納不是放棄自己的文化背景或特色，乃是在異中求
同。此外，我們的神學也必須與日俱進，能夠對現代人所面對的社會議題發聲及
回應。這包括學習基本的心理學，社會及政治學；這也是為要“愛人”必下的功夫
和學習。教會應該是社會的榜樣；而非社會的縮影！在彼此相愛中，個人及家庭
問題得以解決；社會及種族矛盾也得化解；國際之間的和平才有曙光！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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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的使命
Continuing the Legacy– 承傳國度的信念
北美華神繼續以國度神學建立教育平台，持守聖經信仰，為教會培育具國度觀
念的領袖及教牧，在教會及機構服事，促進一種超宗派的合一見證。

Extending the Vision– 延伸裝備的異象
北美華神除繼續協助教會落實裝備信徒的異象外，更願與北美教會合作，將神
學教育延伸給散居全球的中國知識份子，為明日中國教會儲備領袖。

Shaping the Next Generation– 塑造宣教的下一代
北美華神致力為教會的宣教使命塑造人才，按教會及宣教機構的需求，設計神
學與宣教並重的課程，培育有宣教意識與行動的下一代教牧同工。

North America
在北美建立一個超宗派的神學院，以國度神學為教育平台，為明日華人教會儲
備領袖，培育清楚蒙召，有牧會、宣教、教育心志與行動的下一 代教牧同工。

本院 提供的各種學科
教牧博士科 (DMin)
教牧博士科的設計，是針對擁有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全時間事奉滿三年的牧者及基督徒同工，提供進修的
教育機會。教牧博士課程將研究教會發展和事工應用的今昔趨勢，以幫助學生掌握正確的方法，將事奉的
技巧和方式融入實際的需要中。學生的畢業論文，將呈現其在神學、事奉理念與應用三者的整合能力，並將
所學落實於未來的事奉中。(必須修滿五門必修課、五門主修課以及畢業論文共48個學分，始得畢業。）

神學碩士科 (ThM)
完成本科學位訓練者，可以在神學院校、教會和機構中，提供具有深度的神學教育及神學研究成果。（必須
修滿三門研究基礎課程、七門聖經神學研究課程、一門專題研究，以及畢業論文，共37個學分，始得畢業。）

道學碩士科 (MDiv)
學生的託付必須定位牧養北美華人教會，或獻身投入全球華人傳道、培訓、宣教及牧養事工。除聖經與神學
必修課程外，學生須修習教牧相關課程。(聖經、神學、實踐課程66學分，主修課程54學分，實習15學分)

神學研究碩士科 (MTS)
本科為訓練神學研究人才而設計；除必修的聖經、神學及塑造課程外，學生須選修聖經語文及深度的研究
課程，為日後學術研究奠定基礎。(聖經、神學、實踐課程90學分。實習不是本科必修。)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MCS)
本科特為協助教會培育大使命所需之各種專業人才而設計；除聖經與神學必修課程外，學生可選擇主修基
督教教育、宣教或輔導課程。(聖經、神學、實踐課程51學分，專業主修30學分，實習9學分。)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DIP)
訓練裝備學生在靈命、學識、事奉上漸趨成熟，使他們可以服事教會、帶領信徒。學員可以選修任何碩士學
科，日後也可比照所轉入碩士學科與主修規定，轉入相對應得學分。(聖經﹑神學﹑實踐課程共45個學分)

延伸神學課程
信徒只要願意接受神學教育，就可以選修學院在北美各地教室所開的課，或選修多媒體課程。凡完成必修
的16學分及選修的30學分，共46學分，成績合格者，可獲延伸神學證書科畢業證書；凡修滿24學分成績合
格者，可獲中級結業證書。

十 字 架 的道路
THE WAY OF TH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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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四維 教牧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2020

活到老學到老

2

014年因著梁院長的邀請和鼓勵，本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理念，
再次重回校園，進入北美中華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班」就讀。

因著自己在教會服事的背景——從過往在大型教會與多位牧者配
搭服事，轉成單獨開拓牧養教會。這一路走來，深深體會到現今北美的
華人小型教會牧者所面對的挑戰，其實是不亞於牧養大型教會的牧者，
諸如：財務奉獻、事工推動、主日學等等，更甚的是，凡事都必須一肩
挑，在教會草創之際就格外顯得艱辛。
在北美華神就學的這段期間，在多位老師的諄諄教誨之下，以及自
己所累積的牧會經驗，深深地體會到北美華人小型教會的關鍵瓶頸是出
於信徒領袖的嚴重不足。有鑑於此，在撰寫教牧學博士研究論文的願景
就是期待能為北美華人小型教會找到培育信徒領袖的有效略。感謝主！
透過北美中華神學院多位師長們的傾曩相授，在校的這幾年主要的研讀
科目基本上都是注焦在教會信徒領袖的培育等相關範疇上。在蕭海波博
士、劉志遠博士、張復民博士（台灣信義會監督），以及劉宏智博士的
指導之下，最終能夠加以整合，並順利完成研究論文，取得學位。

本著「活到老學
到 老 」的 理 念，
重回校園，期待
能為北美華人小
型教會找到培育

本人由衷的希望，未來能將自己學習的心得和研究成果，與其他北
美華人小型教會牧長們分享；盼能成為他們牧會時的一份助力。

信徒領袖的策
略，成 為他們 牧
會時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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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珠明 神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 2020

忠於神的呼召

筆

者叫陳珠明 (A-OI Tchen)，2010年4月21日在北美華神 (CESNA) 就讀
時蒙召 (神要筆者進神學院裝備是在蒙召之前)。目前是獨立宣教士。

早期的服事 於1994年蒙恩得救。前面11年 (1996-2007) 在國際大
使命教會服事 (GCCI)，配合教會的異象，開放家庭給姊妹會、禱告會、
帶領小組聚會、帶領成人查經班。主要服事：小組長、教導、探訪、關
懷、作陪談員及分享福音等等。2007-2009年教會以外的服事：歸納法
讀經，成人查經班。
神學院的裝備 神學院全修生的裝備：2009-2011年完成北美華
神的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2011-2012
年完成北美華神的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2013年開始，以
部分時間進修神學碩士科 (Master of Theology)，裝備與教導事奉同
時進行。需要強調的，也是筆者曾經面臨的事奉有兩種：(1) 首選的事
奉，一般來說是神在心深處的呼召，或者說是神量給我去做的，挑戰
大，有時候甚至看不到前面要怎麼走。(2)第二選擇的事奉，然而，也
是神所允許的。對筆者來說，首選的事奉優先，但是，最好能確定是
在正確的軌道上，這就得依靠神的恩典和憐憫了。

無論是舊約或是
新 約，北 美華神
有扎實的原文老
師在教導....感謝
神！

查經事奉非偶然 初信時的前2-3年，雖然嚐到救恩之樂，但不知道
要讀經禱告，直到有一天，主給我一句經文:「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
的歌，說：主 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或譯：國) 之
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啟15:3)。就這樣，啓示錄成為筆者恭讀
聖經的第一卷書。不過，一直到道碩畢業，也學會了一些如何查考希臘
文，才首次在國語浸信會的主日學教啓示錄。
早期未進神學院，還在GCCI服事時，有人找我帶查經，一面禱告，
一面挑選比較小的書卷開始帶領。但是主卻要我教自己還沒有碰過的約翰
福音。目前，神碩 (Th.M.) 的最後一門課雖然是四福音書，不過，會偏重
在約翰福音，準備起來好親切！最後要説的，無論是舊約或是新約，北美
華神有扎實的原文老師在教導，筆者在此要特別謝謝徐大生博士在新約希
臘文方面的引導。感謝神！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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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潔瑩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一人受裝備，衆人得益處

2

013年，神為大洋兩岸的一對新人，在美國聖地牙哥舉行婚禮。我
辭去中國的教職和事工，告別親友，移居美國。婚姻是神爲我與
丈夫展開新的事奉篇章之序幕。
神對我丈夫有一託付：「全力支持妻子完成神的呼召」。丈夫告
訴我：「若神呼召妳讀神學，我願全力支持妳！」。我以往接受音樂教
育，碩士畢業後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信主後委身音樂事工，人的計劃是
繼續深造音樂。然而，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隨著對神話語的日益渴
慕，我心中的神國使命感越發强烈。在2014年「美西華人差傳大會」
中，我回應神的呼召，服事神成爲我最大的喜樂和滿足。2016年，我成
爲北美華神的新生，丈夫實踐了神對他的託付，全力支持我於2020年
完成道學碩士學位。

神對我丈夫有一

神對我也有一託付：「一人受裝備，衆人得益處」。華神不僅教導
我全面的系統神學知識，師生、同工踐行真理的屬靈生命，也成爲我的
榜樣。在一邊讀書一邊事奉的過程中，神巧妙地將我所學的内容，及時
應用到牧養關懷、宣教門訓、靈命塑造、詩班和聖劇排練等事工中，幫
助教會在靈命、學識、事奉上均衡成長，使衆人得益處。

託付：「全力支
持妻子完成神的
呼召」，他說：
「若神呼召妳

2020年10月3日，神爲第20届畢業生預備了一個特別的畢業禮
物。受新冠疫情影響，神學院決定舉辦首次「網絡畢業典禮」。我很榮
幸受邀帶領敬拜，與聖地牙哥主恩堂詩班，克服網絡排練等挑戰，完成
《奇異恩典》和《我心獻曲》的前期影音錄製，丈夫完成後期影音製
作，衆人同心合力將讚美之祭獻給至高神！地上脚步雖被困住，天上大
門卻已敞開。藉著網絡直播，世界各地親友齊聚雲端，同頌主恩。我雖
微小，神真偉大！靠著那加力量的，我見證神成就一件件「使衆人得益
處」的美事。

讀神學，我願全
力支持妳！」；
神對我也有一
託付：「一人受
裝備，衆人得益
處」，我靠著那
加力量的，見證
神成就「使衆人

回首一路高山低谷，有歡笑有淚水。面對危險試煉，心中仍持守託
付，全靠主的恩典！今天的成果承載著師生同工、親友、教會的愛與支
持。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全備的賞賜都是從神而來（雅1:17a），我將一切
榮耀歸於神！脫下禮袍，披上戰袍，帶著使命，爲主出征！

得益處」的美
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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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紅纓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神國到來的幸福時刻

在

神學院的裝備過程，也是我對使命的認同和傳福音的擔子接受的過
程。神學給我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信徒現在的生命是「與基督一同
藏在神裏面」，基督徒此時此地的生活是有方向，有目標的。神的國度，
於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和復活的時刻起，我們基督徒的生命也跟著橫
跨現世與未來。我們不可以用時間和空間的因素來限制神的教導。
神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帶我去看過天堂，那時我幼稚不懂天國和人
類的命運相關，我只知道神跡像魔術般神奇，但是一個人，“功能限制”
的人，能够過正常人的生活才叫生活。
然而，神在我生命中放進的對世人的負擔也一直像天上的星星那樣
閃耀在我的心靈深處。如果說我明白摩西當年在米甸放羊5次找藉口不
去埃及，我想我曾經的二十多年，也無法在神面前驕傲幷且有勇氣站立
在神面前，真正爲百姓的得救贖代爲祈求。

在我的面前仿
佛打開一幅世

教會和神學院的目標之一是裝備衆聖徒，傳福音給萬民。在裝備
靈命，學識及事奉中，我深深的感嘆：神的榮耀和救贖對人類意味著什
麽？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我們人類真的珍惜嗎？

界地圖，我和
基督徒們將一
起見證福音傳

在神學院的學習這幾年，老師們不僅僅在知識和事工中引導我，也
爲我禱告；神學院的課程不僅僅是裝備我的知識，它也是神給我的一個
全人裝備的功課。自從我實習去泰國宣教以後，我看到不同國家的不同
教會的福音事工。神也巧妙的帶領我到教會和新的事奉崗位，神已經爲
我預備好了崗位，神的計劃在我身上的事工已經有新的進展。

遍天下，神國
到來的幸福時
刻！

我開始調整了自己的弱點，從四個方面去改變自己：靈命：透過不
斷操練更趨成熟；學識：透過具體實踐運用更具深度；事奉：透過積極
參與更有針對性和果效；宣教：透過個人和集體的合作使更多的人聽到
福音、得到救恩。
在我的面前仿佛打開一幅世界地圖，地圖上的每一個人都將被主耶
穌的寶血洗淨，我和基督徒們將一起見證福音傳遍天下，神國到來的幸
福時刻！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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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彥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傳神道、牧主羊

上

神學院裝備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與神摔跤了近兩年的時間，不時
地問神說：「服事袮，心最重要，何須一定要文憑？」然而，神
沒有指示讀或不讀，只有輕輕的一句微聲：「服事我，要獻上最好的！
」於是，我的心被點開了，不再掙扎。俗話說：玉石若沒有巧匠的精工
細磨，是無法成器的。
在2014年春，我報考北美華神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在筆試後的面
試裡，學校院牧隨即建議我進入道碩科，更合適我。當時我真不知該如
何是好，去還是不去？與妻子一起禱告，也沒聽到神的聲音，心中十分
懼怕，害怕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道碩135個學分的學業。最後，執著
地憑著信心往前行。此時想來，我要以感恩的心訴說：「不是依靠勢
力、才能，乃是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因著神的帶領、人的順服和
學院的栽培，讓我在六年裡完成這個神學裝備，真是奇妙的恩典。

「服事 袮，心最
重 要，何須 一定

2017底到2018初，是一個重要轉折階段。當時我失落在已完成
了一些課業，不知將來的服事方向為何，內心十分徬徨。道學碩士出
來是作牧養工作，我合適嗎？我仰望神說：「神啊！求袮指引我當為
袮做什麼？」經過數個月的尋求，祂感動我說：「傳揚我的道（proclaim my Word）。」這時，我篤定了並回應：「我願意！」 隨後，
更加地堅定自己的學習步伐。

要文憑？」然而，
神沒有指示讀或
不 讀，只有 輕 輕
的 一 句 微 聲：「
服事 我，要獻 上

2020年四月，離畢業不遠之際，我的腦海經常浮出我去過加利利海
邊的彼得受職堂一景。主耶穌在那裡對彼得說：「你愛我嗎？」，共三
次。然後，主說：「你餵養我的羊。」 每當我想起這受職堂一幕，我心
就忐忑不安，彼得也是被主問得心慌，且憂愁。然而，彼得在年老時勸
勉人，說：「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乃是出於甘心；… 乃是出於樂意；…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我明白了，
我要傳揚神的道和牧主的羊 - 要甘心、樂意、作榜樣。

最好的！」。

我感謝師長的栽培、以及學院同工和同學之間的提攜勉勵。也特
別感謝妻子（懿君）、母親、和三個子女的支持和不斷地加油打氣。更
感恩于天父、主耶穌、和聖靈保惠師的帶領。願榮耀都歸於三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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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永民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像隴溝的水隨著主的心意流轉

