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聖經神學院

院訊

FAITH BIBLE SEMINARY
院本部:154-02 41 AVE.,FLUSHING NY 11354

2009 年 11 月

(718) 886-9911

第五三期

E-Mail：SEMINARY@FBNY.ORG
WEB PAGE：WWW.FBNY.ORG

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郝繼華牧師/信心聖經會主任牧師/信心聖經神學院院長
為屬天的生命。神學院的目

彼前一 22-二 3

的，就是要把「神的話」裝備

神學院並不是要高舉人的學

在我們生命裏面。

問，乃是高舉神真理的地方。神學

廿多年前有位神學生，

院最重要的使命乃是將真理的道，

他在一所美國神學院受造

深深紮根在學習的人的心中。

就。有次參加一個培靈會，

任何人想要有效的事奉神，都

當時與會的很多人都受到感

必須活在神的話語中，並傳揚他活

動。他在講員呼召時走上前

出的真理。若軍人在戰場上打仗，

去，流著眼淚，公開的說：

手中沒有兵器，結果會如何？今天

「我這兩年在西方神學院裏

有很多在戰場上倒下來的工人，因

受裝備，讀神學，唸很多

為 他們沒 有持 守住神 的真 理。這
「活潑常存的道」和我們之間到底

書，做很多研究，可是偏偏

2009 年秋季開學典禮郝院長(中坐者)與同學合照

有甚麼關係？

很少讀聖經。每天沒有時間

靈修，沒有時間讀聖經，對神的話語越來越生疏。」他在那兒

彼前一 23 說：「你們蒙了重生，不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認罪。這樣的情形，有沒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的神學院裏？我

乃是由於不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神活潑

們高舉神的話語，如果我們只是研究，慢慢就只把神的話語

常存的道」指的是甚麼？就是 22 節所說的「真理」，上下文

當做一種工具，而不以為聖經裏有真正的生命，是來餵養我

是一貫的。今天有很多人分不出甚麼是真理，甚麼是道理。

們靈命的。彼得告訴我們，這活潑的道，和我們的關係：

真理是甚麼？道理是甚麼？只有神的話語是真理，因神的話

第一、潔淨我們的心

語永恆不變，是神所發出的！道理是甚麼呢？「你對人好，別
彼前一 22「你們既因順從真理，潔淨了自己的心…」我們

人也對你好！」這是道理而已，道理與真理是兩回事；注意！

的心要如何得潔淨？此處心可以翻成「思想」，我們「思想」

聖經告訴我們要活在真理中，神所說的，我們就當照著去

的所在，就是我們的內心。有沒有人吃地瓜，切開的時候，

做；神發出的命令，我們必須順服。今天許多基督徒事奉是

心已全壞了，你還照樣煮，照樣吃下去？你不會，因為裏面

按著道理事奉，而不是按真理事奉，這是事奉所以失敗的原

都壞了，知道其他部份也定會受到影響。一個人的內心如果

因。

黑暗了，他的行為就會黑暗，思想乃是代表心的。我們如何

彼得如何形容這真理呢？彼得告訴我們「你們蒙了重生，

使心得潔淨？就是順從真理。很多遠離屬靈道路的人都是因

不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不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

為遠離了真理。

潑常存的道。」我再說，道理不能改變一個真正的生命，只有

真理是絕對的。當被真理光照的時候，絕對不是百分之

真理可以改變我們內裏的生命。一個基督徒屬靈生命的改

九十可行，百分之十不可行，或者存有任何妥協心態。很可

變，不是來自任何世上的東西，而是來自天上的真理。「神活

惜，事奉的道路上，很多人事奉一段時間，就容許一些不合

潑常存的道」，表示神的話語是有生命力的。這裏說的「道」，

真理的東西一點點，一點點的進到生命中。有些人說話不大

好像一個種子一樣，若把一個種子種在心中，雖是很小很

誠實，開始還能節制，越到後來說得越不可收拾；或者做事

小，但在它裏面有能力，能把一個黑暗敗壞的生命，改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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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越來越遠離真理的法則，慢慢放肆起來；我們真的開

