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編者註：回顧過去，神在創欣的恩典，是數算不盡的。因此，特別在學院購置新址這

一個嶄新發展的開始，製作此一特刊來見證與分享神在學院的作為。

歷史起源
學院的成立，起緣於參與俄羅斯與歐洲的宣教事

工，當時隨著事工發展，周淑慧牧師於1996年成立普世

豐盛生命中心（GLEC），並於2002年創立普世豐盛神學

院（創欣神學院的前身），為歐洲華人教會培育傳道人

員與信徒，當時陸續開設匈牙利、義大利、俄羅斯、法

國、西班牙、德國和英國等校區，藉此開展了歐洲華人

圈的神學教育事工，而完成學業的畢業生們也忠心地

在各地的教會和機構服事，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2007年起，更將事工延伸至亞洲區域。

感謝周淑慧牧師承接神的呼召與異象，在歐洲與

亞洲大地上為華人神學教育開疆僻野，又因著前院長蘇

文隆牧師的殷勤耕耘，讓創欣神學院可以在良好的基礎

上，在2010年進行全面轉型。

學院傳承了前任兩位牧者在神面前領受的異象與

服事的心志。於2010年轉型之後，成立了專任教師團隊

與神學院董事會，並積極參與神學聯盟的認證。藉著轉

型，讓學院可以更集中寶貴且有限的資源，朝著提昇教

學品質與學生學習素質，專業的認證方向發展。以卓越

並委身的師資團隊，以非傳統、創新、無疆界、有效率

並機動地在學生事奉與生活之處，培育普世華人教會的

傳道和神學教育人才。

發展過程
董事會：轉型之後，學院成立了董事會，感謝

神，賜給學院一個優秀、頂尖的董事團隊。由游瑞斌長

老擔任主席。2014年，蘇世中長老因為事務繁忙請辭，

但新增法國林福春牧師加入董事會的行列。創欣的董事

們不單僅僅在財務上全力支持著學院的發展，更是以他

們的專業，親力親為的全情投入學院事工。

為了長期穩定的發展，學院在法國成立「創欣協

會」；2014年底，成立經由國稅局（IRS）核准的非營

利機構「創欣神學院基金會」，最近更在台灣申請成立

財團法人。一路以來，點點滴滴，因著眾位董事同工的

全力支持與付出，使得學院可以全力朝著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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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公室，當時的辦公室的行政同工僅有3人。如今6年下

來，在神的賜福之下，學院在Covina購買了12,000英尺的

校址，而在整修之後，面積更達18,000英尺，如今世界各

地的同工加總起來更是多達18位。

師資團隊：2016年有專任教師18位，其中Ph.D. 

13位，D.Min.3位，Th.M.2位。

課程設立：學院的課程從起初，多為開設教牧文

憑科。設立此科的目的，因為顧念有許多家庭教會的傳

道人，因著文革的影響而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不

具備進入神學院接受正規神學訓練的資格。然而，他們當

中有許多是教會的領袖，教會更新必須從他們開始，而且

年輕傳道人的培育與領袖的塑造也都與他們息息相關。因

此，在此特殊時代背景和需要的考量之下，學院設立此

科，以達到提升教會領袖神學素養，以及牧養和治理的能

力。

隨著學院發展的軌跡，逐漸朝著以基督教研究碩士

（MACS）為主要開設學科。2011年，學院開設了神學碩士

科（Th.M.）與教牧博士科（D.Min.）；2014年，更是開

始了第一屆PHD的課程。

2015年二月份學院購買了新校園之後，期盼在洛杉

磯校址發展神學研究中心，並開設有水準的課程。

在校生：2015年，創欣共有在校生人數589人。詳

細的歷年在校人數統計，參見下表

畢業生：2015年，創欣共有畢業生605人。詳細的

歷年畢業人數統計，參見下表

結論：為不負神的託付，本院將竭力建構委身、

正直、卓越、謙卑的學院文化，以期培育信仰純正、生命

豐富、注重禱告、倚靠聖靈、視野與心胸開闊、忠心事

奉、熱衷宣教的神國工人與教會領袖，為達成以上目標，

我們注重靈命、學識、思想、觀念、生活和事奉等全方位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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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我們在新校址以感恩與歡