放

下世上的工作時,肩上有三副擔子:照顧家庭,完成學業,牧養教
會。做自由傳道人多年後,慢慢意識到要真正學習牧養教會，就
要委身一個教會。不僅要清楚自己的異象託付，還要深入到服事的各
個層面，在摩擦、衝撞和矛盾中學習謙卑團隊合作，學習完全的交託
的信心。於是神開路，讓我2016年開始委身在一個教會，全方位地學
習建立自己服事教會的理念。2018年我又被主親自帶回了母會，學習
放下自己，與弟兄姊妹彼此扶助陪伴，一起幫助那個正面臨艱難挑戰
與危機重重的教會。
2015年在山東宣教三週，完成三個教會主日信息，兩天兩夜的釋
經培訓課程，還有十幾個鄉村教會的關懷探訪。與當地的家庭教會建立
一個信任與幫補的橋樑關係。2018年又帶了即將上大學的兒子參加台灣
嘉義的鄉村宣教事工，爾後進入氣氛緊張的新疆參與一週的福音培訓事
工，也感謝主，讓我擁有一次在旅遊大巴上培訓一天的寶貴經歷：大巴
一邊繞著城市轉，我們一邊分享神的話語，還得預備時不時上車檢查的
警察！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盼望微弱的我，
能在神的手裡，
隨祂的心意潔
淨、破碎與塑
造，成為一個合

回顧過去走過的每一個腳印，都滴滿了神恩典的膏油，感謝一路陪
伴我學習成長的每一位北美華神辛勤忠心、專業敬業的老師們，那些遮
蔽保護引導我的屬靈牧者前輩，及忍受支持關愛我的同工和弟兄姊妹，
還有我的妻兒們和家人！

祂心意，在永恆
裡有份的器皿！

在此與諸位分享一節經文：「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
隨意流轉。」（箴21:1 ）。盼望微弱的我，能在神的手裡，隨祂的心意
潔淨、破碎與塑造，成為一個合祂心意，在永恆裡有份的器皿！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

35

斯威廉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順服跟隨基督的腳步

他

從禍坑裡、從淤泥中、把我拉上來、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使我
腳步穩當。

三十年前到美國，神就開始在我的身上動工了；移民來美的過程
似乎充滿了變數，而最大的變數就是與神所建立的關係。在次次充滿變
數的過程裡，與神討價還價，緊緊抓住神懇求祂憐憫，這經歷使我被主
感動進而接受祂；又在人生的危機裡，祂帶領了我從低谷到高山、失意
喪膽到再次被提起。進入北美華神修讀的機會是因為工作受傷；在被阻
攔的經歷裡，恩典的主為我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來美信主並服事二十多年後，我明白祂奇妙的呼召，也看到自我的不
足及需要在學院裡反思和更深的在基督裡認識祂。神學院的學習，大大的
擴張了我的視野和境界。主將我在如同禍坑的無知和盲目裡帶出來，在淤
泥裡的困境中，將我帶入了神學院裡。在各樣不同科目的學習中，和與師
長、同學共同相處的年日裡，神不斷的陶塑改變著我，使我在認識基督
上更深了一層；並賜我新的呼召和在祂裡面有一顆願意的心，願被祂差
遣使用。求祂在我生命裡命定、塑造我，以在基督裡不斷地與祂建立親
密的關係。如詩篇四十篇裡大衛讚歎：「神阿、你所行的奇事、並你向
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陳明．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他祂帶領了我從
低谷到高山、失
意喪膽到再次被
提起。能進入北
美華神修讀的機
會，也是因為工

進入學院時期待著努力完成學業，畢業後能有服事的工場，可以事
奉神和服事人；但2020年整個世界都被疫情翻轉，一夕之間完全改變
了。全世界的人瞬間從忙碌奔流裡停了下來！如此驟然的變化，人們無
論是生活、經濟、健康和生命上都失喪了。但神仍然掌權著一切並且要
施恩拯救，祂不只是將人從疫病裡救拔出來，更是要藉著如此巨大的環
球改變，將人心更新。

作受傷，在被阻
攔的經歷裡；恩
典的主為我打開
了一扇全新的窗
口。

我在全球變動、驚恐的那一年畢業，面臨整個社會和教會逐一被
關閉的暗淡，卻是我從心裡尋求神那自由、活潑之季節的開始。我深
信祂的憐憫和救恩不會耽擱，因「主仍顧念我們．祂是幫助我們的、
搭救我們的神不耽延祂國度的成全。」願我在這獨一無二的世代裡，
能夠順服，跟隨基督的腳步永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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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雅楠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全人全心跟隨主

回

想在神學院受裝備這三年的時間和經歷，是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經
歷。若是用一個詞來形容，我想【轉變】這兩個字是最為合適的。

三年的神學裝備，讓我對神有了更深的認識。回想在我還沒來到華
神受裝備之前，自己的聖經知識都是在教會聽牧者及弟兄姐妹們的教導
和分享所得到的。也就是所謂的「別人怎麼說」，自己並未對神在神學
上有任何的認識。自從我進入北美華神開始學習神學課程，幫助我改變
了以前對神的認知；各門神學課程的探討使我更系統和全面地認識神。
藉著學習，拓寬和轉變了我以前對神的一些狹窄並錯誤的理解；這是我
在屬靈上最大的提昇。
三年的學習經歷，更是讓我在「衷心服事」上有許多的操練。我所
服事的教會位於加州最南邊的城市-聖地亞哥。每週末我要回到教會服
事，來回校園和聖地亞哥的單程要開大約2個小時，每週我都要花時間
在聖地亞哥和洛杉磯往返的路上。有時候，也會感到無力和疲憊，掙
扎著是否要回聖地亞哥服事！但是想起主耶穌在聖經裡的教導「人在
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
不義。」（路加福音16:10），這給予我服事的動力和力量。於是，我
學著依靠神的話來克服和轉變自己的困難和軟弱。感謝神！靠著主，我
堅持並且完成了在這三年的服事。

【轉變】最合
適描述我在神學
院受裝備這三年
的經歷。藉著學
習，拓寬了我對
神的理解，靈命
也得提昇。神的

神學院老師們也成為我美好的榜樣。我看到老師們對主的委身。
他們在教學及服事上都盡職盡責。有些師長甚至身兼數職，他們沒有埋
怨，用盡全力地來服事，我看到了一個個真實的見證。衷心地感激老師
們對我們悉心的教導，全人的事奉，他們是我的標榜。

話轉變我的心，
使我在困難中完
成了實習服事。

在北美華神受裝備的三年裡，還有許多難忘的經歷，與同學、室
友美好的關係，和學院同工們同心的服事，都是神在我人生中美好的祝
福。我向神獻上感恩，感謝祂讓我全人全心都能經歷祂的大能和恩典，
並幫助我在神的國度裡面更多認識、跟隨和事奉主！願將榮耀歸於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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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平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以神的國為重

感

謝神的帶領與引導，今年得以完成神學的訓練。從2004年，開始
上第一門神學的課程，已是16 年的時間了，回顧這整個的經歷，
我得著兩個思考和見證：
首先從自己的心路歷程上看見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回頭一看，
神在我的生命中呼召我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透過母親對我的期
望，知子莫若母，她很早就看見在我的生命中具備神所賜的恩典能被
主所用，也在多年以前常婉轉地提醒我，但自己卻從來沒有去想和回
應，只想在事業生意上有所作為。移民美國之後，在教會參與聖樂服
侍，帶領詩班十多年，神藉著同工和牧者提醒我要更進一步的服侍，
但自己仍不為所動，頑固地走自己的路，並用各種藉口推搪，想要
等到事業有成再說。但神有自己的方法把我帶回到祂的計劃中，神將
我工作中本來平坦順利，能長遠發展的因素一一堵住，在母親臨終前
也鼓勵我快快完成，給了我很大的提醒：要先求神的國，以神的國為
重。2014 開始逐步退出自己的工作，正式修讀直到完成，神的作為真
的是完美的。

神在我的生命中
呼召我已經是很
多年前的事了，
但我卻從來沒有

在修讀的過程中，生活費用與學費也是一個依靠神的學習。自
己常常思想，一旦全時間修讀，生活的需要怎麼解決，妻子說就依靠
神吧！在一次靈修中神也提醒我祂是供應的神，祂所賜的往往超過所
想所求的，如今回顧確實是如此，神是信實的。神帶領教會給我機會
成為部分時間的教牧同工，供應了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和寶貴的服侍經
驗；不足的地方神也透過一些我從未想到的渠道及藉著許多弟兄姐妹
的鼓勵支持和供應，得以補足。就如（弗3:20）說：「願榮耀歸給
神，就是歸給那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回應。母親臨終
前的鼓勵給了我
很大的提醒：
要先求神的國，
以神的國為重。

雖然現在面對疫情的困難，教會的事工舉步維艱，但我相信神
要透過疫情提醒我，要走出固有的思維方式，繼續為拓展神的國度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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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德民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0

從頭腦到心靈的過程

我

從上延伸制課程到道碩畢業，整整走過了16個年頭。 2020年，對
於全球許多人來說，是轉折性的一年，我的人生也經歷了難以想像
的苦痛和創傷。作為北美華神第20屆20位畢業生中的一位，我更是經歷
了神的奇妙和恩典，心裡充滿了感恩。
北美華神提供了一座東西方交融、中國文化和基督教神學交彙的橋
樑，給我們一個寬廣而深入的學習空間，使我有思維更新的過程，讓我
能以全新的眼光看許多問題。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收穫，那就是「這
一路，經過十字架，是從頭腦到心靈的過程，讓我從思想進入生命，從
平凡經歷奇妙」。這過程，是一個生命成長的旅程。對我來說，最重要
的是遇見許多如雲彩一般圍繞的見證人，讓我學習和領受了人生中極寶
貴的信心、愛心和恩典的功課。

「這一路，經

謝文郁老師的教導，給了我很多人生的啟發。尤其難忘的是，我們
一次在午餐時關於信心的談話。他說，相信就是放棄判斷權。這簡單的
一句話，卻是非常震撼，成為我信仰的一個轉折點。他的專著《道路與
生命》更是在之後的日子裡，給我帶來許多深入的反思和屬靈的亮光，
成為我生命更新的里程碑。

過十字架，是從
頭腦到心靈的過
程，讓我從思想
進入生命，從平

林恂牧師是我們北卡區的督導，她的謙卑服事，對同學們無微不至
愛的關懷，對正義百折不撓的堅持，讓我看到耶穌就活在我們當中。她
在我人生黑暗的時候，用頑強的信心和關愛，成為主耶穌最美的見證，
給我帶來心靈的力量，讓我進入一個新的高地，是我一生感恩的。

凡經歷奇妙。」

人生會遇到許多挫折和爭戰，但神預備了許多忠心良善的兒女，使
我們不至於灰心，更充滿了盼望。梁院長曾跟我說，許多的爭戰，歸根
究底是律法主義和恩典的爭戰。這是何等的真實！爭戰的源頭是人的自
義，結果則是傷害。但神的愛，征服人的頑梗，賜下平安。這正是十字
架造就人的過程。在畢業之際，我感謝曾經給過我涼水喝的學校領導、
老師同學，弟兄姊妹，和我的家人們。讓我看到並經歷到，神就是愛。

師同學，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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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畢業之際，我
感謝曾經給我涼
水喝的領導、老
妹，和我的家人
們，透過他們，
我看見並經歷到
「神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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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暉凱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0

上帝的恩典夠我用

在

大學讀美術系時，我研究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從達文
西的「耶穌的晚餐」及米開朗基羅的「西斯汀小堂天頂畫」、「創
造亞當」等等偉大的歷史畫作，讓我這個在十多歲時就信主的人更加醉
心於聖經故事，想到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我便立志未來要專研神學並
領人歸主進入神榮耀的國度裡。
26年前一位華神畢業的傳道曾向我介紹「北美華神」，當時我就
聽聞學院的校風優良，也知道要入學華神並能順利畢業都不容易；如今
一路走來果真如此！學院不但重視神學知識的傳遞，更重視人格品行的
鍛鍊及靈命的成長，為要歷練合乎耶穌心意的僕人，好在未來能以耶穌
基督的心為心服事眾教會。
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如今，回頭看過去
的苦楚一切都是值得的！學習期間雖然因為兩次意外車禍，造成經濟上
的困難，但神學院的獎學金使我能繼續學業；在灰心喪志時，梁院長及
老師們幫助我度過難關，讓我更能體驗上帝與我這卑微僕人同在；甚至
在瘟疫肆虐的當下，我們還得藉媒體順利舉辦線上畢業典禮。感謝神！
也感謝我的母校：北美華神。

“不經一番寒徹
骨，哪得梅花撲
鼻香”--北美華
神幫助我在這段
期間成長，為了

畢業了！這也是對主的事工全新的開始，邁向下一個福音的里程
碑，傳講上帝的福音直到地極丶直到見主的那一面。

要歷練合乎耶穌
心意的僕人，好
在未來能以耶穌
基督的心為心服
事眾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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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東梅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0

委身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感

謝父神的恩典與憐憫！在祂奇妙的帶領下，2020年6月份我完成了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輔導主修的課程。我的心中無比感恩，也深感自
己不配。很多時候，我對父神說，我何德何能祢竟然眷顧我這個不配的
人，是祢揀選我成為你要使用的人，我只不過就是一堆泥土。兩年多的學
習，父神的恩典常眷顧著我，有時也會因為生活的艱辛倍感軟弱。但主的
鼓勵常臨到我說：
「孩子，我為你流出寶血，並且我是與你同在的神，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於是我就再次剛強，與神保持美好的關係。
裝備期間，很感謝我親愛的老公及兩個可愛的寶貝，給予我在學業
期間最大的支持及鼓勵。老公除了全時間在教會牧會以外，還要和我配
搭兼顧兩個孩子每天的接送與照顧。感謝神的恩典！老公和孩子們都能
有很好的配合，讓我可以專注在學業上。每當課業接近尾聲時，我心裏
就歡喜快樂，期待著神下一步的帶領。神也常藉著（歌羅西書4：2-6）
的話提醒我「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
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
秘發明出來。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你們的言語要常常
帶著和氣、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個人」。這段經文給予
我很多的提醒與鼓勵，讓我學習每天依靠神的恩典生活。我知道神在塑
造我，且讓我經歷祂的大能，凡事不憑自己，乃是倚靠主，便能渡過每
一次的艱難時刻。

兩年多的神學裝
備，不僅學習到
神學知識，專業
技能，更是一個
「靈命塑造」的
課程，讓我經歷
了祂的作為。「
這是一條被神塑

兩年多的神學裝備，不僅讓我學習到神學知識及專業技能，神更是
親自給我上了一堂靈命塑造的課程，讓我經歷了祂的作為 ；神藉由許多
人來幫助、鼓勵我。雖是面對許多的挑戰與處境，我知道「這是一條被
神塑造直到見主面的十字架道路」；我喜歡用這句話來看待我的人生。
我能靠主內心充滿喜樂與平安，因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有祂與我同
在我就夠了！

造直到見主面的
十字架道路」我
用這句話來看待
我的人生，一路
有祂與我同在我
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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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趙嘯笑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0

恩典之路 ，信心之旅

神

賜“華神”二字

“為什麼去讀北美華神？答案很簡單：神讓我去讀的。這個簡單
的答案，是我幾經周折求證的結果。2008年，在一次敬拜中，我享受
著神的同在，嚮往著一生一世，能住在耶和華的殿中讚美他！也就在那
一刻，意念中或者是耳中聽到了“華神”兩個字。當時我剛信主，根本不
知有個神學院叫“華神”。2010年我要回國探親前，在網上查找國內教會
的信息，不知為何，含有“華神”兩個字的鏈接卻出現在搜尋的頁面上，
儘管這個鏈接與我設置的關鍵詞毫無關係。我好奇的點擊了鏈接，發現
是一所台灣的神學院。所以我想可能當時是自己聽錯了，因為我不可能
去台灣讀書。2014年中西部夏令會，梁院長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扎心：
「讓你們去神學院你們不去，現在我們把神學院搬到你們家門口了！」
2015年1月，我勉強上路，成為了一名先修生。先修的目的是試試看，再
察驗察驗神的旨意。2017年，拖拖拉拉，我修滿學校規定先修的學分，
必須得入學了。