庭算不算？其實這些都會過去。當然基督徒在地上的時候，

始順從真理時，我們的心就得到潔淨。彼得再此告訴我們，

因神給我們這許多的恩典，我們感恩，我們懂得如何去管

有些人的心不潔淨，因為他們的心裏沒有真理。

理，我們懂得如何生活。但必須明白，這些並不是我們終極
的目標，傳道人對這方面應有更清楚的認識。

最近看到一篇見證，有位愛主的基督徒，最近進了一間
投資地產公司上班，他的職位是提供各種資訊給房地產經

這裏有強烈的對比是「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強調

紀，這天有位經紀人來詢問資料，他就把那人所需要的資訊

這「道」就是傳給我們的福音，這福音的內容，也就是改變我

一件件的輸入電腦，處理過程中，這位女經紀人態度惡劣，

們生命的真理，乃是神永存的道。

口中不斷吐出污言穢語。當資料輸送完畢，要存入經紀人檔

一個真正活在神活潑常存道裡的人，一定能活出屬天的

案時，這位基督徒問她：「你的密碼是甚麼？」那經紀人不耐

價值來。這個人知道「一切都會過去」，知道甚麼是「有價值

煩的回答，她的答案竟然是「詩篇廿三篇」。詩篇廿三篇是最

的」，甚麼是「神所喜悅的」，他知道「我應該如何分辨事情

優美的篇章，這位經紀人可能是去教會的人，是「稱為」基督

的優先順序」，了解神活潑常存的道的人，就能活出這種屬天

徒的人，如果是的話，她是羞辱主名的基督徒，因為她裏面

的價值。

根本沒有真理。真理可以潔淨我們的心，我們走聖潔的道

保羅說他自己已為基督丟棄萬事，看做糞土，為的就是

路，是靠著神的話語。

要得著基督－這也應該是我們傳道人真正的價值觀。保羅說

第二、過相愛的生活

這句話，是否表示他不愛自己的家？他不顧家、不愛妻子、

彼前一 22 下半說：「…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

不愛兒女？基督徒要分辨清楚，在真理的前題下，活在神的

裏彼此切實相愛。」原文的意思可說是「從清潔的心彼此相愛」

恩典之中，我們要清楚要達成的終極目標是甚麼？我們週圍

這裏講的「以致」就是上文的結果。因為真理潔淨了人的心，

所有的事物、我們一切都是為了要榮耀神，而不是為了滿足

所以才能產生下面的結果。事奉神的人要明白這相愛的生活

我們自己，所以保羅才在這裡這樣說：「我為基督已經丟棄萬

與一般世人相愛的生活是不同的。有些基督徒分辨不清，用

事，看做糞土。」這才是我們傳道人真正的價值觀－神的道帶

人的層面去看有關「愛心」的事，很多基督徒說：「你愛我，

給我們很大很大的祝福。這樣，我們就明白自己的身份，我

我愛你。」大家好得不得了，往後沒有多久彼此竟然關係會又

們該以甚麼態度來生活。

變壞，因為他們不是用真理中的愛來生活。

第四、愛慕神的話語

我們作傳道人要有超越的觀察力，我絕對不鼓勵弟兄姊

彼前一 1 的經文說的是消極方面。我們如果領受真道，生

妹用世俗那一套「你好，我好」那種表面關係來彼此對待，其

命真正改變，我們會脫去這一切的黑暗。要脫去惡毒、詭

實那是俗世的一套。一個真正活在真理的人，才是真明白甚

詐、假善、嫉妒、毀謗的話，這都屬於以前的舊人。

麼是「相愛」的人，這是彼得要告訴我們的。我相信彼得一定
看見當時的基督徒，有人沒有活出這種真實的愛來。彼得才

二 2 乃是積極方面「就要愛慕那純淨的靈奶，像才生的嬰

說：「以致愛兄弟沒有虛假。」只愛幾個人(搞小團體)，或者

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這裡的「以致

只愛與他自己相似的人，都不是真理中的愛，我們要有超越

得救」不是指我們重新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是指救贖地位的

的看見。甚麼是真理中的愛？神「活潑常存的道」能夠使我們

堅固；乃是更叫我們有得救的地位或生命。我們該有甚麼樣

用真理的愛去愛人。你知道我們傳道人面對各式各樣的人，

的態度來面對神活潑長存的道呢？就是「愛慕」。這地方用嬰

如果照著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角度，那是不可能好好服事

孩愛慕奶來形容，表示對神的話語渴慕到不能不靠祂，沒有

的，會沒有辦法面對這麼多人；只有活出真理中的愛來，你

它活不成，我們對真理的渴慕也當如此。

就能面對任何人。

盼望我們同學們在這新的學期中，雖為許多功課忙碌，
但仍能為自己定下目標，在這學期內，把聖經好好讀一遍，

第三、活出屬靈的價值

接受這個挑戰，不是為功課而讀一卷書，而是真的自己讀一

彼前一 24-25「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

遍神的話語，也讓我們活在真理的生活中，凡聖經所說，神

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惟有主的道是永存

所指示的，都願意去行，這樣在我們所行的道路上，就必然

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這裏聖經講出一個強烈

亨通。阿們！

的對比：血氣、草、美榮、花，代表地上短暫的一切，你的

(2009 年秋季學期開學典禮院長之勉勵)

財富算不算短暫的一切？你的年青歲月算不算？你擁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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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改變、停止抱怨
麥克．杜索牧師/紐約碁督會幕教會主任牧師
Rev. Michael Durso/Senior Pastor of Christ Tabernacle Church
我 1975 年成為基督徒，在布魯克林會幕教會聚會，當時
牧師是 Jim Cymbala。25 年前他們植新堂，我和太太就在新堂
開始牧會直到今日。開始時只有 30 人，但神大大的賜福給我
們，我喜歡做牧者，喜歡牧養我的羊羣。我從沒在神學院受
過裝備，我從觀察和閱讀中學習，你們很有福，並不要就停
在這裡，因為跟隨主的道路是不斷學習的過程，你們必須專
注於成長，才能有效的做主的事工，特別在成長上要在意，