喜的心舉行獻校典禮與年度教師會議。典禮當

天有近180位來賓與會，整個過程隆重且流暢

地於2個半小時結束。弟兄姊妹感受聖靈的同

在，也給予極高的好評。



創欣為何遷新址？  
李錦綸

創欣神學院的總部終於在2015年2月27日順利搬家，

雖然未能親自參與這次搬遷行動，但在2014年底到洛杉磯

時，有機會一睹今天已經成為創欣新校址的產業。新址座

落Covina區安靜且優美的環境，原本是YMCA的舊址，從

今以後將被賦予新的歷史意義，成為華人神學服務基督教

會的基地。感謝主，在各方的禱告、支持、參與下，所期

待的終於成真。

新校址的意義，不單在於創欣能夠擁有自己的不動

產，雖然這也是對於任何一個積極發展中的團隊的重要里

程碑。然而，擁有產業更終極的目的，卻是為了能夠落實

基督給予我們的召命。有鑒於此，學院領導層決議購買現

在的新校址。創欣神學院擁有高品質的師資團隊，並忠心

能幹的行政同工，優秀人才無疑是神學教育得以開展的重

要因素，不過有一個固定的新校址確實能讓學院的發展增

加了穩定性，並具有以下的意義：

１）團隊歸屬的象徵
穩定性首先來自歸屬感，最重要的當然是同工之間

良好的互動關係，並領導層所能給予的清晰可行的發展方

向，這些都是眼睛看不見的內在因素；不過，除此以外，

擁有屬於學院自己的建築物，卻是對於凝聚團隊的歸屬感

可以起到奇妙作用，這可能是因為我們還是活在身內的

人，便需要有看得見的象徵物來呈現這種看不見的歸屬與

凝聚。

這好比一個家庭，雖然我們都可以說，只要家人同

在一塊，無處不是家；然而，一個家庭若能擁有屬於自己

的房子，確實可以提供一種安定感，不再需要擔心有一天

因為付不出租金而無家可歸。不但如此，這個產業也將因

著是家庭成員成長的居所，而留下不少溫馨的記憶；於

是，不動產的房子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建築物，它卻成了

這個家庭的共同歷史見證。

同理，我們期盼創欣神學院也像一個家，雖然按照

我們的運作模式，各位老師大部分時間都分散在世界各

地，但是希望這個新校址能給予我們多一個凝聚的機會，

就是老師、同學們都可以到這裡來共同學習成長：或者是

開研討會、做論文研究，或者從繁忙工作中退修、得在主

裡交通團契，或是釐訂團體的發展方向、定下行動策略。

２）研究中心的實際
然而，新新校址的意義並不止於提供創欣神學院一

個歸屬感的象徵，更實際的是讓研究中心及圖書館有一個

安身之所。創欣在一般課程的教授，既然需要參考書籍，

可幸都能透過課前安排而滿足這樣的需求；但是遇上論文

研究時，則要求一個研究圖書館的設立，好提供給同學們

需要的研究材料。兩年多前，學院開始從各方收集神學研

究用書的書單，現在已經就緒，準備在新址裝修工程完成

後，購入第一階段所需的三萬冊中英文書籍。雖然不能說

這已經達到完美的藏書水平，但至少是個重要的開始。

研究圖書館是研究中心的核心設施，讓研究與出版

工作得以發展。在科技發達的今日世界，雖然獲得資訊已

經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不過要有好的內容能夠針對

需要卻不是俯拾皆是。因此，創欣神學院的神學碩士（

Th.M.）、教牧學博士（D.Min.）及神學博士（Ph.D.）等

研究課程的設計，目的就是要回應教會面對的這個需要，

不論在教牧事奉或者神學專題研究上，都得以開出一些新

路，藉此反饋教會，讓創欣的同學老師們，對於真道的維

護與推廣，能作出一份該有的貢獻。

有了新校址所設立的研究中心，我們將可以計劃舉

辦定期性或非定期性的研討會，以連繫主內同道與學界，

共同發揮互動交流所能夠產生的積極效用。無可否認，沒

有一個學院能獨自完成耶穌基督所交託的使命，創欣也沒

有例外，我們期盼有機會與各方交流下，學院的研究生產

力將能不斷提升。

創欣神學院，在上帝的恩典與祝福之下，一步一步

的發展至今，但我們不敢自誇，或是以為已經完全得著

了，或是認為有了新校址便等同任務就此結束；相反地，

這才是責任的開始。面對世事多變的時代，但求天父上帝

常常同在的恩典，聖靈保惠師的引導並看顧，讓學院得以

忠於基督所託，同心合意完成天國在地上擴展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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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編按：因著回應栽培傳道人與神學教育者的呼召，創欣神學院不斷從各地招聘優秀的教師，成為教