終於畢業了！
回顧這幾年所走
過的路程，點點
滴滴都是神的恩

入學後仍如巴蘭因私慾多次求問神 雖然入學前我已經求問了幾
次，並得到了神的回答，但我仍然心存疑惑，尤其是寫功課寫到發煩的
時候。但經歷過一次特殊的求證後，清楚地知道是神讓我讀華神的，我
就徹底安安心心地讀書了。我跟神說：「如果是你讓我讀的，你必負責
到底」。

典。而仰望前方
的征途，則是
一條日日需要與
主同行的信心之

安心就讀多次經歷主恩 神真是信實的神！在學習過程中，我多次經
歷了神的恩典，得到很多老師、同學和同工們的幫助。在實習過程中，
更是多次經歷了神的奇妙作為。

旅！

等待開啟信心之旅
雖然已經畢業了，我卻一份求職簡歷也沒寄出
過。因我與神的約定是：「神啊，你讓服事來找我，而不是我去找服
事，因為我會找我想做的，但那可能不是你想讓我做的。」禱告之後，
信實的神確實讓幾個人來找我了，雖然因疫情宣教的路還沒有開通，但
各種宣教裝備課程、禱告會神都替我安排得滿滿的。感謝神讚美主！願
榮耀頌讚都歸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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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博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0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人

生有許多沒想到的事，如信主、上神學院，過去這些事於我根本
沒有任何關係，直到2016年，我們的屬靈帶領者突然問我們是否
有上神學院的想法？我才開始認真禱告尋求神的心意。同時也與妻子商
量。最後，我們決定一起上神學院。雖然下了決心，但是，一想到要上
四年的學，有許多的功課要做，同時要上班，教會還有很多的服事，心
中有些猶豫。但在我50歲生日那天，神用馬太福音6:25-34來印證他對
我的呼召。這件事是出於他的。記得2002 年我剛信主的時，教會那年
感恩節演了一齣短劇，劇中我扮演一位牧師，當時我的台詞就是這段經
文，但我並不明白這段經文的真正的意思。誰知演出之後，有一位姐妹
每次見到我都喊我“曲牧師”，她對我說：「直到我把你叫成真正的牧師
為止！」。當時我不以為然。因為在我看來，牧師賺錢少，事情多，好
的壞的話都要聽，還要態度既溫和謙卑，不能發火...這種苦差事我才瞧
不上呢！後來隨著教會生活體驗的增多，我對神的認識和經歷也隨之加
增。在50歲之後我與神立約，就是要開始逐漸轉換生命的跑道，用更多
的時間來服事神。當時，我就向神禱告說：既然這事出於你，我就勇敢
向前，求你也保守我。我們夫妻就正式報考北美華神，並於同年九月份
正式上課。

在我50歲生日
那天，神用馬太
福音6:25-34來
印證他對我的呼
召「...所以不要
為明天憂慮，因

學院三年多的學習時間，我們在老師們的幫助下，無論是神學知識
或屬靈生命都有顯著的成長。系統神學給我一個正確的神學的框架，新
舊約概論讓我更深的了解聖經各卷書的背景和重點，教會歷史讓我對整
個教會發展的過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靈命塑造課程讓我與神的關係更
加緊密，宣教課程不僅給我帶來知識，也讓我更知道神在全球的宣教工
作的計劃。特別是宣教士在實際的工廠上所要面對的困難，以及應對方
法，對我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同學們之間互相幫
補和彼此相愛的見證，因此成為同跑天跑的好朋友了！

為明天自有明天
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擔就夠
了。」

時光如梭，轉眼既逝，雖然入學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但現在卻要畢
業了。回顧三年多的時間，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也求主在我畢業後，使
用我。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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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丹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0

從膚淺到增長見識

時

光荏苒。入學考試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拿到錄取通知書時的興奮
與緊張的感受也仿佛就在昨天，轉眼三年多的時間如飛而去。這
三年多，對我而言是不容易的：既要全時間工作，又要照顧讀大學和讀
初中的女兒，要參與教會的服事，還要讀書、寫報告……每天的學習生
活對於年近半百的我，都不能不説是一個挑戰。值此畢業之際，心中有
無限的感恩。
入學前已信主十五年，聖經也讀過不少遍，但對聖經的理解仍然膚
淺、片面。釋經學讓我明白了聖經的原意，也明白解經的原則，及避免
靈異解經和私意解經的陷阱。
學習系統神學之後，讓我開始思考「神學架構」在我們信仰中的作
用，也使我對神學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教會歷史，使我瞭解基督教的發
展史，及其發展背後的思想背景。看到教會因逼迫所帶來的復興，也看
到教會的黑暗所引發的改革。更明白神的手如何引領著他的教會及掌管
著人類的歷史。靈命塑造的課程讓我明白「being」與「doing」兩者之
間的關係與並如何取之平衡。這兩門課程也有助於提升我的靈修生活，
並藉此使我與神建立了更親密的關係，這關係也成了我的醫治、我的力
量、我的泉源。多元化的聖經課程令我受益匪淺。新、舊約神學讓我更
系統的瞭解兩約的敘述，神的啓示又如何一致的貫穿了整本聖經。保羅
書信等具體書卷的教導，解開了我心裏許多對經文的不解，更幫助我在
聖經的教導及分享上有長進。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學習，使我初探古老
的語言，對神的話語有更深入的瞭解。同時，欣賞不同的文學也帶來許
多的樂趣。讀經不再只是爲了明白神的旨意，也是一份享受。宣教課程
不僅帶給我知識，更從幾位宣教士教授們身上學習了許多生命的傳承功
課。包括宣教中實際問題及因應方法。特別是他們愛世人的心和爲神甘
願捨棄自己優渥生活的品格，都將成爲我未來宣教的榜樣及動力。

三年多，從老
師和同學們的互
動中我增長了見
識，也體會到神
的大家庭裏彼此
毫無保留的愛...

三年多，從老師和同學們的互動中我增長了見識，也體會到神的大
家庭裏彼此毫無保留的愛。回顧這三年多的學生生活，除了感恩還是感
恩。愿神在我畢業之後能大大使用我。也願我的一生蒙神的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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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福印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0

信心之步

萬

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
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7,10）

2017年，我從華神延伸制學員轉成為碩士研究生。這是因為在自
己擔任教會長老的三年多時間裡，深感在神所託付的責任和作祂的好管
家、以及在一切善工上的無能和缺乏。神說，「若有講道的，要按著
神的聖言講」（彼前4:11）。想到自己這樣一個不配的僕人，神卻一直
沒有放棄我，並用祂那充滿慈愛和能力的手引領著我。神對我的囑咐
是，「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
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
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彼前5:2-3）。為著這個託付和使
命，我邁出了自己攻讀神學碩士的信心之步。

想到自己這樣一

三年多來，在華神的訓練和裝備，不但奠基了自己平衡的神學基礎
和學識，也塑造了自己的屬神生命；服事中更為有力、更向著合神心意
的方向成長。通過在神學院的學習，以及老師們的言傳身教，使自己在
知識和見識上、在靈命成熟上、在信心、委身、愛、謙卑、和感恩等方
面都大有收穫。

個不配的僕人，
神卻一直沒有放
棄我，並用祂那
充滿慈愛和能力
的手引領著我，

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學習，一方面提高了自己對聖經研讀的理解力
和講道的深度，另一方面也粉碎了我自高自大的營壘。以前總認為自己
聖經的基礎和知識很豐富，特別是當受到弟兄姊妹們的稱讚時，更是沾
沾自喜。但因著這兩門課程對聖經原文的研讀和翻譯震撼我的心了，“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羅11:33），我是多麼的的渺小和無
知。歷世歷代的眾聖徒及先賢們效法基督，為著神而活，委身於神的呼
召和使命，以及華神的老師們，為我們在前面留下了佳美的腳踪，都值
得我學習。

按著祂的旨意不
斷地培養我成為
祂良善忠心有見
識的僕人 …

完成裝備畢業以後，神對我的託付和責任更大更多了，神學的訓練只
是起點，神的工作、教會的需要、禾場上的事工等等，都要求我繼續持守
謙卑受教的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一生一世委身且
忠誠於主的呼召和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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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奎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1

神學裝備的旅程

感

謝神，經過禱告和預備，2018年進入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開始了
神學裝備的旅程。經過三年多的的學習，有許多收穫，不僅僅得著

神學知識，還有很多服事上實際的省思。
1.

服事的心志：在神學院的學習，讓我更堅信，服事要有學向耶穌

的心志。服事的過程除了有令人喜悅的經歷，也會有難處、委屈和信心試
煉。主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
軟弱的時候，學習主耶穌的教導，帶著一顆完全的心，依靠主提升我們
的愛心和信心。服事有果效的時候，更需要警醒。「驕傲來，羞恥也來，
謙遜人卻有智慧。」( 箴言 11:2）。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能服事是主的恩
典，也是祂的供應，都是從主領受的，沒有可誇。我願忠心作管家作僕
人。

能服事是主的

2. 服事的對象：我們所信的、所服事的對像是耶穌基督。警惕世界

恩典，也是祂的

文化的影響，不要把忙碌或者事工的果效擺在比與神與人關係更重要的位

供應，都是從主

置。主耶穌常常提醒門徒要拆毀外在的形式主義，在人心裡建立真正對神

領受的，沒有可

的敬拜。時刻記住所服事的是這位又活又真的耶穌基督。如果事工不助於

誇。我願忠心作

幫助人認識和信靠這位慈愛的神，所作的服事需要再進行評估。

管家作僕人。

3. 服事的觀念：人們在屬靈生命成長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套自己的觀

因爲我們所信的

念。基督徒會透過自己建立起來的觀念來思考人生的方方面面。讀神學的
過程中有很多神學的裝備，深入的學習到神學、聖經、教會等等的多方面

神是何等偉大的

的知識，是平時比較少接觸到的，促進對信仰更廣泛和深入的思考。藉著

神，祂配得我們

所學習的對自己的信仰歷程省思，可以幫助評估之前的觀念是否合適、是

全心的事奉！

否完全。對聖經經文的理解上，某些神學的觀點上，不是要去找到一種完
美的解釋和標準化、模式化的答案，而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幫助我們更好
的尋求處境中神要對我們說什麼，並認識神的旨意如何。
感謝主賜我三年多的時間在北美華神受裝備、學習知識，並思考如何
能有更好的服事。感恩北美華神在這方面的培育，也感恩神的帶領。我們
所信的神是何等偉大的神，祂配得我們全心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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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明錫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1

更新改變

本

人自幼從國內教會信主，在教會的大家庭中成長並認識主，經歷
神的信實和無限的愛使我願意心甘情願服事神，當神呼召我的時
候，我也願意回應神的呼召並決志為主服侍。
在北美華神接受裝備期間得到非常多有愛心的弟兄姊妹的幫助、
禱告與鼓勵，在校園當中老師們的細心教導與指點，使我可以在北美華
神儘快融入學習的環境並能夠順利完成學業。非常感恩學校提供的獎學
金，感謝神的恩典也非常感激所有資助者們的愛心，讓我在三年的學業
中可以安心完成學業並參與服侍。也在實習的過程中通過教會的牧師，
長老以及同工在教會當中一同服事與指導，讓我認識並體會北美華人事
工與國內教會環境的不同也得著寶貴的經驗。在校園裡，每位老師和同
學們都各自有不同的見證成為我效仿的對象，讓我在靈命和信仰生活的
操練上都有很大的幫助及影響。「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
斷何其難測，他的踪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誰做過他的謀士呢？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
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門！」（羅11:33-36）

感謝神的恩典，
藉著學校提供的
獎學金，讓我可
以完成學業。跟
隨十字架道路雖

在過去三年多的時間當中，個人對神的話語以及自我認知的掙扎與
思考，讓我可以重新認識到關於真理與我們的信仰生活之間的關係。是
一個神拆毀我原本的認知與重建的過程，也讓我重新看到神對於不同的
族群，每一個願意相信祂的人都有著祂自己的計劃，包括我個人在內，
在經歷不同的信仰背景和文化傳承中，神依然掌權！認識這位偉大的創
造主，讓我不禁感嘆祂奇妙的帶領和滿滿的愛與恩典，讓我不僅在知識
上得到更新改變，且體會到跟隨十字架道路的艱辛與甜蜜，神也因此使
我在靈命上得到突破與更新。

艱辛卻甜蜜，神
也因此使我在靈
命上得到突破與
更新...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
以察驗出甚麽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麽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
全的事。羅12:2」感謝神帶領我走過的每一個瞬間，感謝華神對於神學教
育的付出與努力，衷心期盼今後繼續培育出更多被主使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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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豪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1

裝備、扶持與陪伴的學院

2

016年秋入學，心想神若使用，就以服事華人為目標；又決定以輔
導來服侍弟兄姐妹的需要。至於有能力讀否? 有能力服事嗎? 許多
的未知，沒多想就開始了華神的學習。
許多的課程在網上上課。每一堂課，都花四五個鐘頭，一面仔細
聽一面作筆記，慢慢吸收，學習的過程，單單聽課，留不下痕跡。感謝
神，在聽課和筆記中，逐漸完成學習。
第一堂課是神學治學法，那是一個完美的開始，感謝老師教導我進
入神學治學研究。過去在主日學服事，常有新的學習，然而若是沒有治
學法, 觀點不能形式論點，論點無法形成論述見解。心中覺得神藉著華神
在塑造我。
做一個遠距的學生，至少三分一的課程要到校本部上課。感謝神，
在學校與老師、同學、教職員相處中，進一步認識華神，無形中對全時
間服事產生了一個真實的認識。

華神不單是裝備
信徒的地方，也
是扶持與陪伴門

希臘文是個挑戰，還沒開始初階，就下了決心要學完進階為止。以
前讀聖經，認為 中文就夠了。後來發現英文比較清晰。等學了希臘文，
才知道希臘文更細膩透徹。沒有學過怎麼能知道？沒有人教，怎麼能
學？從此讀經總是希臘文，中文一起來，心中常常有喜樂。學希伯來文
後，特別覺得神恩待以色列人，希伯來文字本身就是祝福，它更感性，
思路更豐富。感謝神，神的話本來就是新鮮活潑，如今再加一層力度一
層深度。在華神得了極大的祝福。

徒的中心；相信
神必賜力量，讓
認識耶和華榮耀
的知識充滿北
美，好像水充滿
洋海一般。

最後是實習課程，不完成不能畢業，這是陌生的區塊，毫無方寸。因
為找不到實習的機會，一時陷入困境。於是決定不再努力，等候神。奇妙
的事不久臨到。疫情間，參加了一個喪禮時神奇妙地開路，從申請到被接
受，前後兩個月。這還不算，主任牧師細心教導牧養教會的各個層面，如
今繼續留在該教會服事。神的預備超過所求所想。神真是太奇妙了！
北美華神不單是裝備信徒的地方，也是扶持與陪伴門徒的中心，讓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充滿北美，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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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寯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1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2