願你我皆一生為主

不然就導致後退。你也必須給自己充足的時間禱告和學習。

種改變。這個家庭若不停止成長，就必會有改變；就像是父

「書」是我的導師，也是讓我有能力帶領會眾的原因之一。

母，如果我們拒絕適應改變，我仍會有房屋住，仍然會有家

我用僕人的心帶領教會。身為牧師，我必須經常注意自

人，但這不是健康的家。如果任何事都要照著我的方法行而

己和會眾的心態。現在夏天已結束，進入了新季節，冬天也

不做調整改變，就像是期望自己的孩子永遠不要長大一樣，

快來臨；學校開學了，父母都準備好迎接新的季節。季節變

永遠保持他們的幼稚可愛，可是如果他們真的一直不長大，

換，人們必須調整自己，即使沒有孩子，也被季節影響，路

那就一定有地方不對了。牧會也是一樣，教會成長時，會有

上的交通流量增加，有更多的公車往來。牧會也有不同季

改變，我們需要調適，我們也必須接受改變。我這樣告訴你

節，基督徒成長過程中，需要知道自己目前的情況如何，神

們，因為你們也需要面對並接受改變。如果在城市牧會，城

在我們心中價值地位如何。傳三 1 說：「凡事都有定時，天下

市是會改變的。我已牧了 24 年的會，我可能沒有機會再繼續

萬物都有定時，出生有時，死亡有時，耕種有時，收割有

多牧 24 年，我必須確定我現在所做的，是盡了我最好的力

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萬事都有不同的季節，傳道書中

量，那我就必須瞭解「改變」是其中的一部分。

說有 28 種不同的時段，這些告訴我們所有的事都不是一成不

牧會時如果不注意，我們會忘記「保持警醒」。傳十 10

變的。我希望我們都像以薩迦支派的人，代上十二 32 說：「以

告訴我們斧頭會生銹而遲鈍。當斧頭鈍了，我們需要花更多

薩迦人都通達時務。」做為神的子女，我們需要了解時間，要

的力氣。希望我們能更有智慧服事，而不是更辛苦服事。斧

知道基督在什麼時間做什麼事。24 年牧會工作中有些事從不

頭所以會鈍，是因常被使用，但使用者若忘記磨利它們，就

曾改變，有些事卻跟以前不再一樣，我們需要把它們結束，

要花更大的力氣。我們為神所用時，如果不常儆醒，藉著禱

然後求問神要開始什麼樣的新事工，我們必須適應改變。

告、讀經、學習來磨練自己，我們也會變遲鈍。路五章說人

我今年五九歲，有三個兒子，他們的穿著和我很不一

們修補漁網，因為網上有破洞，那是因為不斷的被使用而造

樣，他們長得也不像我，他們喜愛的音樂和我不同。我如果

成的。當我們為神所用時，要不斷檢查我們的漁網，確定並

要帶領他們，就必須要瞭解並接受這樣的改變。我一生牧會

保持我們的網很結實緊密，這也是牧會所必須注意的。

經歷許多改變，我必須要能調整適應，新的事工必須要開

當適應新的牧會方式時，我們常會陷在微小的罪惡當

創，老舊的必須要結束。一位很有名的希臘哲學家說：唯一

中，這個罪就是抱怨。腓二 14-15：「凡所行的…」所有的事

不變的事情就是改變。我和太太剛結婚時沒有子女，但我們

情，凡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都不要發怨言，起爭

現在已經有了三個孩子，所以我們的家庭必須改變，必須要

論。」保羅這封信是寫給基督徒的，他說在這個彎曲的世代

調整適應。以前我們什麼電視節目都可以看，我們可以整天

中，我們要做到無可指責，要達到這個目標，就是要不發怨

看新聞，但孩子出生後，我們就得看芝麻街，這表示我們的

言。保羅自己有許多事情可抱怨。寫這封信時他人在監獄

家裡有了改變。我們的家繼續增長，我們也必須不停的適

中，他是為了牧會的事而入獄的。他有許多事可以抱怨，但

應。孩子漸漸長大，到了適學年齡，我需要帶他們去學校；

他沒有。他反而告訴我們不要發怨言。這不是說我們不要做

長得更大，我得教他們開車；家庭持續不停的改變。如果我

建議性的批評，我們要評估我們的事工，我們有導師指導我

拒絕去適應這些改變，我們的家庭會變得不健康。

們如何更正確的做事，這是有建設性的而不是抱怨。建設性

同樣的道理也適用於牧會上。教會是個大家庭，會不斷

的批評能讓我們更進步，抱怨卻沒有幫助。全美網球公開賽

改變，在主耶穌還沒有回來以前，我們要不斷的調整適應各

參賽者都是頂尖的運動員，都有教練來指導讓他們能表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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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好，能夠得勝。牧會時，我們也有「教練」幫助我們，那絕

