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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校區專題報導英國校區專題報導英國校區專題報導英國校區專題報導    

編按：華人在歐洲的人口比例正在逐年在增加當中，相對於此，在歐洲，華人

事工的發展層面，也越趨多元化。針對此一情況，栽培神工人的訓練工作就越

發地重要。因此，一個有質量的神學教育也顯得更加的迫切及重要。創欣神學

院（前身為普世豐盛神學院），有感於此一時代的需要及神國度工人栽培的急

切性。於 2007 年 6 月，在英國成立了歐洲第七個校區。並於 2008 年 4 月開始

第一屆的課程。經過這些年日，感謝神的保守及帶領，創欣神學院在英國校區

的耕耘，於 2014 年有了再一次的收割。感謝主！每個同學均在工作、家庭及課

業多重的壓力之下，靠著主，堅持到底，完成了他們的學業。為感謝及記錄神

的恩典，本期 eNews 特以英國校區的事工發展及近況，做一專題報導。 
             

回應主呼召    副院長 許震毅牧師 

十八世紀的英國是宣教的大國，執世界的牛耳，今日的英國面對內憂外患層出

不窮的問題，造成信徒嚴重的流失，教會一間間的關閉，漸漸失去對世界與歐洲的影

響力。基督教信仰與一個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關，今日的英國教會亟待振興，而身在其

中的英國華人教會更是責無旁貸，身負雙重的使命。 

近年來華人前往英國的數目逐漸增加，華人基督徒一面投入華人教會興旺福

音，一面還福音的債，期盼因此促進英國教會的再次興起。若欲達成這雙重的使命，

我們除了祈求天父賜下額外恩典，藉上帝的道與聖靈的能力使得信徒得以更新，進而

帶來教會的復興之外，而在當地振興神學教育更是達到此目標的最基本做法。 

創欣神學院深感時代的需要，並為了英國的神學教育得以普及至教會牧者同工

與帶職事奉的平信徒領袖同工當中。因此，在 2007 年，學院在英國倫敦開始了第一

屆的神學教育事工，並於 2011 年產生了第一屆 13 位的畢業生。經過數年的持續的耕

耘，如今在 2014 年，創欣在英國有了第二屆共 17 位的畢業生。我們為這一群神國的

新力軍感謝主，他們分別在英國各地投入全職事奉，或是擔任牧者，或是帶職事奉配

搭牧師推展教會各項事工。而第一屆的校友更是投入協助英國校區設立網路同步教

學，使英國倫敦以外的城市與德國地區有心接受裝備的信徒得以同時享受神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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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感謝主，在 2014 年 9 月由倫敦地區華人教會的牧師與領袖同工們正式成立

「英國神學教育推廣委員會」，並組成執行團隊共同推展神學教育。而為了促進創欣

畢業校友的聯繫與分享事工發展，發揮聯繫與代禱的功效，我們邀請第一屆畢業的校

友高鏡清擔任召集人，並請諸位校友與召集人取得聯繫，形成聯絡網 network，同心

協力為神國打美好的仗。我們為委員會的顧問與牧師們，及執行團隊的同工們向宣教

的上帝，獻上由衷的感激。 

深信第三屆神學班將會有更多的同學接受裝備成為主基督的精兵，為神國打美

好的仗。也請各位支持創欣神學教育的代禱勇士們，繼續為著他們的學習與侍奉在主

前代禱。 

英國校區綜合性報導   譚健生宣教士  

• 英國校區成立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英國校區成立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英國校區成立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英國校區成立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 