016年響應神的呼召，從中國來的美國，進入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裝備神學，一路走來已經是第五個年頭，終於到了學成畢業的時
候，回想起來，最大的感恩就是“神的信實”，當我願意接受神的呼召的
那一刻起，神的恩典就豐豐富富賞賜下來，並且神也一直保守和帶領著
我的每一步。
感謝主給我預備了這樣一個充滿溫馨的學院，雖然不大卻有那麼多
好的老師，不但教授我們神學的知識，同時還傳授我們牧會的經驗。繁
重的功課對我們中年人來說，的確是很大的挑戰，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經歷很多的成長和突破，並且不斷的經歷更新改變。靠著神的大能
最終得以平安渡過，“神既然呼召了我們，就必保守我們到底”。其中收
穫最大的是在學院裡，與老師同學所建立的良好的關係，北美華神是一
所非常重視屬靈生命成長的學院，所以從老師的身上可以看他們到對學
生的愛心與關懷，並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寒暄，而是從心裡面散發出
來的愛心；同學之間的關係更是融洽無間，一起學習一起禱告一起歡聲
笑語。

透過在學院的
生活和學習，使
我的生命得以更
新，重新認識了
自我，真正理解

感謝主！給了我一個關係親密又屬靈的大家庭，在北美華神的每一
天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也感謝每一位師長在神學裝備上的教
導，及生命的同行。透過在學院的生活和學習，使我的生命得以更新，
重新認識了自我，真正理解了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 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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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婷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1

醫治、揀選、帶領

當

時神用了馬可福音5:34, 對我說話呼召我。祂說：「女兒，你的信救
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祂稱呼我為女兒，

這是多麼親密而充滿愛意的一種稱呼。在跟這位血漏的婦人一樣經歷過十
多年的疾病纏身之後，「女兒」這個稱呼提醒了我，我的父神其實是多麼
的愛我。在我因為疾病而信心衰微的時候，祂沒有吹滅我那似將殘的燈火
一樣的微弱信心；祂也沒有折斷我那像壓傷的蘆葦一般的破敗病軀。就在
那時刻，我終於降伏在祂的寶座的前面，像那位卑微的血漏的婦人一樣，
只剩下耶穌基督是我唯一的盼望，是祂賜給了我平安。祂使我不再為我的
疾病愁苦，祂讓我坦然接受我的病痛，也不再怨懟神為何不醫治我。最後
當我願意獻上自己為主所用的時候，祂對我說：「我的災病痊癒了」。神
果真神奇地醫治了我！纏擾我十多年的病痛自此銷聲匿跡。在這樣奇妙的

「女兒，你的信

恩典之中，我帶著健康的身體進入了北美華神就讀。

救了你，平平安

在北美華神攻讀神學的這幾年，我的眼界完全開了，更是明白對於
神、對於聖經，還有很多需要進深之處，這過程教育了我要不斷地更加
謙卑。除了神學上的造就之外，更加清楚神對我將來的計劃，生命中的
波折和苦難都是神在某一方面操練我、磨練我心志的機會，也學會了要
為這些經歷感恩。這三年中，我特別感謝梁潔瓊院長、徐大生教授和謝
文郁教授，感謝這三位老師替我奠定了神學的基礎。也感謝陳仁玫牧師
對我的關心和照顧，若不是有陳牧師亦師亦友的支持和鼓勵，我必定有
許多的虧損。感謝一路相伴的同學們，雖然是外州的學生，但是感恩這
兩年科技的進步，能和好些同學在這條學習的道路上相互勉勵，也期盼
在將來能夠有一起為主做工的機會。最後，感恩神的揀選和帶領，讓我
這個不配的罪人也能夠被主耶穌的寶血遮蓋，讓我有機會能夠獻身為主
作更多的見證。感謝神。

安地回去吧！你
的災病痊癒了。」
我帶著健康的身
體進入了北美華
神就讀⋯⋯祂讓
我有機會能夠獻
身為主作更多的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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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慶元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1

愛、謙卑、順服、忠心

感

謝神厚賜的恩典！今天能夠完成神學上的裝備，實要感謝我的
主、我的神。當然還有院長、⽼師、同⼯們的教導和⽀持。在這
期間，太太的⽀持、⿎勵和包容實是功不可沒。 當我回望過去的⼈⽣，
實在非常感恩！
2008年來到美國後第⼀次踏入基督教會。翌年的復活節，我和太太
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在教會服事的⽇⼦裡，經常看到⾃⼰的不⾜和對神
對⼈的虧⽋。在神安排北美華神的徐⼤⽣⽼師來到教會舉辦神學裝備的
說明會。透過牧者和弟兄姊妹⿎勵，及總總的印證，我便踏上了這恩典
之路。
2017年11⽉，我來到華神進⾏筆試和⾯試的情景仍然歷歷在⽬。 在
接受裝備期間，偶然因信⼼軟弱也曾想放棄。但想起主耶穌基督為⼈所
受的苦難和⽼師們悉⼼的教導，我得靠著聖靈的幫助來完成神在我⽣命
中的託付。除了神學知識外，老師們更關⼼學⽣靈命的成長。課堂的操
練像⼈⽣的考卷，神用這些操練來磨練我們服事的⼼志，使我們能以謙
卑的態度、順服聖靈的帶領，完成祂給我們的託付。

除了神學知識
外，北美華神的
老師們也關⼼學
⽣的靈命成長。

還記得孟⽼師第⼀堂課便提到「謙卑」，透過⾃我認識的學習使
我重新建⽴⾃我形象、信⼼、勇氣和事奉的價值觀。還有，梁院長曾提
到，在神學院完成裝備只是在校學習的⼀個⾥程碑；在教會的服事⼜是
另⼀個學習的環境。⽼師們教導我們要順服聖靈的帶領，以謙卑的態度
服事，並與弟兄姊妹在主的愛裡⼀同成長。

⽣命的更新改變

近來「忠⼼」這⼀詞經常出現在不同的情景中。我深信神啟⽰我，
無論在何處務要以「忠⼼」服事。願神帶領孩⼦進入祂對我一生的命定
中，能以「愛、謙卑、順服、忠⼼」來事奉祂。

⼦進入祂對我一

比學業成績更重
要，這也是神對
我們的命定和價
值。願神帶領孩
生的命定中，能
以「愛、謙卑、
順服、忠⼼」來
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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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珊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1

回應這世代的呼求

2

016年初，在教會主任牧師的鼓勵下，我懷著一顆顫驚的心來到華神
修課。雖然丈夫和我清楚聽到神的呼召，要放下工作全時間來服侍

祂，但作出這個決定還是很不容易，因為當時兩個兒女仍在求學階段。每
逢想起一家四口同時上課的日子，實在不得不驚嘆神奇妙的作為——原來
人在越大的難處中，祂所彰顯出的恩典越是浩大。
剛進入神學院，我便發覺自己所謂“懂得”的聖經知識，原來是那麼的
貧乏和不足。加上不少神學領域，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所以起步
時確實感到十分吃力。然而，透過課堂上的互動，還有老師們的啟發，慢
慢更新了我的思維模式——從過往狹窄不變的想法，到嘗試以不同角度去
考量議題。在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信仰有著進一步的體會，真理
的根基也較以往紮實。對於一個本來不怎麼深思的人，華神的訓練幫助我

「唯有經過認

在信仰上作出負責任的思考，正如梁院長所訓勉：「唯有經過認真思想而

真思想而去接受

去接受的，才是真正屬於你的東西。」回想這幾年的神學裝備，除了把我

的，才是真正屬

的屬靈視野與思維逐漸開闊，也為我釐清過去一些模糊不清的神學觀念。
這些寶貴的得著，實在是日後事奉道路上的重要基礎。

於你的東西。」

臨別學院之際，縱然感到萬分不捨，內心卻充滿感恩與感激：感恩神

在學習的過程

對我的不離不棄，袮是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力量來源；也感激華神老師們多

中，我發現自己

年來對我的鼓勵和愛護，你們不只是傳遞真理知識的老師，更是神給予我

對信仰有著進一

的屬靈導師、生命榜樣。今天能夠完成本階段的神學課程，我深信並非一

步的體會，真理

個結束，而是「以生命服侍來實踐真理」的開始，這使命才是我畢生學習

的根基也較以往

不完的功課。在此，我祝福各位應屆畢業生：昔日先知順服神的呼召，以

紮實⋯⋯

穿越當代的視角和超然的洞察力，把審判與安慰的信息傳遞給眾百姓，為
神發聲。盼望今日的你我，也能學習先知們廣闊的神國胸懷，用信心回應
這動盪世代的呼求，忠心為神宣講不變的真理、傳揚轉化生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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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儀、郭鴻傑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1

一個邀請，一個負擔

進

入神學院學習和裝備，原不是我們人生計劃中的一部分。但回頭
看，卻成為我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開始於一

個邀請，一個見證，和一個負擔。當時由於林恂牧師的邀請，加上看到身
邊北美華神學長，因為神學教育所帶來生命轉變的見證，讓我們決定進入
神學院進修。而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也見證了神的信實，以及祂豐盛的供
應和安排。記得當時在考慮進修時問神：我們哪裡有多餘的錢，可以付學
費？就在同一年，神提供了我一個新的工作，而新工作所增加的薪水，剛
好足夠付學費上的所需。
神不僅在學費上豐富的提供，也為我們安排學習的時間，讓我們可
以專心的上課。記得有一次要上冬季的課，剛好是安排在學期中工作最
忙的一周，當時我求神幫助我有時間專心的學習。奇妙的神讓平常不怎麼

進入神學院學習

下雪的北卡，在上課那周下了一場雪。這場雪在老師的飛機降落北卡之後
開始，大到使我們工作的學校宣布停課。但這場雪又不至太大，讓我們仍

和裝備，原不是

可以開車到老師住的地方去上課。神使這場雪下的時間和大小，都恰到好

我們人生計劃中

處。除此之外，神也豐富提供我們修課所需要的書籍。除了身邊有個學長

的一部分。但卻

願意借給我們的中文書外，透過我工作的學校，也提供了可以借出無限數

成為我們生命中

量的書籍。

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感謝每一位北美華神的專任和客座老師，對於每堂課盡心的準

決定。這個決定

備和教導，讓我們在這些年來，從不同課程中的學習，不僅在新、舊約神

開始於一個邀

學，教會歷史，以及靈命成長，和解經的方法，都有更深、更全面的認
識。我們也從每位老師個人經歷的分享中，學習到如何活出擁有基督樣式

請，一個見證，

的生命。謝謝您們成為我們生命中「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和一個負擔......

們」，幫助我們「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使我們
能夠「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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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莉婭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1

阿爸，謝謝祢！

最

近在所聚會服事的教會學習使徒行傳下面這段經文非常能夠反應這
四年奔向異象的經歷。夜間，主在異像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
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
有許多的百姓。」(徒18：9-10)
我們不知道 “主在異像中” 說話具體是怎麼樣的？或許是在夢中，或
許是在意識清醒的時候。無論如何，我們看見這裡所記載的是神對保羅
的應許：主同在，會有很多人信主。哥林多教會就是這樣，在主的應許
當中被建立起來的。
今天，也許我們不會直接看見或聽見神對我們說話，也許祂指示我
們的方式是透過環境或周圍的弟兄姐妹一些鼓勵的話語。記得2018年，
剛剛拿到華神延伸制聖經教育證書，考慮是否進到碩士班繼續學習。在
學費上有些擔憂，北卡夏洛特教室班長太太一直鼓勵我，讓我憑著信心
繼續學習。那一天他們夫婦請我吃越南麵，我拿到的Fortune cookie竟然
寫道：你永遠不需要為經費擔憂。神果真供應我讀神學的四年費用。

這四年祂用對保
羅說的話「不要
怕，只管講，不
要閉口；有我與

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林詢牧師的引導、關愛，特別是去年
我因父親的離世，準備放棄學業時，她每天一通電話，扶著我走過這艱
難的一段路。也感謝梁院長一直以來對我的鼓勵，使我能夠對希伯來文
這個令大部分人怯步的 “學不來文” 持續有興趣，您真是一位優秀的教育
家。我也要感謝所有華神的老師和行政同工們，因為我從各位學到的不
僅僅是知識，許多老師及行政同工的生命的的確確是為人師表，堪稱神
國典範。

你同在，必沒有
人下手害你，因
為在這城裡我有
許多的百姓。」
引導我奔向祂所
為我命定的異

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一路的陪伴和支持，我先生和女兒幫助我審稿
學期論文，媽媽常常在我上課的時候給我準備健康午餐，舅舅常向我豎
大拇指，給我加油……

象.....

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供應者，我偉大的天父上帝！是祢給我所有經
濟上的支持，所有學習所需要的智慧，所有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力量。
阿爸，謝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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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霞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1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時

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快要畢業了！回想2017年第一堂課好像是昨天
剛發生的事，也正因為那天的經歷，堅定了我在華神的學習之路。因

為主修輔導，多數課程需要在校本部上，所以上課前一天心裡就有些發怵。
想到來回4四小時的車程對我這從未獨自駕駛的人是那麼長的路程，就只好
自我安慰，如果不能堅持，也沒關係，會被理解的。第二天聽到天氣預報要
下大雨，就禱告求神保守不要讓我遇上，並求主保守一路平安到學校。不
料，剛上高速就下起了傾盆大雨，雨刷打到了最快的速度，也看不清前面的
路，只能在慢車道以25不到的時速度前行。想著要頂著這麼大的雨開兩小時
的車程到洛杉磯去上課真不值！幾次想從出口退去打道回府。
「去華神上課是神的帶領嗎?為什麼在我去第一堂課就下這麼大的雨?而
且第一天上課就得遲到！」心中的疑惑動搖了我到華神學習的印證，打算如

從那天起,近兩

果到了下一個出口還在下雨，就證明我的感動是錯誤的。心裡正盤算著，不
一會兒，還未到下一個出口，車居然在一滴雨都沒有的區域飛馳了起來，而

年來每週一次往

且那天上課也準時到了。神知道我的軟弱，祂用這種方式告訴我，祂的恩典

返聖地亞哥和洛

夠我用。從那天起，近兩年來每週一次往返 San Diego 和洛杉磯的車程成了

杉磯的車程成

我敬拜、讚美神的恩典之旅，「耶 和 華 本 為 善 。 祂 的 慈 愛 存 到 永 遠 ; 祂 的 信

了我敬拜、讚

實直到萬代。」

美神的恩典之

北美華神的課程不但幫助我更深的理解神的話語，輔導課程的學習更是預

旅….我相信神

備了我現在的服事。我主修學教育，對教會的兒童服事有很大的負擔，也一直

開始這樣的信心

在教會參與這事工，然而在服事中感受到對聖經知識和真理的認識掌握不夠，
服事年齡較大的孩子時，感到自己在神話語上的不足。然而，因著華神老師們

的服侍,祂必帶

每一堂課認真的預備和嚴謹的教導，使我更加感受到神話語的活潑和真實。

領我一直堅定地
走下去 ….