我們如果不小心，就會開始抱怨，聖經告訴我們不要抱

不是抱怨。我們要很小心，因為有時事情看來很不公平，我

怨，因為這樣才能讓神的榮光照耀。不論神把我們放在任何

們會拿別人與自己比較，因而產生抱怨。

地方，我們都要榮耀祂，我們必須像是「黑暗中的燈塔」。我
們抱怨，會讓我們的光漸漸黯淡。很多時候抱怨似乎不重

太廿 1-16 耶穌講到一個主人，清晨到外面找工人做工。

要、沒有影響。歌二 15 說是「小狐狸在葡萄園中」就像抱怨。

北方大道就在附近，每天早上有上百的工人在街角等待著雇

一點點抱怨，可以讓整個果園破壞。傳十 1 教導我們：「只要

主雇用他們，就像這故事的情節。主人在不同的時間出去，

一隻蒼蠅就可以把膏油破壞。」製做膏油需要很長的時間，但

大約六次找尋工人替他工作。與他們商定工價，工人也都同

只要一隻蒼蠅就立刻可將它毀壞。我們可能牧養很成功的教

意了。日落時付他們工錢，給每個人都相同的工資，但是一

會，但只要像一隻小蒼蠅、一隻小狐狸的抱怨，神所賜的這

大早最先被雇用的工人抱怨主人給他們的工資與傍晚才受雇

一切就被破壞了，就會攔阻教會的成長。

的工人一樣，這很不公平。主人卻說：「我怎樣使用我的錢是
我的事，你們本來不是都同意了這商定的工價嗎？為甚麼抱

神讓摩西成為以色列人的牧者，神用摩西拯救他們，將

怨呢？」這在牧會事工也是很典型的問題，有時我們專注在別

他們領出埃及；以大神蹟幫助他們渡過紅海，帶他們到西乃

的工人、教師、牧者身上，我們注視他們的一切；看見自己

山，讓他們在那裏大約有一年的時間；藉著摩西教導他們如

不喜歡的事，我們認為不公平的事，我們就抱怨。

何維護一個家庭。因他們本是奴隸，他們的男人不知如何愛
他們的妻子，孩子們因為從父母身邊被帶走，妻子不知如何

我剛開始植堂時，曾在布魯克林街道上佈道，我十分高

為人母－在埃及時他們這一切都被剝奪。神用一年時間教導

興建立了這個教會，我負責將需要的設備設立在街上，我負

他們如何建立國家，教導他們如何敬拜神、讚美神、並歸榮

責要取到市政府的佈道許可；我在敬拜團中擔任鼓手，敬拜

耀與神，神要在一年後帶神創造的子民進入應許之地。

完後，我還要負責福音短講。神一直祝福我們，佈道完，我
要負責收拾所有的設備，將它們裝上車運回住處。過了一陣

民數記記載著問題突然出現，摩西派了十二個探子，他

子我開始抱怨，我對神說、對太太說、對會友說，我需要比

們帶回當地土產的水果，並證明一切神所應許的都在那裏。

別人早起，我要載運、安裝所有的設備，我要打鼓，要預備

但其中有十個領袖回來後抱怨，說要進入應許之地實在太困

講章，要負責短講，我不停的抱怨。有一天聽到神對我的心

難。民十二說摩西的姊姊和哥哥開始抱怨神，因為神只用摩

說話，祂說：「Michael，這不正是你想要的嗎？你為什麼要抱

西而不用他們，而他們和摩西一樣好；領袖們抱怨說應許之

怨呢？我不是給你所求的嗎？」這是我學到的功課。

地有巨人，無法順利進入。他們的抱怨激動人心起來反對摩
西，人們開始想殺摩西－這一切都因抱怨而來。抱怨產生不

很多時候我們求神使用我們，當祂真正使用時，我們又

信任，不信任帶來困擾，就阻止了百姓的前進。

開始抱怨祂為什麼這樣對待我們。我們到底能付出多少呢？
牧會時必須記得：有些人必需一直工作；有些人必須被人服

牧者所面對的最糟糕的情況就是「抱怨」，抱怨我們的方

事。你們此刻都正聽我講道，替我翻譯的姊妹就站在這裡工

法，抱怨我們的建築，抱怨神所賜的羊群，抱怨這個罪惡的

作，她不能坐在下面，這就是牧會的工作；團契裡有人需要

世界(保羅說這是個充滿罪惡的世代，所以其實我們早就知道

預備茶水，有人要預備場地，教會裡總有事工可以做，也總

這世代的邪惡)。所以抱怨是很愚蠢的，會讓人們停止往前

是有人在工作，有人在享受，這正是聖經所給的教訓。

行，因此，以色列百姓一直未能進入應許之地(民十二－十
四)。神領他們出埃及，他們的抱怨，以及抱怨造成的不信

撒下六章寫到大衛將約櫃帶入耶路撒冷，很多慶祝的活

任，使得神無法讓他們進入應許之地。神說：「我把這地留給

動展開：有唱詩的、伴奏的、有軍人伴隨著一長隊伍的人，

你們的下一代。」身為牧者，我不抱怨我的羊群，我不抱怨會

將約櫃帶進耶路撒冷城。第一次他們出了錯，但第二次他們

眾裡的年輕人，我也不抱怨會眾裡的單身成年人，我也不抱

做對了，他們沒有放棄。跌倒後一定要在原地站起來－這是

怨過去的事，因為如果我抱怨，神就會替他們另找一位牧

大衛所做的。進了耶路撒冷，他們有極好的敬拜，他們讚美

師，把這羊群給另外的牧者了。「抱怨」可不是小事，「抱怨」

神，就像我們剛剛一樣。我雖然不懂中文，但我非常喜歡剛

足以致命，我的看法是「抱怨」造成的傷害比不道德更嚴重。

才的敬拜，因為敬拜是超越言語的。我們在靈裡合一，這樣

出卅二記載神並沒有因拜金牛犢的事不讓以色列民進入迦南

的敬拜讓人感動。大衛敬拜時，所有人聚集在一起，他很興

應許之地(當然那樣的行為有他們當得的報應)，阻止他們進入

奮，他送所有人禮物，分他們麵包、肉、還有葡萄餅；他為

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抱怨轉成了對神的不信任。聖

所有的人祝福。人人都很興奮，有人烤麵包和餅、有人準備

經告訴我們，神所行的一切，我們都不要發怨言。

肉、有人做葡萄餅。牧會時大家在神的工作裡，就是最美好

(2009 年 9 月 9 日神學院早會信息)

的崇拜，總要有人做幕後工作，讓美好的敬拜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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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尋求領袖
郝萬以嘉傳道/信心聖經神學院教師兼行政主任
經文：撒上三
每個世代，神都在尋找為祂說話的人，這人被神稱為神的僕
人，在百姓當中，他卻是領袖。因為時代的需要，神尋求領袖！
在黑暗時代，神要將祂的心意向百姓顯明。
這世代需要領袖！昨天報上有則新聞，標題是「青少年的憤
怒」，講到在麻州(Mass.)一個 18 歲男孩被警察逮捕，因為他踢母
親喉嚨、毆打弟弟、咬父親，把他打倒在地。他父親是個退休警

郝師母致力建立下一代領袖(最右)