師團隊的一員，以建立卓越的教授團隊。透過神的帶領，2015年七月份又有一位新教師加入，編輯部特

別在這一期的電子報介紹，希望透過他們的分享，看到神的帶領及感動，如何在這一世代動工，為了華

人的神學教育而同心協力地擺上，同奔標竿！

腳前的燈
蔡茂堂

詩篇119篇105節：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

的光。我們夫妻這一生，親身經歷了聖經這句應許的真

實。詩篇作者在寫這句應許時，他們所使用的燈，是提在

手上光線微弱的煤油燈。煤油燈所能夠照亮的範圍，就只

是提燈者腳前那一小片土地。這個腳前的燈，要如何才能

夠成為路上的光呢？只有提燈者願意照著腳前的燈那一小

片亮光的指引，勇敢的向前邁步前進時，手上的提燈就會

隨著你前進的腳步，往前指引你前進的方向，成為你路上

的光。

從我高二決心要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開始，主耶穌

的話語，就成為我這一生腳前的燈與路上的光。我也一步

一腳印，跟隨主引領。主帶領我進入台大醫學院接受七年

醫學教育。主帶領我在和平教會接受信仰的栽培。主也帶

領我在和平教會與許信貞姐妹互相認識、交往、相知、相

惜，於我從部隊退伍後在和平教會結婚。從此開始我們夫

妻兩人一起尋求上主帶領，步步順服前行。上主的話語成

為我們腳前的燈，也是我們人生路上的光。

上主感動我志願進入當時相當冷門的台大醫院精神

科接受專科訓練。在接受完專科醫師訓練之後，上主感動

我們願意離開台大醫院，全家搬到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基督

教醫院服侍。在恆春服侍期間，上主讓我們經歷了今生最

慘痛的車禍，不只恆春基督教醫院最親愛的同工在車禍中

過世，我也因此經歷了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的冗長審判

過程。我們也經歷了車禍過世同工父母的饒恕與接納，我

們成為他們的子女。這一切經歷都是上主帶領我們步步前

行的腳前的燈與路上的光。

上主透過東安教會的呼召，帶領我們全家從恆春遷

往美國洛杉磯，開始了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的

信心旅程。當東安教會逐漸茁壯之時，上主又帶領我離開

洛杉磯，前往芝加哥，學習將一間已經停止聚會好一段時

間的松柏教會，重新開始聚會。我也同時在國際三一大學

得到希伯特教授 (Paul Hiebert) 的指導，進行有關信心

與醫治關係的文化間博士研究。在這期間，有幾次接受普

世豐盛神學院邀請，前往莫斯科、羅馬與巴黎教授實踐神

學相關課程。在我完成三一國際大學文化間研究博士學位

之後，上主又帶領我們回到大學時期的母會，也就是我們

結婚的教會，參與教牧團隊牧養服侍。這十年來，上主帶

領和平教會，完成教堂重建事工，以及小組建立事工。上

主的話語一直是我們腳前的燈，也是路上的光。

2015年6月30日我們從服侍十年的和平教會退休。上

主感動我們願意南下東石，以志工身份幫助牧養偏鄉地區

一個小小的教會。上主也感動創欣神學院院長，邀請我們

一起加入創欣有關實踐神學相關的教導與輔導侍奉。我們

雖然不知明日將如何，但是我們深信，這一生帶領並牧養

我們的上主，他的話語是我們腳前的燈以及路上的光。

都是恩典
                    許信貞

茂堂剛從和平長老教會退休，這陣子我們忙著搬家

之際，要靜下心來提筆寫文章，有些力不從心.，但心中

一直浮現的就是恩典這兩個字。

唸師大時，我學的是社會教育，除了教育課程外，

我選了社會工作組，修讀社會工作及心理學課程，暑假更

參加社會調查，組織社區服務隊，生活多采多姿。畢業後

志願回家鄉和美國中教書五年，除了教書也當輔導室老

師。其實在教書之餘，我心中最想做的是醫療社會工作，

神卻沒有開路。猶記得當時因伯父是馬偕醫院董事，醫院

規定董事三等親內不得任職，我因而與馬偕社服部失之交

臂。當時我提出抗議因伯父人在美國根本不知道我參加考

試，吳再成院長回覆我神關了這扇門，必定為我開另一扇

窗。

婚後我從教職離開，因緣際會轉到台北基督教家庭

創欣神學院 eNews No. 13,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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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發展報導
1. 創欣神學院於2010年3月10日成為ATA(亞洲神學