輔導課程設計合理，課堂內容豐富，孟老師多樣教學方式和紮實理論
知識，再加上同學們不同的案例，在學習過程中得到滿滿的祝福。現在進入
了服事的禾場，遇到了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使得我更加清楚華神這幾年的學
習和裝備不是徒然的，都有神的帶領和美意。雖然前面服事的道路有許多的
挑戰，但是我相信神開始的這樣的信心的服侍，祂必帶領我一直堅定地走下
去。“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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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溫桂梅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1

向神立志

多

謝老師們多年來的關愛及對我的體諒，給我莫大的支持和關心。有
一段時間我在工作上遇到困難，加上教會的事奉，使我覺得十分疲
憊，力不從心，產生放棄學業的念頭。但想到老師們慈愛的面容，他們
的安慰、支持和鼓勵，我就立下決心，向神立志，不放棄學習。雖然要
全職工作，每一季只能修讀一科，但因為有如雲彩般的同行者，漫長的
年月也轉眼間過去了。
在學習的過程中，聖經的知識固然重要，但對於我來說，最重要
的是堅立神在我生命中的目標和意義。在忙碌的生活中，為糊口而奔
馳，加上在教會的事奉，實在沒有一刻的安靜。我很感恩透過靈命塑造
課程，我學習安靜在神裡面，與神連結。其實在開始時，一點也不能安
靜，心思意念，有如千軍萬馬，洶湧澎湃。此時此刻，才明白到我是何
等的需要安息在主裏。多謝靈命塑造各位老師的教導，用不同的方式幫
助我明白怎樣可以操練與神同行，包括課堂上的練習和退修日等等。幫
助我重新定位，重新認識自己，把餘下的生命奉獻給神。

有一段時間我力
不從心，產生放
棄學業的念頭。

畢業不代表停止學習，我仍然會努力，學習聖經不同的學科，來開
闊自己的眼界，以明白神的教導。畢業之後，因為還在全職工作，我將
會在角聲醫療中心的「福音大使」當義工，關心有需要的病人，希望透
過不同渠道的接觸，使他們在病患中得到支持和鼓勵。更希望藉此向他
們傳福音，使他們認識主耶穌，接受這完備的救恩。多謝神為我量身訂
造這個服事，願將一切榮耀和頌讚歸於上帝！

但是我向神立
志，無論是得時
不得時，仍然不
放棄學！而今數
算恩典，願將一
切榮耀和頌讚歸
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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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泰風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1

不是結束，而是個開始！

一

九九三年神藉著詩篇84：10「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
千日；寧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呼召我

一生事奉祂。我義無反顧地回應主的呼召進入福音機構事奉，堅信一生要
跟隨事奉神。2015年深感在牧養關懷的需要上越來越大，因此進入華神受
裝備，在「輔導」專業中學習，深盼日後能更有果效的牧養輔導弟兄姊妹
們！感謝神進入華神的輔導組求學以來，在關懷輔導上有許多的學習。孟
老師在專業上的經驗、知識、學識，都給予我許多的幫助。各個科目中每
一位老師 的生命，及對神的委身與呼召的忠心，都是我在事奉路上極美的
榜樣，為此向神大大的獻上感恩。
雖然因為服事的關係我只能放慢腳步慢慢學習，前後已經將近六年的
時間，但是這六年間在我關懷輔導弟兄姊妹時，看見在校學習給予我潛移

在校的學習及

默化的影響。不只是在愛心裡面幫助他們，更可以在真理、及輔導的技巧
裡面直接運用及支持。這是在這六年當中極大的助益與改變，感謝神！如

師長的生命給予

今2021年終於畢業了。對我而言這不是結束學習，而是實用所學習的開

我潛移默化的影

始。期許自己能夠在真理、專業技巧等等各方面更多的精進，並且能將所

響，使我在關懷

學在事奉中更多的操練與幫助弟兄姊妹們！

輔導時，有愛
心，有真理依
據，有輔導技
巧來支持對方，
為此向神獻上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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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春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1

神的恩典，人的委身

記

得剛信主的時候，有一位牧師曾送過我一句經文作為勉勵：「深
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腓一：6) 當時聽得似懂非懂，今回首，才清晰地認識到神在我人
生各階段中的帶領。祂親自繪製了成長的藍圖，並精心預備了建造的環
境；在北美華神的裝備，正是神在其中所完成的一片美麗的拼圖。
學院優質而均衡的教育，極大地擴充了我對神、對人、對自己的
認知境界。每一門課就好像一扇扇不同的透視窗口，將神國度的豐盛，
從不同的角度向我展開，讓人感到驚嘆和興奮。在求學的過程中，無論
在精力、智力和靈力上，我曾面臨過不同程度的挑戰：挑燈夜戰研究報
告，拙口笨舌地回答課堂提問，膽戰心驚地嘗試講道等；而這些點點滴
滴的經歷也正是神塑造我的美意：付出了辛勞，也收穫了信心、勇氣；
磨練了意志，也發掘了屬靈恩賜；在其中更體驗到靈命的昇華，對神產
生深切的渴慕，心中滿有喜樂。後階段在教會的實習，也讓我有機會操
練和深化對所學知識的理解， 確認了自己的使命和呼召。

祂親自繪製了成
長的藍圖，並精
心預備了建造的

收穫滿盈的神學訓練是神的恩典，也有人的委身。感恩每一位用敬
虔和熱情在我生命中撒種和耕耘的老師們，感謝在背後一直默默支持我
的家人們；更感恩那位在我心裡動了善工的信實慈愛主，祂常用笑臉幫
助我，讓我不斷經歷生命的突破，引導我走在討祂喜悅的道路上，直到
耶穌基督的日子。

環境；我在北美
華神的裝備，正
是神在其中所完
成的一片美麗的
拼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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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敏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1

奇妙與艱辛、託付與委身

奇

妙。耶和華我們神是一位有計劃有謀略的神，祂為我們預備救贖計
劃，循序漸進地把自己啟發給我們。我在國內無神論的環境中生活
了半輩子，我沒有意識到上帝一直關愛著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也經歷
過苦難和危機，這些惆悵和徬徨驅使我尋求神的道路。我飢渴想了解聖
經知識，想認識神。到美國半年後，奇妙的事發生了，上帝憐憫我，接
納我這個卑微及背負許多罪的人成為祂的兒女，使我獲得了重生。聖靈
的感動，使我心裡充實。我願意系統地學習聖經知識，用餘生更好地侍
奉上帝。
艱辛。2019年9月神的呼召，不配的我來到北美華神校本部全時間
學習裝備。國際生的學習任務相當繁重。在忙碌緊張的學習壓力下使我
更清楚地感受到聖靈時刻和我同在。神的保守和看顧，給我健康的體
魄，敏捷的思維，讓我能跟上老師上課的節奏。每當我遇到難以完成的
作業和學期報告時，我就禱告祈求神給我智慧給我靈感，使我不氣餒不
放棄，靠主得勝。

「我拿什麼報答
耶和華向我所賜
的一切厚恩？」

託付。“舉目向田觀看”，「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
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路 1 0 : 2 ）
。 天父把傳福
音的使命交託給我們每一位神的兒女。祂願意我們的眼目真留意神的心
意，看見祂所要我們看見的，顧念到所有沉淪的靈魂。我們學習裝備後
就是主的精兵，要打美好的仗。也願神加倍祝福華神，裝備眾聖徒、服
事眾教會。

神憐憫我，接納

委身。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神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恩賜不一
樣，但神藉著各樣的環境來塑造我們，讓我們在其中經歷祂。在回應祂
呼召的過程中經歷祂豐富的恩典。當我回應神的呼召和託付時，我不問
事工是否投己所好，只求神的榮耀和百姓的益處。感謝神讓我這有限的
生命所作的事奉在永恆中有份。

全時間學習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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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卑微及背
負許多罪的人成
為祂的兒女，又
使我到北美華神
以服事祂....主
啊！我終身的事
在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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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NA 20th Class of Graduates

2022 畢業 生
鄭成功

D.Min

余建蘋

MCS-C

朱詩箴

Th. M

丁朝建

MCS-C

萬志俠

M.Div

韓 峰

MCS-G

鍾兆鵬

M.Div

溫智琄

MCS-G

潘主恩

M.Div

董懷臻

MCS-G

李錦昭

M.Div

孫長健

M.Div

程萬泓

M.Div

楊 義

MTS

趙 敏

MTS

張路加

MTS

徐文倩

MTS

朱 瑞

MTS

王 琳

MTS

張立鵬

MTS

章 愛

MTS

Daniel Chen 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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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 教牧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2022

奇異恩典伴我前行

能

來北美華神進修，完全是個奇妙的“偶遇”。從前我是比較習慣於
規劃行事曆，無論是為著個人或機構，是短期的或長期的，凡事
都會先有計劃和目標。然而，這次的學習卻完全不在計劃之列。我曾因
罹患腿骨腫瘤接受過手術，康復後就一直心存感恩的過著每一天，我的
價值觀和人生追求也因這場大病被徹底改變，並從帶職服事走上全職之
路，希望在有生之年努力多做點事工。
到2018年我的肺部再次出現病灶時，就常往返於各大醫院中，醫生
建議我住院手術，但在後來的檢查中又發現了多處病灶，最終我還是決
定放棄治療，希望能有品質的活著陪陪妻子，看看孩子，安然等候見主
面。於是就安排好後事，並帶著愛妻開啟了赴澳的旅程，但卻無奈的先
來到北美！雖在美國僅逗留五天，卻在利好傳道的鼓勵下，第二年就進
了華神。我雖感覺自己如以色列人被擄寄居在外邦的日子一樣，被拋在
這裏歷經艱難和困苦，但神卻藉著牧長、肢體們的關愛和幫助，為我們
預備了夠用的恩典。特別是我最後一次全面復查，結果更是讓我和醫生
都倍感驚訝，因肺部病灶竟奇跡般的消失了！僅留下一條線性的痕跡。
相信這是神所允許的，為要讓我們的身體得休養和醫治，更是讓我們生
命也被重整。

我無奈的先來到
北美！卻在利好
的鼓勵下進了華
神....驚歎神竟為
了陶造我，動用
了這麼多資源幫

每當我回首過去所走過的路，總會驚歎神竟為了陶造我，更新我，
動用了這麼多的資源來幫助我成長。轉眼之間我又要畢業，而且是和妻
子一起畢業，這是何等恩典！我們雖不知接下來要走的道路是如何，也
不知將會面對怎樣的挑戰，但因過去我們所行的道路都滴滿了恩典的脂
油，我深知神在掌管明天。從前我只是常聽別人的見證，現在我自己親
身經歷神許多奇妙的作為，和醫治的大能，成為我生命的美好見證。願
我們的餘生能穩行在十架道路上，更加繼續被主使用。

助！願我們的餘
生能穩行在十架
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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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詩箴 神學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 2022

耀眼！最榮耀的選擇
沒有離別的相識，可以存在嗎？沒有疼痛的人生，可以存在嗎？⋯⋯
即便如此，相遇一場是值得的，因為經過了離別，終將化為繼續前行的力量；
即便如此，活過一場是值得的，因為經過了疼痛，終將成為點綴人生的珍珠。

能

與您們相遇，看似是意料之外，卻是祂早已寫好的劇本。隨著祂的引
領，最終遇到等待已久的您們，不論是學術實踐，還是研究方法，透

過累積的時間，更加檢驗了等候的價值。從全球範圍看，單論規模、名氣或
人數的方面，或許並不是最突出的，但由裡往外看，教師素質、學術修養、
前景遠見等方面，確是真材實料的。

從課堂中學到的不僅是講義已有的東西，更多是重塑昇華思維的方
式。倘若把真道的知識比喻為「一條魚」，那麼，老師不僅是關心學生
是否拿到「現有的一條魚」，更多是在乎學生是否掌握「釣魚的方法」
。學校不單重視內在靈命的塑造，同時也注重體悟靈命的方法。透過學
校的平台，開啟真理大門的同時，也學習適合研究真理的方法，因此這
幫助學生不單停留在課堂、學校和教會，更是幫助學生即便走出校園，
在未來仍舊得以自行與正確的源頭連接，並獲得真理的正解，來建造更
新更多有需要的人。

倘若把真道的知
識比喻為「一條
魚」，那麼，老
師不僅是關心學
生是否拿到「現
有的一條魚」，
更多是在乎學生

或許每日面對相同的小眾，或許每日做著年復一年的事情，又或許
每24小時累積出平凡的半生，然而，平凡豈不就是最簡單的耀眼？凌晨
寒冷又刺骨的空氣，隨風飄落的滿地楓葉，日落前所展示的晚霞之光，
每一日都如此簡單又耀眼⋯⋯你我的一生偶爾有不幸，偶爾也幸福過，
即便不怎麼偉大的一天過去了，又迎來不怎麼非凡的一天，即便有著滿
滿遺憾的過去，還是有著無法預料的未來，但請不要因著這些失去每一
個的今天，趁著時日選擇祂最愛的選項吧！

是否掌握「釣魚
的方法」...

最後，謝謝我的外婆，是您開了福音這扇門，使我有份踏入；謝謝
我的老師，是您們引人進入深處，使思想心靈得以拓寬煉淨；謝謝我的
學校，是您無私的施，使真理得以接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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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志俠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堅持、順服、交託

感

謝主！入學北美華神已經五年多，今天終於可以畢業了！首先感謝
學校每一位老師和牧長，謝謝您們辛勤的教導和愛護。

從2002年信主開始，主就在我的裡面種下了服事的熱情，2016年
神呼召我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在我尋找學校期間，特別感恩在餐會上
遇到了梁院長，她鼓勵我申請華神，那時聖靈也為我打開了入學的大
門。
在正式入學的頭一年，因為要同時照顧家庭，事業，教會服事和
學業，覺得「壓力山大」，讀得很辛苦，一度懷疑自己是否能堅持到最
後。在2018年的複活節，神又特別呼召我出來建立了一間新的教會，「
基督徒喜樂之家」。之後又經歷了建堂，從植堂到建堂，學校給了我許
多的扶持與幫助。

可以畢業啦！

在後來的四年中，我一邊牧會，一邊讀書，同時還有家庭和事業要
照顧，感覺非常的疲憊，但一直以來，哪一個擔子都沒辦法從自己身上
被卸掉，這些壓力甚至讓自己一度感受到挫敗感，懷疑是否讀神學，建
立教會都操之過急了？禱告中神沒有讓我懷疑，唯一能做的就是交託和
堅持，那怕自己做的不夠好，還是有神的恩典和憐憫，這幾年中，自己
最好的解壓方式就是把一切都交託給主，把壓力和挫敗感都卸給他，我
知道主沒有要求我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只要我順服他就好了。

回想過去五年多
讀書的過程，是
主的恩典幫助我
度過了一個個難
關，一個個疲憊
的夜晚，唯有感

當2020年疫情爆發，教會遇到極大的挑戰，因為主日崇拜改為線
上直播，自己在教堂中對著空空的座位講了一年多的主日信息，作為一
名還在讀書，剛剛開始牧會的年輕牧者，自己能做的還是堅持，順服，
把一切都交託，我相信主呼召我出來服事的計劃不會有錯，正如守夜的
等候天亮，相信天一定會亮。

恩，哈利路亞！

在過去兩年中，自己修課的速度非常緩慢，但神的恩典夠用，終於
在近期修完了課程，可以畢業啦！感恩！回想過去五年多讀書的過程，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堅持下來，是主的恩典，是主幫助我度過了一個
又一個難關，陪著我們熬過了一個又一個疲憊的夜晚。唯有感恩，哈利
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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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兆鵬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我要一生一世來服事祂

終

於畢業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是一場夢，又像是在爬一座高山一
樣，剛開始的時候你根本看不到山有多高，一直到你爬完了整座山

之後，你好像才從這個夢境裡醒過來，此時此刻只有不斷地感謝讚美主。
我在2018年決定唸華神道碩，剛開始心想，全職來唸都要花三到四
年的時間才能夠唸得完，我這樣半工半讀到底要唸多久呢？但是就在這徬
徨無助的時候，我認識了一群同時間進入華神就讀的同學。那年暑假我跟
玫玉一起到校本部去修暑期的密集課程，很快就認識了長健夫婦，方鈁及
Andrew ，從此以後我們就一起結伴修了許多課程。
在進入北美華神之前覺得，報讀神學院就只需唸聖經就好了，其他的
東西都不是很重要，一直到進入北美華神之後，我才知道神學的領域是這
麼的寬廣，從哲學思想，一直到文化歷史，釋經學，希伯來文，希臘文，

那個呼召的主犧

輔導學...等等。不知道經過多少個夜晚熬夜苦讀，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

牲了自己上了十

去寫研究報告，我漸漸的明白一個道理，神呼召的人在思想及生命上都需
要完全被改變，對神話話的瞭解及對教會宏觀的認知都很重要，正如使徒

字架，用寶血洗

保羅說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

淨我的罪，呼召

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20）

我來服事祂的教

。我知道我是一個新造的人，現在之所以可以有這能力來讀神學，不是因

會。我帶著親

為我有什麼條件，實在是出於神百般的憐憫。我是帶著朋友，牧者的殷切

朋、牧者的殷切

期待與鼓勵來唸神學的，那個呼召的主犧牲了自己上了十字架，用祂的寶

期待與鼓勵來唸

血洗淨我的罪，呼召我來服事祂的教會。在眾多的牧師跟長輩的殷切期盼

神學.....