2007 年初，前院長蘇文隆牧師在與倫敦及英國其他地區華人教會教牧同工探討

後，一致感受到英國本地教會神學教育的需要，因而開始籌辦並推動設立英國校區。

感謝上帝！於 2007 年 6 月正式成立創欣神學院（前身為普世豐盛神學院）在歐洲的

第七個校區。上課的地點是在倫敦市中心。雖然蘇院長表示開課人數的要求是要達到

25 位，但當時入學的人數只有 10 位，就著現實情況看來，要在倫敦拓展神學教育實

在有著極大的困難。然而，學院沒有單看人數，而是為了神國需要裝備工人的異象與

呼召，毅然決然的依照計畫在 2008 年 4 月開課。 

在進行到第二門課時，當時的蘇院長為了可以讓神學繼續的辦下去，決定先停

課三個月，以便擴大進行第二次的招生。 同時並邀請許震毅牧師前來幫助推廣和招

生事宜。感謝主，到 2008 年 11 月時，有了 16 位學生。 

在上帝的帶領之下，英國校區順利在 2010 年 12 月完成第一屆三年學制的基督

教研究碩士科、神學學士科等課程，畢業典禮於 2011 年 10 月 8 日舉行，共有 13 位

同學畢業和結業。在此過程中，我們走過種種的困難與不容易，能有如此成果，全是

出於上帝的恩典。 

而學院於 2010 年 9 月獲得亞洲神學聯盟的認證成為正式會員，有此認證更是有

助於推廣創欣在英國的神學教育事工。另外，學院還看見，在英國其他城市中有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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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教會缺乏傳道人，但有心志接受裝備的基督徒，卻因為距離遙遠的關係，而不

能來倫敦上課。因此，從第二屆開始，校區運用網路的科技開設了「遠距同步網路教

學」，讓居住在倫敦以外的學員可以不受地域與距離的攔阻完成他們進修神學的夢

想，而這更是英國校區的一個特色。 

2011 年 10 月，第二屆開課時有 23 位，其中包括來自曼徹斯特、牛津、森美

斯、理斯特、利物浦並德國美茵茨的學生均可透過網路在同一時間上課。第二屆到

2014 年 9 月結束，畢業典禮於同年 11 月 1 日舉行，共有 17 位同學畢業。感謝神，

又再次經歷到祂奇妙的作為！ 

• 英國校區第二屆畢業典禮英國校區第二屆畢業典禮英國校區第二屆畢業典禮英國校區第二屆畢業典禮 

2014 年 11 月 1 日，假倫敦蘇豪福音堂禮堂舉行畢業典禮，共有 160 多人出席

很是熱鬧。第二屆共有 17 位畢業生，其中 8 位是在第一屆插班報讀，他們經過三年

來堅持努力的學習，終於完成了學業。而此次被邀請來參與畢業典禮的來賓，都是來

自不同的城市。有的來自距離倫敦遙遠的城市，其中更有遠從法國巴黎來的賓客。因

為第二屆開設了「遠距同步網路上課」，因此，這次也有來自英國其他遙遠城市以及

德國的畢業生。 感謝上帝帶領他們和親友們均平安的到達，與我們一同參與此盛會

共頌主恩。 

當天，神的榮耀充滿會場，全會眾懷著感恩與激勵的心情，一同高唱《榮耀歸於

真神》，隨後由彭大明牧師以禱告作為此聖典的開始。而王紹發牧師（倫敦中華基督

教會主任牧師）以 「Finishing Well」作為證道主題，引用使徒保羅語重心長和迫切的

勸勉，提醒著大家忠心堅毅事奉，為主打那美好的仗。（林前 9:24-27 ；提後 4:7）。 

隨後由許震毅副院長頒發

學位與證書， 臺上每位畢業生

獲頒證書時，臉上都流露著感恩

喜樂與燦爛的笑容 ，台下的人

則以掌聲與他們一同歡喜、感

恩、讚美主！ 

頒發證書之後，由呂子峰

牧師（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總幹事）勉勵。差遣禮則邀請英

國華人循道會聯絡人傅大衛牧師

主持，而不單是畢業生，在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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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都同時感受到這個神聖的差遣，確定在事奉上是與主同工，靠主得力。 