察，最後用手銬制止了他。為什麼這青年會這樣兇狠？原來父母

以他不稱自己為「無神論(athiest)」，而稱自己為 apatheist (apathy +

把他手機沒收了，全家因他的怒氣個個受傷。這世界需要領袖！

theist)，因他完全不在乎有沒有神。他說其實基督徒也和他一樣，

另一新聞是歐巴瑪得了諾貝爾和平獎。我想連他自己根本沒

因他有很多基督徒朋友，他們都知道他是不悔改、相信無神論、

想到他會得獎，有報導說，從沒有一位領袖上任不到九個月就可

猶太同性戀者，但他們都不在乎，他們對別人是否相信神反應很

得這樣的獎；諾貝爾和平獎應該頒給世上真有非凡和平成果的領

冷淡。的確，許多基督徒真像apatheist，對周遭的人是否信主？會

袖，而不是因為人有好理想(夢想)就頒給他。到目前為止，未曾看

不會下地獄？能不能得永生？完全沒感覺。這世界需要領袖，教

見歐巴瑪完成甚麼偉大和平的成果。獎金有一百四十萬美元，白

會更需要領袖！

宮聲明所有錢將捐給慈善機構，多少也表現了他們內裡的不安。

(撒上三)說神在黑暗的時代，如何尋求領袖。神一直尋找明

我相信頒給歐巴瑪是因為這世界沒有領袖。兩百多委員找不到合

白祂心意，為祂說話的人；神有許多話想告訴人，人卻把耳朵封

格的人，於是選了個名人歐巴瑪來得獎。這世界需要領袖！

住不想聽。撒上三的時代背景和現今一樣黑暗，「那時代耶和華的

有個出名的流行音樂歌星 Miley Cyrus，很多青少年為她瘋

言語稀少，不常有默示。(撒上三 1)」當神的話語在生活中慢慢減

狂，Twitter 上跟隨她的人有一百一十萬。為什麼？因為這世界沒

少時，人就有禍了，不知該走什麼方向－這是當時撒母耳所處的

有領袖，只好跟隨一個十六歲的小女孩。這世界需要領袖！

環境。不是神不願說話，而是人不願聽神的話。那時童子撒母耳
在以利面前事奉耶和華。約瑟夫(Josephus)在「猶太古史記」中說

不但世界需要領袖，教會也需要領袖。《承先啟後的領袖

撒母耳當時約十二歲，剛進入青少年期；他很小的時候就被帶進

(Leadership Next)》由 Eddie Gibbs 所寫，書中說從 1960 年代到現

聖殿，在祭司以利的督導下學習服事神。三 3「撒母耳已經睡了」

在，北美有四大趨勢：

神向人說話，不一定是人尋求祂的時候，反而是在人沒有預備

一、教會主要宗派包括長老會、信義會、浸信會、路德會…等的

時。當時很可能已近清晨，因為「神的燈還沒有熄滅」，神的燈通

人數一直下落。由主流 mainline 變為次流 sideline。

常在清晨才會熄滅。早上撒母耳會為神的金燈台加油，這應是他
日常的工作。撒上三可以看到神尋求領袖有三個特質：

二、北美教會快速流失卅五歲以下的人。一般宗派教會，不常看
到年輕人。不久前在一加拿大教會聚會，人數不少，望去卻

一、忠信、信實(Faithful)。

幾乎沒有年輕人，服事的都是白頭髮的，這是北美教會的趨

忠信、信實，就是這人每一次、持續的會負起當負的責任。

勢，因為教會領袖沒有因時代改變策略，向年輕人傳福音。

你的冰箱是不是「信實」的冰箱？打開冰箱門，裏面是否都是冷

三、因為宗派沒落、教會人數減少，行政開支增加，許多教會必

的？若冰箱一天冷、一天熱，你會不會把它丟了？神不會用忽冷

須關門。

忽熱、忽遠忽近的人；三天來教會，五天不見人影，這不是忠信

四、越來越少受過神學訓練的傳道人能接班。許多教會領袖已過

的人。青少年睡覺時很不容易叫醒，我知道有些青少年有五個鬧

該退休的年齡，仍不能退休，因為沒有年輕人能接上來。不

鐘，一個響起、按了它；再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個響，就

但這世界需要領袖，教會更需要領袖！

是叫不起來。撒母耳不是，他睡著了，耶和華呼喚他。五節說撒
母耳就跑到以利那裏，不是慢慢走去，是立刻到他的崗位。以利

一位大西洋月報(Atlantic Monthly)作者Jonathann Rauch曾寫過

說：「我沒有叫你，回去吧。」他就回去睡了。第二次神又呼喚

他自己的經驗：有人問他：「你的信仰是什麼？」他想說自己是無

他，他又去到以利那裏。以利又說：「我沒有叫你，回去睡吧。」

神論者(他確實不相信有神)，但大多時他根本不在乎有沒有神，所

若你半夜被叫醒兩次，你的老闆跟你說，我沒有叫你，回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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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再聽到叫你時，你很可能不會起來，但撒母耳繼續起來，

人生。之後他在喬治亞州開創一個敬拜讚美詩班，到今日都仍非

跑到以利面前，這叫「信實、忠誠、忠信」。每次他都到自己的崗

常有名。廿六歲時開創一間教會，當時只有三個成人、九個青少

位，到他該負責的人面前。我相信不只三次，就是十次，撒母耳

年，全部加起來十三人。今天已是幾千人的教會。神那天尋找

還是會照做。信實的人靠得住，他的耳朵敏銳，能常常聽到神呼

他、呼召他，他說：「我願意！」

叫他的聲音，並且立刻行動。有個年輕人，在家從不整理房間，

神呼召人時，不一定是人最好的情況。神呼召摩西時，不

高中畢業後去了海軍陸戰隊，放假回來，父母問他學到甚麼？他

是在埃及作王子的時候，是每天面對羊羣的潦倒牧羊人。約瑟蒙

說他學到了什麼叫「現在」。當父親說現在去把房間收拾一下，他

召時，不是穿彩衣的時候，而是在監獄中。Jonathan Alvarado 蒙召

馬上說「是的」，他立刻就去，這叫信實。撒母耳小小年紀，就顯

時，是走投無路時，神呼召他。阿摩司蒙召時說：「我既不是先

出他對人、對神的信實。

知，也不是先知的門徒，我不過是個牧人，是修理桑樹的。」神也

我 1980 年信主，從信主那天起，卅年來每主日、每星期五

揀選阿摩司，作衪話語的出口。神揀選人、呼召人不一定在人最

晚上的聚會，不論颳風下雪我從沒缺席；不但自己去，還要開車

好的時候，而是神國度有最大需要時。神尋求領袖的第二個特

載弟兄姊妹一起去。除了生兩個孩子後四星期的休息，和開刀後

色，就是「我在這裡」；只要你願意，神就能使用你。

的六個星期休息。每主日一定分別為聖，在神面前忠誠的敬拜

三、受教(Teachable)

祂、尊祂為我的主－這叫信實。上主日和郝牧師到加州開會，紐
約到加州，早上十一點飛到、晚上十一點飛回。我請三藩市接機

神尋找領袖的第三個特色是
「受教(teachable)」
(撒上三11-18)。

的姊妹，幫我們尋找附近十一點半以後聚會的教會。我們一下飛

當神再次呼召撒母耳時，撒母耳知道是神對他說話，就說：「請

機，就立刻開到 San Mateo 去聚會。十二點到達，聽到完整的信

說，僕人敬聽。」10 節說：「耶和華又來站著」這次有點可怕，

息，這是向神的忠誠。撒母耳每次聽到呼喚，都立刻跑到以利面

前三次撒母耳只聽到聲音，這次卻有神的形像「祂來了」「祂站在

前。神尋找的領袖，第一特質就是「忠信」。

撒母耳旁邊」，神將心意告訴撒母耳。神說：「我在以色列中必行
一件事，叫聽見的人都必耳鳴(撒三 11)。」然後神講到審判以利家

二、願意(Available)