之下，在同學和妻子的禱告之中一步一步的完成神學課程。
感謝神！我今年就可以畢業了，雖然未來服事的工場還不是那麼的清
楚，但是神呼召我要像巴拿巴一樣，成為一個被聖靈充滿，勸勉安慰教會
的人，並帶領教會面對一個艱鉅的挑戰 – 堵住破口！希望各位師長跟弟兄
姊妹為我作見證，我要一生一世來服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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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主恩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祢的恩典夠用

在

2017年，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知道了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因為
可以試讀三門課，我便在2018年開始在網上修課。我刻意修了幾

門不同方面的課，覺得十分不錯，而在2019年初，我的心裡有一個莫名的
感動，想要辭去工作，全時間的來上神學。經過了七個月的禱告，以及和
太太、孩子無數次的談話和討論，終於在九月份，我告別了我的工程師生
涯，全時間到北美華神去受裝備。

時間過得好快，轉眼三年時間就過去了。回想過去在華神全時間
學習的三年時間，雖然有許多經濟上的壓力，但是我們一家真正地經歷
到神豐富的恩典和預備；雖然我的太太一直沒有外出工作，，神竟然讓
她在家附近的麵包店找到一份工作，讓我們能夠買保險。更奇妙的是她
週末不需要上班，可以和我一起到教會去敬拜服事，這對服務行業的工
作者來說，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一件事。除此之外，因著過去兩三年的疫
情，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可以在家上大學的網課，節省了我們家庭的許多
開銷。加上教會部分學費的資助，減輕了一些經濟的壓力。而在我修完
課以後，神也為我預備一個很好的教會讓我服侍，這一路走來真的是看
到神滿滿的恩典，讓我不禁想起（哥林多後書 12：9 ）所說的「祂對我
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感謝神！

回想過去在華神
全時間學習的三
年時間，雖然有
許多經濟上的壓
力，但是我們一
家真正地經歷到
神豐富的恩典和

我特別感謝華神的老師以及同學們，因為老師們耐心的教導，同
學們之間彼此鼓勵，讓我在神學院的裝備過程中是收穫滿滿，同時也讓
我結識了許多屬靈的夥伴，一同跑天路。雖然我知道自己已經進入了人
生的下半場，事奉的時間也很有限，但是我相信我人生的下半場將會更
加精彩，更加有意義。因為我深深感受到這是一個榮耀的呼召，雖然自
己很不配，但是神卻讓我有機會成為傳道人，來服事、餵養祂的羊群，
我的內心真的是充滿很深的感恩。願神繼續帶領我和太太前面服事的道
路，讓我們能一直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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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昭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不能不讚嘆神奇妙可畏的作為！

今

天的我，能以在教會有穩定的服事，也得到教會牧者的肯定與信
任，是要感謝神帶領我到「北美華神」接受道學碩士的神學裝備。

「北美華神」的裝備訓練對我有三方面重大正面的影響：

一、翻轉了我對「神學教育」的心態：信主早期我參與的某教派可
能是因為「自由神學主義」之理論對神學院造成的負面影響，以致偏差
地認為「神學教育」未必有益。因此，信主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受到
此教派的影響，對「神學教育」抱持負面心態。在神學院修讀了一些課
程之後，才發現過去對神學教育的誤解是何等地深，而接受正統的神學
訓練是何等地重要。
二、更正了我解經的方式：信主初期所在教會傳道人解經的方式是
所謂的「生命解經」，我也深受影響。在神學院上了「釋經學」之後，
才明白這「生命解經」有過度強烈的「寓意解經」傾向，並非正統的解
經方式。「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原文的意思是指裁
縫師以直線裁剪布匹，農夫耕地也是照著直線耕地；意思就是不能曲解
聖經，要用正確的方法解釋聖經，例如：查考經文寫作時的歷史背景與
文化處境、觀察上文下理、研究原文用字的涵義等。如果用自己個人的
屬靈經歷或思想背景來解讀聖經，就很可能會曲解聖經原作者的意思。

「北美華神」的
裝備訓練對我
有三方面重大正
面的影響：翻轉
了我對「神學教
育」的心態；更

三、生命被重新塑造與更新：在神學院受裝備的日子，就像保羅在
提摩太後書二章所説的，是在軍中當兵的，不可能有很多讓人分心的外
務，他是要隨時預備打仗的，而上戰場打仗是攸關生死的事情，他必須
專注於接受訓練，「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對基督徒來説，這是
指叫我們的主喜悅。神學院的環境與氛圍無形中是在持續調整我生命的
優先次序，也在提升、擴張我屬靈知識的視野與境界。

正了我解經的方
式；生命被重新
塑造與更新....

神的帶領很奇妙，也常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一個原本對神學教
育毫無興趣的人居然完成了道學碩士的學位，而且也非常享受在學習
過程中，生命的各層面持續地被更新、轉化，不能不讚嘆神奇妙可畏
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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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長健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神已鋪路

2

017年的福音大會上，我和太太風婷蒙神呼召，決志將一生奉獻給
主，去哪裡接受神學裝備？想到剛剛修過華神延伸制的課，又有遠
程上課的選項，身邊也有弟兄已經在讀，似乎神已經鋪好了路，於是申
請進入MTS。
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很辛苦，很多時候都是在上下班路上聽課。記
得那次下班後留在公司讀完Erickson的書，不知不覺人都走光了。從空
蕩蕩的公司離開不免有些悵然，打開手機在車流中聽着趙老師新錄的
課，就聽到了她鼓勵同學的話：「我們既然蒙憐憫，受了這職分，就不
喪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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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修課很辛苦但神的恩典更多，不盡淚流滿面：有風婷
在家裡已準備好晚飯，有同學曾抱病與我探討神學問題，有小組弟兄們
的相顧，有校友牧長的鼓勵，他們如同雲彩圍繞著我，伴我奔那前頭的
路。

在自己猶豫不
定時抬眼一看，

在服事和學習過程中，我漸漸清楚MDiv道碩更符合自己未來的服
事需要。但一想到道碩需1/3時間到本校修課，自己無法下決心辭職。
前面的路如何行？2020疫情襲來，公司陷入停擺，神讓我放下那緊抓
不放的工作，也讓我體驗到在Zoom和同學一起實時上課的美好，同學
分享辭職的見證深深鼓勵了我，在自己猶豫不定時抬眼一看，神藉環境
早已為我鋪好了路！辭職、申請轉道碩，一口氣在兩季修了七門課…走
在神鋪好的路上，雖辛苦卻無比甘甜。

神藉環境早已為
我鋪好了路！辭
職、申請轉道
碩，一口氣在兩
季修了七門課…
走在神鋪好的路
上，雖辛苦卻無

如今畢業在即，回想在北美華神我不僅得到知識的裝備，更感恩各
位老師對自己成長的關愛：我忘不了劉院長在繁忙中堅持每週一次的輔
導小組，每次都送一個字來勉勵我們；忘不了在學校享受趙老師為學生
預備的烤乳豬大餐；更忘不了陳仁玫牧師為我實習的禱告，還有孟老師
劉老師對我靈命成長的諄諄教導…「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感
恩他們的牧者心腸，也激勵我在未來的服事中繼續效法基督。短短千字
無法數算過去五年神的恩典，感謝神為我鋪的北美華神求學之路，願主
繼續祝福母校。

比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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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萬泓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2022

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

出生於台灣，在美國讀書、工作及結婚。信主後二十多年期間夫
妻同工，一路走來感受到神在我們身上的帶領，有機會在不同地

區的華人圈中服事，特別是在青少年，大學生及夫妻家庭方面。服事之
餘，我們在教會裡外也有許多上課學習的機會，但因著神的帶領，在我
們人生路途的轉折處，神安排我們夫妻陸續進入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進
修。開始讀書之前，心中也有些不踏實的感覺，但感謝神帶領我們在信
心上踏出這一步!
古人說：「登泰山而小天下」，當我進入北美華神讀書後，確實認
識到自己所知道的實在有限。讀書的初期階段，常覺得自己是在摸索中前
行； 因為筆者以前是理工科的背景與專業，所以神學的課程對我而言，一
方面是既不熟悉又吃力，另一方面學院也有相當高的要求，在課程學習的

在以前的想法和

過程中都需要自己好好地努力。因此在修習神學課程的時候，也就是自己
在神面前更加殷切禱告的時刻，不僅是在神學上的多角度問題思考，更是

計劃裡，讀神學

在學習希臘文、希伯來文等課程的學習都如履薄冰，只能不斷地尋求神賜

院並不是我的重

下格外的恩典與智慧；。而神是信實的，祂也一直以祂的慈愛、恩典來引

點目標；神卻愈

領。這幾年來，雖有許多的挑戰但也有豐富的收穫，其中包括了在實習當

來愈顯明祂在我

中的實際經歷，在神的恩典一路引領與師長們的幫助下，可以漸入佳境，

們生命中的帶

如今是準備畢業了。

領，在人生路途

雖然信主數十年，在以前的想法和計劃裡，讀神學院並不是我的重點

的轉折處，神安

目標，覺得有許多其它的管道可以進修，神也帶領我們夫妻一路的服事；
但神的意念、道路高過人的意念、道路，神的話語立定在天，在祂沒有

排我們夫妻陸續

轉動的影兒；幾年下來雖有高峰低谷，神卻愈來愈顯明祂在我們全家生命

進入北美華神...

中的帶領與供應。並且老師們敬虔愛主、學養豐富，使筆者在知識、見識
上都受益良多，特別是在神學思想的整合與靈命成長的操練上，有不少體
會。對北美華神的師長們由衷感謝，謝謝師長們悉心的教導！願神保守我
們一生走在祂的心意之中。更感謝信實、賜恩的神！願祂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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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義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託付與使命

在

北美華神的四年學習，感謝老師們的敬業教學，辛勤耕耘地奉獻
付出，不厭其煩地批改作業，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
乾，是對華神老師無愧的評語。剛入學的前兩個學季，非常不適應，
因為需要寫學術文章。以前我從未寫過學術文章，經過兩個學季的適
應，現在已經習慣了。四年的學業我是全時間學習的，因為這樣的機會
難得，我克服了身體上的不適。時間既快又漫長，轉眼四年學習即將結
束，走到了畢業。
四年的神學學習，讓我收益頗多。首先，對我自己的信仰更加堅
固。因著大陸牧者身上有一些不好的行為，不但不悔改，還以因信稱
義，不因行為稱義為理據，為自己辯解，曾一度讓我軟弱走到不信的邊
緣。四年的學習讓我增長了見識，從理論上武裝了自己，也讓我知道這
些牧者們也有軟弱的一面。

在北美華神的
四年學習，感謝

其次，我所接觸的牧者，都是在大陸接受的神學裝備，聽他們的講
道和教導，時常覺得不合邏輯，又不知道怎樣與他們辯駁，因為我沒有
他們懂得多。因為他們對聖經理解上的偏差，是處於理解的誤區中，還
為自己的不正確找聖經上的根據。為此，我一直渴慕接受非大陸教師的
神學教導，特想听聽他們是怎樣認識的。在華神讀書的四年中，我對老
師們所教授的沒有異議，全部認同與接納，與我自己對聖經的認識及價
值觀吻合。同時我也明白了大陸牧者理解的錯誤根源，讓我能夠從根源
上校准他們，使其從理解的誤區中走出來。

老師們的敬業教
學，辛勤耕耘地
奉獻付出.....

再次，大陸的信徒多半是老年人，以及文化淺的人，牧者多數是小
學文化或者初中文化。正因為文化淺，認知能力低，辨別能力弱，他們
對所學習到的不能分辨，接受到錯誤信息不能反思，並將錯誤信息層層
傳遞，甚至接受到異端教導也渾然不知。對信徒的餵養也局限於文化低
的層面，加之大陸無神論的主導地位，整個基督徒是被社會邊緣化的群
體，根本談不上影響社會。我深知神給我的託付與使命，是讓更高層面
的人士接受福音，發出光與鹽的作用，引領社會，引領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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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敏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各

位師長、主內家人，朋友，及同學們，平安！我是趙敏，來自中國
大陸，於2018年秋季藉著修讀MTS（神學研究碩士科）加入北美華

神大家庭。四年前，我不僅以學院少有的中國大陸學生的背景入學，也以
一個結束海外禾場宣教的實習者，渴望神學裝備的熱切帶著迫切的需求來
受裝備，是以一個虛心的態度切望著縱覽信仰與神學。在裝備之間審時度
勢探求未來，強烈的渴望將來能成為神合用的器皿將祝福帶給更多的未及
之民。
四年的學季往復，雖蒙受全額獎學金極大的恩典，但還是要兼顧家
庭、工作，甚至是服事的日常壓力，及經歷破除外在環境風險的考驗。在
失望與恩典、沮喪與鼓舞、乏力與勸勉及飽嚐奮興與豐收的甘甜中，風雨
兼程。其中最值得慶賀的並非自己記住了多少師長授課的知識，而是得著

身上常帶著耶穌

了做研究和學問的進路與態度；最大的安慰也不是神學裝備給了自己上天
堂更多一重的保障，而是在學習中更深認識神，在神學思想的方法論上更

的死，使耶穌的

靠近神。而這一切正如保羅所言，「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

生也顯明在我們

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

身上.....