協會)的准會員(Associate Member)；2010年10月成為正

式會員。並於2015年9月份通過五年一次的再認證（re-
accreditation），而今年第一次遞出的Th.M.與D.Min.認證

申請，其中D.Min.順利拿到認證；Th.M.則被給予臨時資

格認證，當有第一位畢業生即可取得完整認證。學院將在

2017年遞出Ph.D.的認證申請。逐步完成所有學制的神學

認證。

2. 2015年2月購置校區，在校本部建立並開設具有研

究水平的研究中心與課程。

3. 實體圖書：至2015年8月底，校本部已購置中英文

圖書期刊約6700冊，以及各方捐贈的書目，中英文實體圖

書粗約近1萬冊。

4. 網路教學與遠距教學：2013年底學院開始探討網

路教學，以階段性方式完成學院網路課程的設置。

• 階段一：由本院教師評估合作單位的課程，補強

之後採用。2014年與2015年1月份已經使用此方式進行了

兩次網路課程教學。

• 階段二：本院教師錄製課程。目前已錄製完成〈

系統神學II〉、〈舊約神學與信息〉與〈護教學〉。

• 階段三：待校本部整建完成，可在視聽教室之中

完成：(1)教師網路課程的錄製，(2)進行同步網路課程教

學。

5. 2013年7月學院老師共同出版《神學方法論》（繁

體版），《基督教研究方法論》（簡體版）。

6. 2015年畢業總人數121人；在學總人數589人（已

扣除畢業生）；新生103人，以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為主。

7. 各校區報告

•亞洲地區：至2015年11月份，包含Th.M.,D.Min., 
Ph.D.（不含畢業及結束課程校區在內），亞洲共有16個

校區。

• 歐、非洲地區：至2015年11月份，歐非地區共有

4個校區。

i. 新增校區：英國2015III班：1月開課，新生

35位。其中，基督教研究碩士16位，神學學士1位，神學

副學士11位，教牧文憑7位。（不包括選修生）

ii.南非2015班：1月開課，新生18位。其中，基督

教研究碩士13位，神學副學士5位。（不包括選修生）

•北美校區：

i. 聖地牙哥校區：預計2017年3月完成課程。

ii.洛杉磯校本部：2016年3月開課。

協談中心任職，這是美南浸信會資助台灣長老會所成立的

家庭協談機構。進入協談我與當時在台大精神科任職的茂

堂，有更相近的服侍領域。除了婚姻、家庭協談之外，在

其中我也學習溝通、助人技巧，更可貴的是更多了解自

己，也認識到自己只不過是個wounded healer。

因經費用罄，整個家協併入馬偕醫院，成為馬偕協

談中心。當時伯父已不是馬偕董事，我也因而可以進入馬

偕服務。除了婚姻、家庭協談之外。所接觸的個案就更寬

廣。有自殺防治的個案、精神科轉介的病人。中心還設立

類似生命線的平安線電話協談。我們工作人員也成了電話

志工們的督導。因此也有了督導及行政上的投入。

我感謝神在這幾年中裝備我。後來我們到恆基服

侍，我當起全職媽媽，全心照顧幼兒，1985-1987茂堂到

Fuller進修宣教學碩士時，有機會可以旁聽一些協談、宣

教的課程。

感謝上帝的呼召，1991年茂堂成為全職的牧師，因

著上帝所賜牧師、師母的職分，使我們在經歷美國東安台

福教會、松柏台福教會、芝加哥台福教會、台灣和平基督

長老教會的二十四年牧會過程，接觸眾多兄姊，參與弟兄

姊妹們所經歷的生命。或許有憂傷痛苦、煩惱、掙扎、快

樂、歡欣-----。然而在這些參與中，上帝透過兄姊們的

生命故事，陶塑我們的生命，學習很多也被改變。

由於茂堂之前精神科醫師的背景，常有機會被邀請

做專題演講，有些社會人士或他教會會友會尋求我們的協

助，通常就由我先電話接案後，再約面談時間或轉介。在

有限的牧會忙碌之外時間，我們儘可能協助他們一至二次

協談後再作轉介。遇女性或夫婦協談或探訪時，茂堂總堅