的信息。撒母耳是以利帶大的，以利原可讓兩個兒子接續當祭

這段經文中「我在這裡」重複出現了五次(撒上三 4,5,6,8,16)。

司，但兩個兒子都是惡人。第一他們搶奪神的物，在人獻祭時搶

「我在這裡」意思是「你可以隨意使用我，我願意」、「你要我做

走祭物－這是偷竊奉獻；第二他們與聖殿門口的婦人苟合－這是

什麼，我敬聽吩咐」、「我已經預備好為你所用」。聖經中屬靈領

淫亂。神要撒母耳傳神審判以利家族的信息，撒母耳非常不願意

袖對神呼召的回應就是「我在這裡」。創廿二 1 神試驗亞伯拉罕，

做，他是以利一手帶大的。但撒母耳沒有在神的話語上打折扣，

呼叫他的名，他就是回答：「我在這裡」。亞伯拉罕舉起刀要殺以

他沒有增添、沒有減少，把一切話都告訴了以利，並沒有隱瞞(撒

撒時，天使兩次呼叫他：「亞伯拉罕、亞伯拉罕」，再慢一點以撒

上三 18)。這是「受教」，神教導他，他教導百姓，因此神使用撒

就沒命了，他答說：「我在這裡」(創廿二 11)。出三 4 神在荊棘火

母耳。這段撒母耳講給以利聽的信息，是撒母耳作先知說的第一

燄中呼叫「摩西、摩西」，摩西答：「我在這裡」。賽六神問：「誰

個預言。撒上四記載，撒母耳講的話「句句應驗」。

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回答：「我在這裡，請差遣我。」教會開

神興起衪的領袖，讓領袖說的每句話都成就。「撒母耳長大

會時常聽到人說：
「這事工 Michael 做最好。」
總是推責任給別人，

了，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說的話一句都不落空(撒上三 19)」。

神要使用的領袖不求神差遣別人，而是說「我在這裡」。

今天我相信神也在我們當中尋求這樣的人，第一忠信，第二願

傳道人 Bishop Jonathan Alvarado 見證自己上大學時經濟非常

意 ， 第 三 受 教 。 用 英 文 字 的 第 一 字 母 是 F.A.T. (Faithful ，

窘迫，還要付學費。他兼兩份工作，從晚上十二點做到清晨五

Available，Teachable)。聽到神呼召，立刻回應－是忠信；向神說

點；下班回家睡兩個小時，趕去第二個工作；從早上九點做到下

「我在這裡」－是願意；照神的話，一五一十的傳講－是受教。我

午兩點，再趕到學校上課。他修的課全都不及格，那是他人生最

相信撒母耳有這三項特質，就成為神所尋求 FAT 的領袖。

黑暗的時刻，他不知該如何繼續走人生的道路。有次主日崇拜

「忠信」、「願意」與「受教」，都要時間操練，被操練是人

後，教會的人都走了，只剩下他，他走到鋼琴旁，開始彈琴，把

能否被神使用的關鍵。郝牧師很注意家人的健康，他買了一輛在

所有的痛苦都注入琴聲中，把心裡的禱告都化作音樂，甚至忘了

家運動的腳踏車，好讓不愛動的我們在家也可運動。我們可以一

身在教會。有位長者進來對他說：「誰讓你在這裡彈琴的？明天下

面看新聞、一面踩，還可以看消耗了多少卡路里。第一次騎它，

午你到 Bradley Hall 來見我」，說完就走了。第二天星期一，他去

踩了好久才消耗五卡熱量，而吃一個 Candy Bar 就增加 200 卡路

了。這老人家原來是音樂系系主任，聽到他彈琴，非常欣賞他的

里，要花多久才能把熱量踩掉？之後我又努力騎，消耗了 44 卡路

才華，給了他一份工作－帶領 Glee Club。之後他轉到音樂系，每

里，累到腳酸背痛。再過一、兩天，我共踩了五次，每次消耗 50

門課都拿 A，這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上帝和他說話，改變了他的

卡路里左右，也不像第一、二次那麼累。昨晚預備信息，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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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左右，就去踩踩，鬆弛一下。踩到 50 卡路里時，一點不覺得

Gambetta 、 和 德 國 首 相 Bismarck 。 哥 頓 將 軍 (General Charles

累，腳也不酸，就繼續踩，終於破記錄，踩到 60 卡路里。身體經

Gordon)曾訪問李鴻章，問他兩個問題：「甚麼是領袖？在人群中

過不斷操練，耐力會增強，屬靈的操練也是如此。這世界太吵，

怎麼區分？」李鴻章回答：「這世界上只有三種人，第一種是推不

常聽到人的聲音，叫你炒股票、買房子…，都是吵雜的聲音。要

動的人(沒有希望的)、第二種是推得動的人、第三種是推動別人的

不就是太專心於學業、工作或個人問題，聽不到上帝說甚麼。我

人。」請問領袖是那種人？你希望做那種人？

確定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話要說，神希望你知道衪的心意。神有

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是領袖！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世上的

作業給你，你要用一生去完成。撒母耳十二歲時知道他的作業是

光、世上的鹽，光不可放在斗底下，要放在桌上，照亮一家的

甚麼，我廿三歲時聽見上帝呼召，知道我一生要做甚麼。神在你

人。今天許多周圍的人還在黑暗中，需要你領他們出黑暗入光

身上的旨意是甚麼？神在你身上的帶領是甚麼？

明。盼望每個人都能做 FAT 的領袖：忠信、願意、受教，像李鴻
章所說，做那推動別人的人，推動人走向上帝蒙福的道路。

清朝末年中國有個有名的領袖叫李鴻章，代表中國簽訂許多
條約。美國第十八屆總統格蘭特 Grant 曾稱讚李鴻章為當代四大偉

(2009 年 10 月 11 日信心聖經教會主日崇拜之信息)

人 之 一 ； 除 李 鴻 章 外 ， 還 有 英 國 首 相 Disraeli 、 法 國 總 理

岑琬華姊妹/本院畢業生信心聖經教會粵語堂負責人
有病的人，惟一的

出發前對台灣完全沒概念，只知道台灣有好幾所信心聖

盼望只有耶穌。 做

經教會，我很期待去不同的信心聖經教會見識，學習服事、

錯事要負責任，但

牧養。短宣超過所期待的，因我「看見神」。

廿幾歲就到這光
第一類「看見神」是開車有通達的道路。台北到台中、台

景，實是讓人哀

南、台東。我們看著地圖、路牌開車也會走錯路，去監獄佈

歎！對比之下我很

道時，開著開著發覺地圖跟路牌不對，找不到路，就因害怕

感恩，神愛我，我

遲到而焦急起來。竟然甚麼都不知道的情形下，到了監獄，

有很好的成長環

神帶我們準時到達。整個行程常常發生這類事－神在前面開

境，否則我是否也

路。行程安排到台東，因八八水災公路都壞了，沒有公路、

會像她們一樣？

飛機可去台東，終於公路開放了，我們一齊禱告出發。從台

這次短宣看了

南到台東，正常要開二小時，估計水災後需十小時，我們開

監獄裏的人、精神

了三小時多，順利、平安的到達台東。Jesus is our navigator！

病院的人、 水災後

第二頪「看見神」就是去台東沿途必須經過災區，台灣是

的人，我想我不但

充滿偶像的地方，我沿途觀察每個災情嚴重的地方，附近定

要成為傳福音的

有廟或偶像。他們為甚麽那麽敬虔的拜？大偶像旁，不是斷

人，我還要成為可

的路，就是水淹的房子，甚至整村被淹沒。台灣這些年來風

琬華所有的時間都歸給主使用

災、水災、地震不斷，神是要顯明拜偶像越拜就越有災禍。

以給、可以付出的
人，求神開我的眼

睛，讓我更多看見別人的需要。

第三類「看見神」是此次短宣收割的莊稼。短宣隊中有年
輕的、沒有經驗的、傳福音結結巴巴的，但神就是使用我們

我們不能做甚麽，除非神自己動工；短宣不是要你為神

這群只有願意傳福音的心的人去拯救願意相信的人。九天共

做甚麽，是神要藉著宣教塑造你，使你有更好的服事，更有

有 176 人舉手，這是聖靈的工作！

果效的傳揚福音。盼望生命不一樣嗎？ 盼望服事有突破嗎？
參加短宣去經歷神！我保證你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獲！因為我