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4：8-10）」，也如先知

盼望畢業後在家

以西結所見聖殿流水之異象成為我們生命可洑的水。（結47:5b）。
最後要感謝陪伴我走過四年神學裝備道路的師長們，您們不僅是我

庭和未來神國託

生命成長的幫助者，更是暗室裡的守望者，藉著您們的生命、教導，及

付的事工上見證

禱告，我實在承蒙了一份真實可存到永遠的屬靈產業；還有我最辛勞的

祂的名。

妻子，在四年的學習裡，挑起養家的重任，每天操持家庭瑣碎，甚至夜
半不辭勞苦地茹養孩子。盼望畢業後自己可以在家庭責任和未來神國託
付的事工上見證祂的名，也願神持續地賜福給北美華神，使她成為更多
華人基督徒生命的祝福和建造神國工人的屬靈搖籃，一切頌讚榮耀都歸
給祂，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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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路加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恩典、喜樂、自由

畢

業的日子就在眼前，回想這四年裡，感恩每一天的學習，不僅豐富
了我的神學知識， 讓我在學習中感到快樂，更重要的是“解構”了老
我，“重構”了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自受洗後，讀神學一直是我的夢想，在謝文郁老師的推薦下報考
了北美華神，回想收到通知書的那份欣喜若狂，至今回憶起來都覺得美
好。但在接下來四年的學習中，有太多的淚水和艱辛。我身處大陸，由
於情況特殊在購買課本教材是一大難題，同時也要兼顧工作、家庭，週
末教會服侍，還有神學課程等，於是休息成了奢侈，但這一切因著神的
恩典，卻成了我學習的動力，回想每一個挑燈夜戰的晚上，在學習中領
受神的話語，看到的是神亙古不變的真理和信實，我深感安慰和喜樂，
就這樣，一份又一份的論文和作業完成了。在不同的課程中，我學到了
不同的知識。不僅如此，院長、各任課⽼師，以及華神的同學對我自身
的靈命提升也產⽣了極⼤的影響。尤其是在謝文郁老師的一系列的課程
中，讓我在思想上產生了顛覆性的轉變，謝老師指出柏拉圖“善”的困
境，提出“恩典—信仰—解構”之於人的向善之路的根本意義。並從“解
構”中將進入“生存”，在信任的情感中將“生存”交託給上帝，謝老師的
思想讓我靈光乍現，讓我深深感悟到了「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約
8:31-47）的暢快淋漓。

老師指出柏拉
圖 “ 善 ” 的 困
境，...從“解構”
中將進入“生
存”，在信任的
情感中將“生存”
交託給上帝...

華神四年，疫情就佔了三年，我感恩神的保守和引導，讓我在疫情
中深感喜樂和平安；感恩在華神的學習是一段美好喜樂的歲月；感恩每
位老師對教學的執著和熱忱，導引我紮實地走過這段學習的過程；感恩
華神讓我認識了一群愛主，熱心服事教會的同學們；更感恩在神一步一
步的帶領中，幫助我按時完成了這四年的學業。驀然回首，這才警覺到
我一生中快樂的學習時段，已經接近尾聲，以至於依依不捨之情愈加濃
厚。盼望在前面的日子，神的恩手繼續帶領我，路漫漫其修遠兮，無論
前景如何，我相信只要行在祂的旨意中，必如鷹展翅上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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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倩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忠心良善的僕人

回

顧四年來在學院的學習是我屬靈生命的成長歷程。其中梁潔瓊前院
長不僅為我打開了舊約的寶庫，更教我如何尋寶識寶的方法，領我
貫通、應用舊約寶庫的路徑；劉孝勇院長敬虔愛主，有牧人的胸懷及淵
博的學識，廣闊了我的視野也深深激勵著我；謝文郁老師深厚的學養、
寬仁謙虛的學者風範令我肅然起敬，他紮根聖經真理的思考釐清了我的
迷惑和偏離聖經真理的錯謬；徐大生老師的親切平易、嚴謹清晰的治學
及條分縷析的講授，把福音書、希臘文、保羅書信、啟示錄講得非常透
徹清晰；趙李秀珍老師親切的笑容，睿智的思辨帶著我們 “遊覽” 歷代神
觀的變遷，使我對神學的認識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富有個性的方鎮明老
師真率坦誠，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對學生誠摯既嚴又愛。
進入華神之前，我對系統神學的認識是封閉靜態的，但藉著趙老師
和方老師的講授使我看到神的主權和神的愛始終在掌管及陪伴著人類。
神的屬性神的作為從古至今始終都是那麼鮮活真實，系統神學和現實之
間的結合也是那麼緊密和根本。

儘管我很遺憾沒
能去北美華神，
但這四年，因為
有主預備了您

對於我來說，最能直接將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中的服侍和福音事工
的課程，是蕭靜馥老師的「教育學概論」、孟安麗老師的「靈命塑造」
和劉亦文老師的「人類成長學」。這幾位老師都注重聖經真理在實際生
活和牧會中的系統全方位應用，她們所分享的個人信仰實踐對我在教會
團契的服侍很有啟發和指導性。

們—忠心良善的
僕人，讓我感受
到，這段學習時
光每一天都充滿

除了教學的老師之外，我還要感謝為我們批改作業、時常給與我們
幫助，為我們答疑解惑的助教老師丁老師，馬老師、孟老師......還有一直
幫助我們聯絡溝通，雖未謀面，就已經為許多大陸同學非常喜愛、視為
良友，親切幽默、精力充沛的Alice老師！還有一起經歷學習歷程，互相
鼓勵、彼此勸勉、幫助的親愛的同學們！

了神的恩典，也
見證著主的信實
和慈愛.....

儘管我很遺憾沒能去北美華神，但這四年，因為有主預備了您
們——忠心良善的僕人，讓我感受到，這段學習時光每一天都充滿了神
的恩典，也見證著主的信實和慈愛。願神繼續大大賜福並使用北美華
神！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三位一體的永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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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瑞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北美華神，眾多教會的祝福

親

愛的各位校領導、老師：
主內平安！

我是2018屆神學研究碩士生朱瑞，感謝貴校在四年前因著教會的
需要錄取我，使我成為北美華神的神學生，非常感謝貴校給我提供了這
次裝備的機會。更感謝神的恩典與帶領，保守我能平安結束這四年的學
習，在這四年的學習中，使我經歷到神豐盛的恩典與憐憫，一路走來滿
了淚水、也滿了歡喜，能夠堅持到底，一切都是恩典。
回顧這幾年的學習，真的很不容易，除了服事，還要照顧家庭，
兩個孩子讀書需要接送與輔導學習，再加上我婆婆患有癌症，不定期的
要帶她去醫院進行化療與放療，能夠堅持學下來都是恩典，這幾年的學
習壓力非常大，作業量很大，老師的學術要求又高，每天都處於忙碌狀
態，白天要服事，照顧孩子和婆婆，經常是晚上聽課和寫作業，學習到
凌晨兩點都是正常的事，其間雖有軟弱，也有過想放棄學習的想法，但
神的恩典總是藉著身邊的同工勉勵我，使我靠神的恩典堅持到如今，經
歷了神的恩典真的夠我用。

感謝北美華神能
看見，並有負擔
為中國的學生開
設網絡的課程...
也感謝各位授課

在這幾年的學習中，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每一位老師都非常敬虔
愛神，忠於神的託付，給我的生命帶來很大的影響，也成為我效法的榜
樣。在真理的知識上也有很多的得著，學習到以前從未接觸過的課程，
比如兩希語言（編者註：聖經原文/希伯來及希臘文），對於聖經的釋經
也有很大幫助，在這幾年的學習中雖然成績不盡理想但也是收穫滿滿。
榮耀歸於上帝！

老師們的諄諄教
導，使我透過真
理的裝備，將來
能夠更好地服事
神。

再次感謝神的恩典與幫助，使我能夠結束這幾年的學習，同
時，感謝北美華神的各位同工，謝謝你們能看見，並有負擔為中國的學
生開設網絡的課程，謝謝你們忠心的服事，感謝你們迫切地代禱與愛心
地關懷，也感謝各位授課老師們的諄諄教導，使我透過真理的裝備，將
來能夠更好地服事神，願神繼續祝福北美華神的院校，能夠成為更多教
會的祝福！

76

�

畢業生見證集—學子篇

王 琳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接受全人培育、踐行基督真理

感

謝神，學生有幸成為2018年北美華神為中國大陸開設的基督教研
究碩士（MTS）第一批的學生。時間飛逝，回想2018年剛剛進入
北美華神讀書仿佛還在昨日，時間的腳步和學業的忙碌在不知不覺中
帶領學生在2022年夏季即將迎來畢業的日子。這四年的神學學習時光
裡，在天父的眷顧和引導和老師們課上辛勤的付出、鼓勵下，學生深感
榮幸與幸福，回首過去四年神學之旅的腳步，誠然是生命裡寶貴的恩
典，感恩天父美好的預備北美華神這麼好的神學院讓莘莘學子們可以享
受在基督的學校作主門徒，被孕育和成長。感恩北美華神對中國大陸教
會的掛念和祝福，這四年的時間將會成為學生難忘的回憶和生命的感
動，這四年的時間將會成為學生今後服侍主，最寶貴的力量。
神的恩典夠用！現在回想起來四年的神學之旅，這個過程成為
我神學生涯難得的歷練，使我真正在基督裡長大，慢慢體會到父神的
心意，體會到學院老師們的用心教學與嚴謹教學的態度，不僅以聖經
的真理教導我們，也傳授我們教學上豐富的教牧經驗，帶給每一位北
美華神學子全人教育、靈命塑造、基督徒品格培育整全的神學教育裝
備，這將影響學生在日後的生活、事奉的態度，腳踏實地地服侍主、
服侍教會、服侍眾人能夠有神國度的眼光和視野，踐行基督的真理，
活出美好的見證。

盼望在畢業後踏
上宣教的道路能
夠成為更多人的
祝福，努力紮根
基督真理，做一
名北美華神宗旨
所言的成為靈

神學學習之旅即將要告一段落，榮耀歸給天父！感謝父神的看顧與
保守，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教導與陪伴，感謝教會牧者和弟兄姊妹們的代
禱，感謝愛妻在我學習上的支援、包容和鼓勵，使得我每一次作業都能
按時遞交。感謝神！四年的學習都是神對學生生命的塑造與裝備，盼望
這段美好的學習成為個人生命中寶貴的經歷，盼望在畢業後踏上宣教的
道路能夠成為更多人的祝福，努力紮根基督真理，做一名北美華神宗旨
所言的成為靈命、學識、事奉均衡發展的聖工人員。

2020 -2022 畢業生見證 集

�

命、學識、事奉
均衡發展的聖工
人員....

77

張立鵬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首

先感謝讚美主，可以有機會在此學習得到裝備，心裡充滿感恩。
回顧以往四年的學習過程，可以説是學習中有生活，生活中有學
習。二者交替并行的思念，是認識和學習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的四
年。許多感慨不同以往其他的學習；很多的心得也是在一次次的撞擊中
沉澱，成爲我生命的寶貴財富。所以我還是認為這過去的四年是很值得
的，在我的人生中及服侍裡都將成爲寶貴的資源。
在這過去的神學學習中，我是從每一次的失敗裡學習正面地去看待
問題，而不是爲自己辯護，並學習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同一件事情，在每
一次失敗中學習重新站起來。這個過程對我的屬靈生命塑造和成長很有
幫助。也是有神美意的學習。正如一位老師在郵件裏鼓勵我說：「我希
望你看重每一次失敗中的學習，高過對分數的本身。假如分數很高，你
還是有很多的功課沒有學習到…。」

神學院裏的裝備
將要成爲我服侍

展望未來，神學學習助我未來服侍之動力，有了神學的裝備讓我服
事更有力量，方向也更加明確，我也能更理性的去看待和分析所面臨的
每一個狀況。未來我將在MTS畢業後繼續申請學習Th.M(神學碩士)的學
習，將開啓另一個征程。我最終還是會帶著神給我的托付和使命回到教
會中去，踏踏實實的見證奴僕式的服侍。神學院裏的裝備也將要成爲我
服侍中向前行走的基石，而不是用以炫耀各人和驕傲的資本。求神讓我
們無論是在學習中還是在生活中或是在服事裡，都是高舉基督至上，「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翰福音3：30）。

中向前行走的基
石，而不是用以
炫耀各人和驕傲
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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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愛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現學現用、活學活用

各

位老師平安！時間過的很快，不知不覺已經完成了四年的北美華神
神學研究碩士課程，此時，我內心充滿對神的感恩。因為在我沒有
就讀北美華神之前，我一直在中國教會全時間事奉。在多年的事奉過程
中，我深覺自己的缺乏與不足，需要神學的裝備。於是，我不斷地向神
禱告，求神為我預備深造的機會，直到2018年下旬，神通過我所屬的教
會向我推薦了北美華神，並且很順利地被錄取。
在這四年的學習中充滿神的恩典。神通過華神老師們辛勤的教導與
付出，讓我在靈命、學術以及神學上得到很大的提升；並且，神也讓我
把所學到東西及時運用到教會的事奉中，當我在華神的課堂上聽到一些
比較有感動的信息時，我就嘗試把這些信息進行消化、編輯與整合，然
後在教會中與弟兄姐妹分享，換言之，神感動我一邊學一邊事奉，一邊
學一邊用。這種 “現學現用，活學活用” 的過程，成為我學習的樂趣與動
力，也成為我生命成長的方式。

神感動我一邊
學一邊事奉，一
邊學一邊用。這

另外，這四年的遠距學習對我的挑戰很大。因為我要面對教會多而
又多的事奉、北美華神的課程與作業以及家庭的生活，每一週除了要在
教會講道、教導以及探訪以外，還要聽6、7個小時北美華神的課程，並
且要寫很多的作業，我每一天彷彿都在與時間賽跑。雖然很忙碌，但是
神的恩典夠我用，神賜我力量與智慧，使我能夠順利地完成每一件事。

種“現學現用、
活學活用”的過
程，成為我學習
的樂趣與動力，

總之，在這四年漫長的學習過程中，我很深的體會到詩篇中的一句
話：「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
神的恩典在我每一天的學習、事奉與家庭中多而滿溢，以至於我能夠在
繁忙的生活與事奉中完成學院所指定的課程，使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幫
助。因此，我要用神給我的恩典好好地事奉他，忠心地走這一條十字架
以及永生的道路。最後，我要感謝一直顧念我的神，也要感謝北美華神
所有的老師們、同工們以及那些在背後默默支持我的人，願主紀念你們
的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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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方式...