持我一定要一起配搭服侍，在這些服侍中，我感謝上帝之

前在協談中心早早就裝備我，好讓我可以實際參與教會牧

會協談、牧會關顧的服侍。不只能幫助配搭茂堂的服侍，

在教會的關懷服侍上也能跟同工們有很好的配搭.。

從和平教會退休後，我們將以志工身分投入鄉村福

音佈道團東石教會服侍.卻在意料之外及恩典中，接獲創

欣神學院，邀請我以茂堂牧師助理的角色協助牧會協談的

服侍。感恩的是我仍然可以在協談的服侍上有份，惶恐的

是創欣是個神學院，需要更專業的服侍背景。擔心自己學

術背景非常不夠，只有這些年的實務經驗，恐怕承擔不

起。如今誠然是以感恩及獻上五餅二魚的心，奉獻在上帝

面前，相信神的應許。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願

在同心同行中，與茂堂配搭服侍上帝，也服侍將來所所要

遇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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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雲彩～Th.M./D.Min.學生見證
編按：創欣神學院從2010年轉型以來，不敢辜負那起初的呼召，已於2011年9月開始Th.M./D.Min.第

一班的課程。2012年11月開始第二班，2014年10月開始第三班，並將於2016年10月份開始第四班。本期

編輯部特別邀請學生寫出他們生命的見證，為了亞洲特殊的情境，人名等相關資訊均經過潤飾。

     我的故事       頌 恩

1、得救蒙恩見證

1964年我出生在一個基督徒家庭，小時候對兩個問

題一直很困惑：神存在嗎？基督教是真理嗎？這個世界看

上去好像是沒有神啊，雖然日月星辰那麼有規律，若是自

然規律呢？為什麼惡人通達，義人受苦，而神卻好像無動

於衷呢？基督教會不會像其他宗教一樣也是由人創立，為

要叫人行善呢？如果是這樣；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受騙啊！

我一方面擔心受騙；另一方面，如果要否定基督教，也沒

有令自己信服的理由。1981年夏天，在上海聽了一位牧師

的講道，覺得扎心，心裡就想：對是否信耶穌的難題，必

須做決定了。

我是一個罪人，耶穌基督為我死，拯救我脫離永遠

的沉淪，而我也需要他的拯救，就這樣，我悔改求主赦免

我一切的罪，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

信主以後，漸漸明白了很多屬靈的道理，也想通了

很多以前想不通的難題，雖然不是所有的難題都解決了，

但這些難題再也不能困擾我了。我漸漸地從一個每週僅僅

聚會一次的信徒，慢慢地成長為一個愛慕聖工的人。主的

恩典實在奇妙，自己以前從未想過要讀神學，但是神卻給

我接受裝備的機會：2001-2003年在一間神學院就讀，成

為該神學院第二屆畢業的神學生。2004-2007於新加坡神

學院全時間就讀，2007年獲得M.Div.學位。

2、家庭簡介及服事經歷和心得

我和李靈姊妹1989年結婚，兒子敬開1993年出生，

現是大學網路工程大二學生；我們的父母都已年屆八十。

全家信主。

1995年-2004年近十年中，服事經歷主要在主日講

道、帶領查經、主日學方面。2003年中聖畢業後，2004年

繼續在新神全時間修讀道學碩士課程。畢業後受聘全職牧

會至今。我最主要的心得還是來自2007年全職牧會後的五

年。

牧者的「職責」實在太多了，講道教導、參加會

議、小組帶領、團契活動、福音事工、平時探訪、會友婚

嫁喜慶、生老病死、甚至喬遷新居，找到工作都要牧者出

席；此外婚前輔導、處理離婚、少年反叛、會友特需...