我們去了女子監獄佈道，那裡大概有六十個女囚犯，都

們的神是全能的神！

很年輕，廿歲左右，全都因吸毒坐牢，還都染上愛滋病。分
享見證時，看著她們心裡想，坐完牢出去又怎樣呢？她們是
7

王冠/本院聖經研究碩士科學生
圍，不准基督教團體進入。短宣隊

行前，心裏充滿了不確定感，短宣隊員的

和長老會的肢體們只能在範圍外焦

調動、交通、住宿、包括如何短宣，我都不確

急。那時真正感覺到臺灣福音需要

定。心中很焦急，我對自己說「從容面對吧」，

的迫切，偶像林立的臺灣需要大家

因神會在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禱告。我雖不是臺灣人，但我愛臺

平生第一次短宣，日程很忙碌，遍及監

灣。真心希望神在臺灣四圍設立火

獄、老人醫院、精神醫療中心、戒毒所，以及

城，將自己的榮耀安置在其中。

信心聖經教會在臺灣的各分會。每處佈道，都
提前一天離開短宣隊，前往北

看到因感動而舉起的手。那些日子心裏毫無雜

京。以為短宣已結束，豈知神在北

念，只一心一意將福音傳出。隊員們在餐廳、

京也預備了福音道路。家人一直隱

街頭、7-11 都不忘把福音單張發出，為神做工

瞞爺爺中風的事，只能移動右手的

的人真可愛。這次短宣被震撼的不僅因一百多

爺爺，口齒已不清。見到坐輪椅的

位弟兄姐妹信主，自己亦親身經歷神的大能，

爺爺我沒哭，他看到的是我的笑

許多困難一一迎刃而解。祂是神，祂與我們同

臉。我跟他分享深深觸動我的經

在。
臺中監獄佈道時，當地同工分享事工說常

王冠親身經歷神的同在

有短宣隊來，可是缺少長期服事同工，監獄事

文：「人子來，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
人。」十分鐘，一向強硬的爺爺決志
信主了；照顧爺爺的保姆也信主

工無法跟進造就。他們雖已信主受洗，可是出獄後接納他們

了！哈利路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切相信的人！」

的教會卻少之又少，讓人唏噓。這事工非一朝一夕可成，需

隨後許多忙碌的應酬，我在飯桌前總要求大家給我十分鐘，

要長期付出；還可能收效甚微，盼望大家為這事工禱告和付

將每天精心準備的經文和他們分享。起初害怕他們不願聽，

出。

之後越來越看到神的預備，藉我述說祂奇妙榮耀的作為。北
京之行親朋竟然有七位信主，就算猶豫沒決志的，也繼續聽

高雄度過非常難受的一天，原本計劃到災區傳福音，同

我分享聖經，竟沒看到任何對福音不耐煩的人，真是奇妙！

時長老會也將集合起來深入災區。聽說有短宣隊曾進入災民
營向民眾唱詩歌，很多基督徒聽到而熱淚盈眶，他們已被佛

盼望自己有更多機會參加宣教事工，盼望大家都積極參

教機構日夜誦經搞得身心交瘁。之後又聽說此機構將災區包

與福音的傳播，更盼望有人為各角落傳福音的戰士們禱告。

任麗鳳/本院證書科學生
「短宣」是在最短的時間裡傳福音，與其他基督徒建立關
係。一星期行程中，與另外四個堂會(泰山、萬華、左營、台
東)的弟兄姊妹彼此分享，參觀台中神學院。行程中除親身體
會災區受創的情形，在台中、台東教會的安排下，在男監、
女監、看守所、戒毒中心、醫院、老人中心、台中公園佈道
都有小型的福音佈道會。我個人都受益良多：
1.

行程的學習：十二人租了兩部車，郝牧師領先，拿著地圖
邊開邊查，福州堂鄒弟兄開另一部車在後跟隨。一路上有
驚無險，從台北－台中－左營－台東，「神是我們的領航

沒有甚麼事比使人得救更能讓麗鳳快樂(最右)

者」一路感謝、讚美的歡呼聲源源不絕。左營到台東是災
區，公路已關閉，所訂的十二張機票已無效，我們憑信心

大的創造，我們三個多小時就到達台東。

開車前往，出發前一天公路通車了。路況不好，估計需
2.

9-10 小時才會到達。我們開車遇到還在搶修的坍地，就小

左營王泰浩傳道和師母牧會多年，當地偶像猖獗，信徒生

心慢行。我生在台灣，卻沒去過台東，一路青山綠水，山

命成長緩慢，六年來教會都沒有成長，他們憑信心仰望，

巒起伏，美不勝收。雖部份地方受創嚴重，但仍看到神偉

與其他教會開始聯合禱告網。神給他們金錢上的祝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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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教會，靠著一位會友奉獻，竟可支付所有開支。
3.

4.

們舉起顫抖的手，熱情的回應神的呼召。

第一站是泰山信心聖經教會成立一週年的佈道大會，葉宇

我很注意右邊的老婆婆，她駝背低頭，身上帶著偶像掛

坤牧師熱情豪爽，幽默風趣，對神的熱情遠超過當地炎熱

飾。站在她身旁，心中直為她禱告。她想舉起手回應牧師呼

的氣溫。教會成立短短一年，就有同心合一、訓練有素的

召，我試著幫她，但那隻手竟然很重，且不停的掙扎，必須

服事團隊。弟兄姊妹做見證，每位都在幾句話中道出神在

努力撐住她的手。同時左手邊也有位老伯想舉手，我很著

他們生命中的帶領和恩典，短宣隊當中多人都受到鼓勵。

急，喊人來幫這老伯。郝牧師遠遠的說：「你兩手都幫啊！」
那是很特別的經驗，聖靈親自在我們當中彰顯大能。

台東曾禮儀牧師、師母除了教會，每週固定探訪戒毒所、
醫院、老人中心，神的名在需要的人中得榮耀。曾牧師全

我們為災難中消失的生命難過，但我們清楚看到黑暗權

家及弟兄姊妹的付出，使人難忘，期望自已將來也能以同

勢的張狂和人爲自已的罪所付的代價，有人在不該蓋房子的

樣的熱情接待別的短宣隊，使神的恩典能藉著人湧流。

地方蓋房子、大量種植檳榔樹、大量抽取地下水…導致土質
鬆散，是這次災難的推手，當地基督徒靈命的進深和真理的

最後一站是老人中心，老人家一個個被推進房間，房間

教導是刻不容緩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切相信的

不大，氣溫炎熱，每位老人都坐在輪椅上，老人家大多面無

人」享受安居樂業生活的同時，也盼望每個基督徒都能有機會

表情。敬拜時場地不夠，我們分散在角落尋找可立腳之處。

參與宣教，親身經歷服事的喜樂。神給我們的遠超過我們所

吉他聲伴隨著詩歌「賜福與你」響起，團員開始與老人家握

求所想，此行所結果子中，最早決志的兩位是我自已的兒子

手，許多原本低頭的老人家開始拍手唱歌，臉上展現花一般

跟准媳婦。榮耀歸於主！

的微笑，有幾位抓著大家的手久久不肯放。牧師呼召時，他

王北瑜/神學院證書科學生
很多短宣團員都是第一次參加，除了憑信心外，我們不
知自己能做什麼。從沒有進過監獄，到監獄門口時，心情突
然變得很緊張、很沉重，覺得人不應該一直被過去綑綁。
進了女監，看到一個個女孩，跟我沒有任何不同。只是
她們曾誤入歧途，但我深信神眼裡我和那些女孩一樣珍貴，
一小時多我們經歷神的大能。她們很專心很專心的聽，我們
很受感動。呼召時，六十位女囚有四十位左右決志信主，我
很想哭，知道從此她們的生命將不再一樣。她們跟我聊起