之後由畢業生代表致詞，全體畢業生及在校生全體獻唱《要忠心》，透過這首

詩歌，同時向神向人表明著自己服事的心志。 

John Gordy 牧師/博士 （IMB 差會宣教士）、邱林福春傳道（法國校區董事會主

席）、許廣錚牧師（循道會君王十堂主任牧師）和胡德明牧師（英國神學教育委員會

主席）則分別致上賀詞與勉勵，期許大家一同忠心為主做工。典禮的祝禱，則是邀請

到了 80 多歲忠心事主多年的資深宣教工作的王光啟宣教士作為整個聖會的結束。  

• 英國校區第三屆開學典禮英國校區第三屆開學典禮英國校區第三屆開學典禮英國校區第三屆開學典禮 

當第二屆在 2014 年 9 月結束課程後，英國校區就開始積極準備第三屆的招生，

並繼續「遠距同步網路上課」的策略。而在同年 6 月中，學院更是特派副院長許震毅

牧師前來倫敦協助成立「英國神學教育推廣委員會」。在成立的過程中，得到多位教

會牧者的支持，雖然他們都是來自於不同的宗派，但是牧者們都給予學院非常正面的

回應，也都願意加入委員會擔任顧問和委員。因此，當我們計劃開辦第三屆時，這群

牧者都大力推薦他們的會友前來報讀。 

這次因著教會牧者的支持與神的祝福，讓我們看到在招生上有著極大的突破，

使得新生人數達到 30 位。感謝神！英國校區第三屆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順利開始，

由許震毅牧師主持開學典禮，其中王光啟宣教士給予訓勉分享、李子麟校友分享在學

的體驗，並由許廣錚牧師祝福禱告。典禮結束後，許牧師隨即正式開始第一門的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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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我們看見這都是上帝的工作，因著祂的善工，使得華人神學教育

在英國能繼續拓展，如今有幸參與，其中所經歷到的更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將這一

切的榮耀都歸給我們的父上帝。 

至今我們有 30 多位新生（23 位是碩士科、學士科和副學士科，7 位是文憑科、

信工科和旁聽生）；其中有 10 位是從第二屆繼續轉入第三屆中繼續修讀。 

我們深信此工是由全能之神開始，而祂必成全此善工到底！ 

創欣神學院英國校區 - 義務執行主任 譚健生宣教士 

2015 年 2 月 19 日 

 

事工報導事工報導事工報導事工報導    ////學院動態學院動態學院動態學院動態    

  

• 校區報告校區報告校區報告校區報告：：：：    

1. 2014 年畢業總人數為 101 人。在學總人數為 657 人。新生共 217 人，其中神學博

士科 3 人，神學碩士科 14 人，教牧博士科 16 人，道學碩士科 44 人，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 109 人，神學學士科 14 人，副神學學士科 12 人，教牧文憑科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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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洲校區共有 15 個校區：其中新增 5 個校區。 

3.  亞洲以外的地區，共有 4 個校區。 

• 網路教學網路教學網路教學網路教學：：：： 

1. 學院於 2014 年開始與海外校園合作進行網路教學事工。 

2. 學院專任老師 2015 年開始錄製網路課程。期望在 2016 年可以有屬於創欣專任老

師錄製的課程掛上網路，開始專屬學院的網路教學。 

3. 2014 年 6 月 30 日，第一次的網路試點課程開始，為期 10 週。該課程為陳濟民老

師的「釋經學」，由張曉丹老師擔任網路教授。參與該課程為法國校區與聖地牙

哥校區的學生，共 14 人。 

4. 2015 年 1 月亞洲校區開始第一門網路試點課程。 

• 購買基地購買基地購買基地購買基地：：：： 

學院於 2015 年 1 月份購得位於

Covina 的基地，並於 2 月底完成搬

遷。 

學院的新址佔地 1.25 英畝，地

上有三棟建築物， 共建坪 12,000 平

方英尺。預計以一百萬做整修裝潢，

以增加大約 6000 英呎可使用的面

積，好為未來成立的神學研究中心，

並能容納三萬冊書籍做準備。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  2014 年 12 月份學院

召開年度教師會議。

左圖為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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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參加 2014 美西華人差傳大會，

設置攤位，右圖為 Ruth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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