79

Daniel Chen 神學研究碩士
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 2022

感恩、豐收、盼望
感恩

能夠堅持學習四年，需克服許多的困難，但神恩豐富，一路預備，
一路帶領，一路激勵。感恩諸多老師們的悉心教導，梁院長的廣博深厚
的舊約功底、劉院長的激情睿智的授課方式、徐主任抑揚頓挫的希臘
語、謝文郁老師神哲學的思維洞察，都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感恩
學校同工們的辛勤付出，特別是教務部門的Alice與孟偉給予以學生許
多的幫助。感謝同學們的互幫互助，特別是楊、張兩位弟兄姐妹一直對
我勸勉與激勵。感謝家人們的犧牲，任勞任怨，使我的學業能得以順利
完成……一路走來，滿滿的都是恩典！
豐收

我們生命結構的

初窺神學之門，方知己之膚淺，原所得者不過九牛一毛耳！原來順
服不是自我意識的張揚，而是放棄；原來基督徒所行之路，不是一種建
構性的獲得，而是一種解構性的放手；原來教會的模式一直處於變化與
更新之中，而自己所在教會的那種模式也非標準與經典……。初入神學
之門，眼前的世界突然令人眼花繚亂、頭暈目眩，方知自己實乃井底之
蛙，所見之天不過井上一隅。這過程的確經歷了從明確到不解到模糊再
到釋然的迴圈過程，既有苦楚，更有喜樂！

更新是神恩典的
結果，而不是
自己意志性的努
力。思想意念的
改變並非是朝夕
可成，生命與信

盼望

心的成長需要日

學習不是目的，而是過程與工具。我們終將進入到世界的廣闊禾場
中，將我們的收穫作為恩典的管道而繼續流出。特別是我多年以來一直
在教會從事青年與學生的帶領及講道的事奉，因此更要將所學的融入到
信仰生活中，並與他們分享。神學的學習讓我們更明白生命成長之道：
在神的恩典中不斷領受恩典，不斷更新變化，作一個跟隨者與領受者。
這種恩典的意識使筆者深深認識到，我們生命結構的更新是神恩典的結
果，而不是自己意志性的努力。思想意念的改變並非是朝夕可成，生命
與信心的成長需要日積月累，在動態中悄然改變。

積月累，在動態
中悄然改變。

回顧以往，恩典流淌；展望前路，恩膏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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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蘋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2

生命重塑的旅程

人

生是一個即短暫而又漫長的旅程，每個人在途中所看到的景色也
完全不同。感謝神在我的人生中奇妙的預備了這次受裝備、被塑
造的機會，不僅幫助我更深的經歷祂的恩典，更看到自己生命的真實狀
態，同時也能客觀的認識所處的世界，而把目光轉向神，單單仰望祂的
憐憫！
畢業，對我來說完全是個意外的收穫，因為我原本陪先生來美國，
是計劃打工幫丈夫賺學費的，可是當來到學校後才得知陪讀身份不能打
工，這無疑打亂了我們的規劃，讓我突然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和恐懼
中，真不知前路如何。但在師長們的鼓勵下，我也報讀了MCS輔導課
程，於是我們夫妻一起整天埋頭苦讀。
接下來的道路並不順利，隨著疫情的影響日益加劇，學習和生活的
壓力都與日俱增，加上自己對陌生的人文環境一時不能適應，讓我經歷
了許多的無奈無助及痛苦掙扎，各種困難和挑戰遠超過我的想像。有一
段時間我身體過敏很嚴重，感覺心臟太難受，悶的喘不過氣來，我就和
先生說，我實在走不下去了，於是我們在考慮結束學業。這時我也像以
色列人一樣在曠野中責問神，你為什麼帶我們到這裏？難到要把我從這
地接走嗎？

當我回首這段曠

也正是這段仿佛死蔭幽谷般的真實的經歷，讓我更清楚的看到神的
信實和恩典。神藉著牧長肢體們的關愛與支持，奇妙的供應著我們一切
所需，讓我深深的體會到，祂如接取雛鷹一樣把我們背在兩翼之上（申
32:11），托住我們跨越一切的艱難。當我回首這段曠野之路時，發現
那就是神為我預備的十架道路，是生命破碎與更新的必經之路，也是與
神同在同行的蒙福之路。每一段路途都是為讓我學習謙卑順服祂，更明
白祂的旨意，並能靠祂剛強壯膽勇敢前行。

是與神同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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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路時，發現
那就是神為我預
備的十架道路，
是生命破碎與更
新的必經之路，
的蒙福之路，每
一段路途都是為
讓我學習謙卑順
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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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朝建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2

成為合神心意的人，甘心為主所用

聖

靈多年前就感動我進修神學，但直到有位華神的學生鼓勵我，才開
始進入這個屬靈之家學習，在 “基督教研究碩士班” 進修學習。特
別感恩華神提供裝備的機會，及老師們在主裡忠心、敬業的教導。
在華神的學習，幫助我對基督教神學有一個基本認識，同時也讓我
在與聖經真理的相關學科上有深造的機會，特別是輔導方面。在 “自我認
識全人發展” 課程裡認知到，個人整全生命的發展，須要凡事求告神的心
意，因為我們的成長是照神的計劃，而不是由自己設定。正如盧雲說 “屬
靈的偉大不在於要比別人偉大。它完全在於神造我們怎樣，我就能成為
怎樣的偉大”。因此要在神話語上紮根，也要操練靈命，明白神的呼召，
在神的恩賜上甘心為主所用。
系統神學以及新舊約神學、教會歷史等必修課程，使我較有條理地
學習聖經知識、屬靈真理和神學原則，以及教會傳統和我們屬靈生命的
應用。有關基督徒輔導理論和技巧，尤其是對傳統（世俗）心理學與基
督教心理結合與批判，讓我看到基於聖經原則的心理輔導和治療，不但
可以安慰受傷、破碎的心靈，也重塑偏差的思維，更重要的是它能成為
福音的出口，拯救失喪的靈魂。釋經學幫助我進入釋經之旅，了解到聖
經原是一本故事書，是有血有肉教導，與我們生命息息相關。要更準確
地明白經文的原義，就必須使用正確的解經原則。特別是釋經四步驟頗
有幫助，第一步：訪（觀）經文原始家鄉 — 找出經文對當時聽眾的意
義；第二步：估（測）歷史文化的河— 辨別聖經原始（當時）聽眾與
（現今）我們不一樣的地方。藉此明暸聖經的歷史文化背景帶來的釋經
意義，並明白聖經多元文體帶來的挑戰。第三步：渡（跨）神學原則的
橋 — 總結這段經文神學上的原則；從而進入第四步：進（返）現代人的
城 — 現今基督徒如何在生活上應用這些原則。使得查經不僅教導知識的
層面，更是把真理實際應用在實際生活中，以操練生命成長。

攻讀神学的期
間，我既全職上
班，又在教会服
事。常感到忙碌
和乏力。如何能
平衡服事和工作
的挣扎及心里的
烦躁呢？...

攻讀神學的期間，我既全職上班，又在教會服事。常感到忙碌和乏
力。神幫助我能藉著在華神的裝備，提升我的靈命，聖靈塑造我、更新
我的心思意念，以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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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峰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2

願一生榮耀神！

2

017年在CMC華人差傳大會中，我回應了宣教的呼召走到臺前，這
時牧師的一句話觸動了我的心，他說：「你們既從神領受了呼召，
首先要在聖經上紮根。」，於是我就在2018年報考上北美華神接受裝
備。記得寄報名表的那天，心裏感到神問我：「Are you serious? 」我
對祂說：「Yes!」。之後神又藉著學院一位老師提醒我說，幾年前我曾
參加過華神的新生座談會，卻沒有繼續走下去！當時聖靈光照我「我是
因爲怕吃苦，想走自己認爲容易的路。」我很震驚！自己年紀不小了，
一生還能有幾年浪費？我跟神深深地認罪悔改，知道接下來的路雖不容
易，但我願意順服神，相信神的恩典夠我用。
開始時因著學業、工作、服事的繁忙，覺得精疲力竭不堪前行，
此時神賜下話語：「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
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林後4：16），感謝神賜我力量繼續往前走。在不停地聽課和趕
作業中，熬夜變成常事，心裏覺得很苦。但在一次 “偶然”的機會，我
與異端“東方閃電”的人有了接觸，在幾次的辯論裏，聖靈帶領我更深地
渴望認識真理，神藉這經歷提升我對神學的興趣，因此不再覺得苦了。

無論是釋經學、
教會歷史、聖
經和神學課、宣
教、教育、還是
靈命塑造等課
程，都開啓了我

神透過學院，在知識、服事和生活中裝備我，使我的聖經知識、屬
靈生命和服事技巧不斷被更新，這些給我在教會的實習服事帶來很大幫
助。陳牧師總是在愛裏給我鼓勵、糾正、和建議，並給我各種服事的機
會來鍛煉我，其中無論是人際關係的處理、與同工的合一、或屬靈恩賜
的運用等操練，于我都是寶貴的功課。

的學識眼界，不
但得著知識也被
師長們生命的見
證激勵，心意不

學習就要結束，新的旅程即將開始，我願謙卑與主同行，求聖靈
幫助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愛神愛人，竭力多做主工，以至當
我見主面時，可以像保羅一樣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
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4:7-8）願一生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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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我走過最幸福的路是跟隨的路，讓祢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過最喜樂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給祢的心來眷顧
捨己卻更加寬闊，放手卻更加穩妥，超乎想像 精采豐富

天

我跟祢走的這一條路

韻合唱團的這首詩歌非常貼切地傳達出我的畢業心境，跟隨與依
靠是我踏入神學裝備的起點，也是完成這個里程碑的關鍵。當
年，在快速流動，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留學生福音禾場中，逐漸感到有系
統的神學裝備之需要，透過北美華神校友的推薦︑林恂牧師的鼓勵︑家
人的支持，再加上北美華神區域教室的地利之便，課程所提供的內容（教
導、輔導及宣教）恰好能滿足實際需要，於是在禱告之後,我便戰戰兢兢
地加入神學裝備的行列。

「跟隨與依靠」

最初，自己就像是一個被掏空的器皿，帶著一堆事奉現場的疑難
雜症，身心俱疲地來充電，記得在課堂上還問了不少踢館問題。然而，
老師們不只是傾囊相授，讓我愛上舊約，更深地認識新約，也幫助我探
索神學︑靈命重塑。疫情之前有機會到校本部上課，在課堂上與老師和
同學們面對面交流︑擘餅聚會，課後一起聚餐，即使面對許多無解的問
題，卻在過程中被安慰鼓勵，學習繼續倚靠主，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持續
被福音塑造。

是我踏入神學裝
備的起點，也是
完成這個里程碑
的關鍵。
回顧所來徑，
深知這條路不是

實習的階段恰逢世紀大瘟疫，教會內外皆面臨重大的衝突與危機，令
我感到身心俱疲，甚至曾一度想要放棄。在疫情隔離的期間，決定暫緩實
習並且先沉澱自己，安靜聆聽主的聲音，在敬拜中尋求主的帶領。直到北
美的教會陸續重啟，感謝主一路引導帶我進入意料之外的實習工場，最終
竟然回到初心，以教導和輔導作為宣教的平台來實踐所學。回顧所來徑，
深知這條路不是出於自己的籌劃，而是一步步的恩典之路。在此深深感謝
老師們帶著使命投入教學，給我足夠的空間去探索和發問，在挫折中即時
給予支持，當然，如果沒有親愛的家人和教會弟兄姊妹作為堅強的後盾，
我也不可能堅持到最後，依靠主的每一步確實超乎想像，精彩又豐富。願
榮耀頌讚歸給那不斷在我們心中動善工，並親自成就一切的主!

出於自己的籌
劃，而是一步步
的恩典之路。

84

�

畢業生見證集—學子篇

董懷臻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2022

榮耀歸給神！

2

016年，我蒙召讀神學，蒙召的過程曲折而奇妙。先是自己心裡有
一點點感動，但這感動像一絲微光，搖曳不定。在神的引導下，我
還是到神學院報了名。經過層層面試、考核，終於被北美華神錄取。高
興之餘，憂慮也接踵而來：學費從何來？生活費如何解決？孩子的照顧
怎麼辦？...等等，這些都像大山一樣擋在我的面前。
當時，上帝感動我太太重返職場，她找到了一家花旗參店上班，
時薪十美金。每天起早貪黑，收入卻非常微薄。這份收入連房租都付不
起，更不用說交學費了。但神憐憫我。一位慕道友受神的感動找到了
我，他自己要回中國發展，可以把他的房子免費給我們住，條件是照顧
他女兒。這一下子增加了我的信心。後來那孩子在我們的帶領下信了
主。但過了兩年，孩子因為家庭原因要搬走，而當時我的神學才讀了一
半。於是，我又一次陷入了憂慮中。看到太太每天辛苦的工作，自己非
常內疚和不安。不知道再讀下去還要付出什麼代價，2018年底，我決定
放棄讀神學。

神是信實的，祂
常常在我們的腳
踏入“約旦河”的
那一刻，將河水

2019年10月份，我們廣州的牧師從中國飛來探訪我們一家。她分
享了自己讀神學的經歷。在她的鼓勵下，我又重拾信心，再次回到了神
學院。讓我感動的是，梁院長、我的輔導老師崔牧师以及各位老師以極
大的愛心重新接納了我。這時，我太太的新工作開始步入平穩，家庭收
入也漸漸增多，經濟條件的改善使我可以安心在神學院讀下去。

分開，讓我們安
然渡過...

感謝神，終於神學畢業。回顧這六年的經歷，真心驚嘆神奇妙的帶
領和供應。《約書亞記》第3章記載了以色列百姓腳踏入約旦河的那一
刻，河水便為他們分開的神蹟。我們在為神做工時，常常沒有信心，但
神是信實的，祂常常在我們的腳踏入“約旦河”的那一刻，將河水分開，
讓我們安然渡過。的確，我讀神學時並沒有完全預備好，無論是經濟方
面還是心理方面都準備不足。但神仍然在關鍵的時候，為我將“河水”分
開，並且給我的供應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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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神的呼召，但我不要讀神學院
我曾有這樣的想法：「我有神的呼召，但我不要讀神學院！」。雖
然神多次的呼召和感動十分清晰，但我卻非常猶豫讀神學。後來崔牧師
在密西根推動各教會參加北美華神的學習，我最終抵不過内心對認識神
的渴慕和好奇，就報名了延伸制。在延伸制10年的學習，每一個課程，
都讓我大開眼界，享受不已。老師們生命與知識的傳授，使我能站在他
們屬靈的肩膀上，透過屬靈的望遠鏡，對神的認識看得更深更遠。
在崔牧師和孟老師的鼓勵下，我於2015年冬季報讀了碩士班。這才
發現每門課程都極具挑戰性，特別是做功課交作業，不斷地禱告請求神
的憐憫，心想什麽時候才能夠把在碩士班的學習有個合適的了結？當然
現在再看這些挑戰，明白這是一個更加認識神的過程，也是自己生命與
知識需要裝備的路徑。感謝主的恩典一路伴隨，在經歷挑戰時常有梁院
長、崔牧師和各科老師們的鼓勵，這些關心和禱告比所領受的知識更長
久地留在我的心裏。

我有神的呼召，
但我不要讀神學
院…現在再看，

2017年我正讀碩士班期間意外地失去了工作；但卻蒙神的恩典到
宣道會作了全職傳道。在碩士班累積的31個學分，正好符合宣道會要有
神學院30個學分的最低要求。全職服事之後參加了宣道會的牧師訓練课
程，因此在硕士班的畢業時間看起來就更遙遠了。這期間就掙扎在完成
作業的與交不了作業的雙重壓力之間，然而壓力和喜樂往往是形影不離
的雙胞胎，更多的是從老師們的教導中得了新見解的喜樂，對知識的理
解及吸收也成了教會服事的重要資源。特別是老師們生命的榜樣，更成
為我靈命成長的激勵。

明白這是一個更
加認識神的過
程，也是自己生
命與知識需要装
備的過程，從中
得了新見解的喜
樂；也成了服事

回顧這段時日，上帝竟然傾倒了超乎所求的祝福在我這個殘缺、不
配的罪人身上！感謝敬愛的老師們及一起修課可愛的同學們！感謝教會
給予的支持，更要謝謝我太太！沒有她在家裏的支持付出，我的學業和
服事都無法兼顧。也謝謝在病中的母親！謝謝老師同學弟兄姊妹為她的
禱告。感謝神的恩典！碩士班畢業在即，然而人生的學習還沒有畢業，
認識神和效法神的功課更是一生之久。願主的旨意成就！阿們。

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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