對牧師來說，不可能樣樣精通，一專多能才是可行的方

向。牧者的優先次序首先應當是將生命傾倒在講臺上，他

應該是講道的專才，牧會的通才。講臺應該首先佔據他的

全部精力；只有在滿足了講臺供應之後，若有餘力再去做

其他事工。

另一個牧會的心得是：不單打獨鬥，要團隊事奉。

團隊事奉也要最大限度地減低人際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

外在方面要起草詳細的章程並獲得團隊成員表決通過，並

承諾共同遵守；內在方面團隊成員都要學習改變自己，走

出自我中心，積極投身團隊事奉；這才是標本兼治，正本

清源的辦法。

3、對亞洲教會未來的展望和看見

亞洲教會的歷史僅200多年，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問

題，現階段有合法化問題，工人神學裝備問題、聚會場所

限制問題、財務問題等等...大小環境的綜合影響導致國

內事工無法像海外那樣自由拓展。亞洲家庭教會的現狀又

是數量多，規模小；家長多，組織少；宗派多，合作少。

當然這有特殊的處境原因，也有複雜的歷史原因。

但是，上帝開了門，無人能關上！問題雖多，但有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亞洲教會在成長、成熟、壯大的路

上。正如昔日的西方宣教士在亞洲的耕耘結出纍纍碩果；

今日的海外教會、神學院也在不斷地在共同見證國內的教

會，有越來越多健康的、有治理體制、有信條、真正「自

養」的教會；橫向的聯合也在發展。未來教會外部大環境

總的趨勢應該是越來越寬鬆，就算有反覆，也完全可從主

領受。

在地域遼闊的亞洲，恐怕形式上的教會合一前景並

不存在，歷史也告訴我們，新教的宗派分歧也無法完全彌

合；所以也無須在形式合一上投入沒有結果的代價，加強

橫向的聯合即可。重要的是：推動優質的神學教育、優質

的學術研究、優質的教會治理、優質的宣教差會，這是亞

洲教會應當努力的方向。而如今有創欣這一群優質的神學

老師投入教學，相信優質的神學教育，將可大大幫助亞洲

教會往優質的方向前進，也相信因著學院開始如此耕耘，

在未來將會使得更多的弟兄姐妹形成教會優質文化的共

識。一旦這志同道合的團隊侍奉產生，並且各盡所能的彼

此配搭，我相信，亞洲教會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超越世界的神 暖 暖

我出生在福建省古田縣的一個偏僻的小鄉村，受傳

統風俗的影響，從小在過年過節時就跟隨大人到村裡的寺

廟裡去拜偶像，對自己所不知道的神存著幾分恐懼和敬

畏，冥冥中感到有神的存在。也經歷屬靈世界的真實，我

創欣神學院 eNews No. 13, March 2016

6



親眼見過一位巫婆在被邪靈附身後，把非常結實的陶瓷的

小酒杯當做冰糖咬吃了，想起來還覺得非常稀奇。

由於我們村沒有開五年級的課程，在我讀五年級時

就轉到我姑姑家上學了，那時我姑姑已是一位非常虔誠的

基督徒了，我在她家待到了初三畢業。這期間無形中我姑

姑給我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她在生活中時時體現出對神的

依靠，及從心裡湧出的喜樂與滿足。我也翻看一些我姑姑

關於基督教信仰的一些資料，包括《要道問答》。

後來我考上了重點高中，由於自己學習壓力太大，

又不適應當時的環境，在高三那年晚上經常失眠，以致情

況比較糟糕，常常思想人活著的意義，當時總感到人活著

沒什麼意義，對未來感到非常絕望。就在那時，一位同學

給了我一本小本的新約聖經，當我每次打開聖經讀時心裡

就得到極大的安慰、鼓勵。我深知靠自己不能改變自己的

狀態，就嘗試將自己交托給神，一九九四年春節，我到了

姑姑家，姑姑帶我做了決志禱告，這就是我蒙恩的經歷。

我屬靈生命的成長及被神呼召是在大學期間，我九

五年考上了大學，在大學期間，我認識了一位從韓國來的

宣教士，他從最基本的真理開始帶領我一步一步成長，直

到生命成熟，像耶穌帶門徒一樣將他自己的生活毫無保留

的展示給我，他對我的影響極其大。在大學畢業時，當我

要選擇未來的方向，想到到底做什麼能讓自己最感到有價

值和意義時，聖靈非常清楚引導我，讓我來服事他，心裡

有極大的渴望去説明哪些處在和自己一樣困境中的人，渴

望讓他們靠著耶穌脫離罪的轄制，走出黑暗進入光明中，

找到人生真正的價值和意義。

大學畢業後，就在那韓國宣教士開的小公司裡一邊

工作一邊在教會裡服事，當時雖然條件非常艱苦，但心裡

卻常常感到非常滿足與喜樂，因為知道是神的呼召。我和

那位宣教士工作了兩年半（其實不只是工作，而相當於對

我進行門徒訓練）。接著，我進入了神學院，兩年全時間

的神學研究課程的學習。在神學院學習期間同時在現在所

服事的教會實習，神學畢業後，就進入教會服事，並一直

服事至今。教會從剛開始的幾個人慢慢地發展，

直到現在相對穩定的人數在一百三十多人。人員

主要的是以中青年的知識份子及一部分的在校學

生為主，由於場地的限制及教會發展的需要，最

近教會剛分了上下午兩堂來牧養，因此在服事方

面對自己還是有很大的挑戰。我在教會主要負責

講道，組長同工栽培，和同工一起制訂教會的計

畫。我們教會的異象是建立一個健康，有生命力

和影響力的宣教教會。我的禱告是，能忠於神對

我的呼召與託付，成就神在我身上的旨意，透過

門徒訓練，建立一個健康有很強生命力與影響

力，完成神大使命的宣教教會。

我本人在二零零五年七月結婚，現有一個六

歲的男孩，我和我妻子的父母都是基督徒，雙方

父母都非常支援我們在教會的服事，我岳父岳母還常常到

各個鄉下和農村去傳道，算是自由傳道人，雙方家庭關係

都非常好，這使我們可以全心全意來服事神。

我對亞洲未來的教會發展充滿信心與盼望，其實這

也與上帝已在亞洲所做的分不開，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差

遣了無數的宣教士來到這片土地上，將整個生命都獻在這

片土地，可以說用他們的血來澆奠著這片土地，像一粒麥

子落在地裡死了一樣，就自然會結出許多的籽粒來，甚至

不但是他們自己，而且還有他們的後代，就是如今依然這

樣繼續著。

神知道亞洲的教會在許多方面還不足夠成熟，比如

在神學教育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需要被提升，因此也還

需要很多的支援與幫助。我也相信一旦教會帶領者在神學

和真道上被建造起來，對教會的建造就會有更大的負擔和

遠見，教會就會越來越健康和成熟。很自然教會對神學教

育的重要性就會有更多的認識與看見，相信那時亞洲的教

會會有能力且主動承擔起神學教育的使命，並且很快地會

向外傳遞這一使命，去説明比自己更差的一些國家和地

區，因為自己深深經歷被説明的重要，好去説明處在與我

們有同樣經歷的國家與地區。

自己對亞洲教會及神學教育都有很大的期待，隨著

國內經濟迅速的發展，並且越來越走向世界，亞洲對許多

國家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這些對亞洲向外宣教都做了美好

的鋪墊。並且亞洲地大物薄，人口眾多，一旦教會被興

起，對於宣教來說，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的優勢，總

之對於亞洲教會及其神學教育的前景自己有很美好的盼望

與期待。 

因此，特別的感謝神，讓創欣神學院承接這世代神

對於服事亞洲神學教育的呼召，面對著目前亞洲種種的變

動、不確定的大環境，但學院卻不單只是將感動放於心

中，更是付諸於行動委身在這不容易的工作中，願神興起

更多弟兄姊妹願意一同加入這個服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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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 Rowland St., Covina, CA 91723, USA
Tel: 626-339-4288  Fax: 626-339-4453 
www.mygets.org

I. 網上使用信用卡或PAYPAL捐獻
請上學院的網站：www.mygets.org, 
點選信用卡或PAYPAL進入。

II.匯入美國的帳戶 
聯絡人：Molly 
E-mail: accounting@mygets.org
匯款銀行：JPMorgan Chase Bank, NA 大通銀行 

戶名：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 
帳號：531738206 
Swift Code：CHASUS33(外匯入美)

Routing#：322271627(美國境內)

銀行地址：4749 Santa Anita Ave., 
                      El Monte, CA 91731, USA

III. 轉帳入台灣的帳戶
聯絡人：柯華齡

E-mail：accounting.tw@mygets.org
匯款銀行：台灣第一銀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福基督教會

   （請註明：創欣神學院）

帳號：007-190-10-118006 
銀行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1段62號 

(天母分行)

*請電郵聯繫，給予捐款者收據稱謂及寄件地址。

IV. 郵寄支票到學院辦公室
支票抬頭：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 
郵寄地址：412 E. Rowland St., 
                      Covina, CA 91723, USA
* 請勿寄現金，並註明捐款者地址與姓名。          

奉 獻 方 式

*關於其他奉獻方式，請聯絡本院會計: Molly (accounting@mygets.org)  或致電: (626)339-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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