參加短宣隊是北瑜人生的新經歷(最右)

來，發現她們跟我竟是同年齡層的人，我們的生活方式相差
如此遙遠，但知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笑著在天家相見。

第三件讓很感動的事情是台東老人中心。開始我們拼命
第二件很感動的事是在台東精神病院。當天我要講見

練習我們很爛的台語，除了「耶穌愛你」我們講不出什麼發音

證，看到一些兇神惡煞的眼神看著我，很心慌。郝牧師呼召

準確的字，不過光是「耶穌愛你」這四個字，已經足夠了。

後很多人決志，他們舉起手時，我真覺得他們從此會被神翻
那天與我們分享的老人家總共 22 位，有兩位已是基督

轉，有一天會好起來，為神做見證。

徒。老人家們都很可愛，笑得非常開心，與我們一起同樂。
台東曾牧師把一個男生帶到我面前，讓我陪他聊天。牧

是我最感動的一場敬拜，老人家們坐成Ｕ字型，我們像是小

師告訴我這男生的父母過世，因為心理受創傷，無法釋懷。

朋友般在他們中間又跳又唱，拉著他們的手一起與我們跳，

我很驚訝，同樣的事曾發生在我身上，我也曾以截然不同的

很多阿嬤、阿公也笑著跟我們一起比動作。

態度面對。這男生完全了解我所說的話，他和我一樣十七
歲，一樣在人生中遭受到這種挫折。那天他也決志，我跟他

張逢春傳道將信息翻成台語，我們聽得也很新鮮。那天

聊了很多。他從我進去時的陰沉，到後來笑著，拉著我跟我

下午有十八位阿公、阿嬤信主，那是收割的時刻。很開心他

說話，讓我們親身經歷神醫治人心中最痛的傷口的大能。那

們老年時，可以回轉歸向耶穌，成了生命中最美麗的祝福。

男孩對我說：「我晚上會跟神禱告喔！」我想有一天我還會再

神開啟了我的眼睛，讓我看到以前沒有注意的角落。我

遇見他，那時他一定是已痊癒的人，他會有火熱的心向世界

們身旁有很多沒信主的朋友、家人，還有很多角落，神正等

宣告神在他生命中的帶領。

著我們去為祂做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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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聖經神學院 2010 年春季課程表 (Feb.1~May 15)
9:00- 9:50
10:00-10:50
11:00-11:50
12:00-12:50
1:00-1:50
2:00-2:50

週一 (Mon.)

週二 (Tues.)

週三 (Wed.)

以斯拉,尼希米,以斯帖
(二學分)
李玉惠傳道
論以色列古今
(二學分)
李玉惠傳道

禱告會及試講

早 會

出埃及記
(二學分)
吳光謀牧師

基督生平
(三學分)
郝萬以嘉傳道

合唱(一學分)
楊雅婷老師
宣教韓語(一學分)
金京來牧師

Book of Colossians
(2 credits) (in English)
4:00-4:50
Rev. Leo Kim

3:00- 3:50

何西阿,約珥,阿摩司
(三學分)
金京來牧師

舊約中文翻譯誤差(I)
(二學分)
金京來牧師

週四 (Thr.)

週六 (Sat.)

實用釋經法
(三學分)
陳喜恩牧師

教牧書信
(二學分) (八週)
郝繼華牧師

敘述性講道法
(二學分)
江偉強牧師
聖經英文-羅馬書
(二學分)
吳承恩傳道

5:00-5:50
夜 間 課 程
6:00- 6:50
7:00-7:50
8:00- 8:50

Book of Acts
(2 credits) (in English)
Rev. Leo Kim

教會歷史(下)-宗教改革至廿世紀
(二學分)
郝繼華牧師

箴言
(三學分)
郝萬以嘉傳道

(八週)

9:00- 9:50
個人司琴課程： 楊雅婷老師 (鋼琴或電子琴) (1 學分)，每學期

2010 年密集課 A： 小先知書之教導與講道 (2 學分)

六堂，學分費及個人指導練習費用共計$290，
需自備樂器，每週至少自行練習四小時。

教師：Dr. Donald Lloyd Hamilton (英翻中)
日期：2010 年 1 月 11-14 日 週一至週四
時間：9:00 am – 4:00 pm

2010 年 1 月 9 日基督教教育大會(全程聽課之學生以 1 學分計算)
2010 年密集課 B：彼得生平與腓利門書 (2 學分)
教師：賴若瀚牧師
日期：2010 年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週一至週四
時間：9:00 am – 4:00 pm

期中進修課程： 聖地進修(3 學分)
日期：2010 年 4 月 4-12 日
教師：郝繼華院長
詳情請看末頁

修學分同學務必參加 2010 年 1 月 30 日星期六上午十一時之開學禮
---------------------------------------------------------------------------------------------------------------------------------------------------

信心聖經神學院 2010 年春季課程

報名表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first) _____________________(last) 性別: 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 住家(H):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O):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讀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位/證書: □ 學士
費用: 每學分$140，旁聽每學分$70 (首次報名，請繳報名費$50)
請將支票與此註冊表寄至：信心聖經神學院 Faith Bible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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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

電話/傳真：(718) 886-9911
154-02 41 Ave., Flushing, NY 11354

□ 證書

□ 旁聽

1.

信心聖經會十四週年慶典已於十一
月七日在「希望中心」舉行，特別邀
請九十高壽，蒙神重用之僕人于力
工牧師傳講信息，信息題目為「活出
基督的生命」(亦為本會 2010 年之年
度主題)，感謝神帶領本會走過十四
年頭，並賜下豐盛恩典。

希望中心準備迎接讚美大型聚會

2.

2009 年秋季共有 95 位同學註冊上

領袖高峰會基督會幕教會熱情接待

課，20 位新生。再過五週本學期將
結束，請繼續為老師、學生代禱。
3.

神學院舉辦之一年一度「基督教教育
大會」將於明年 2010 年 1 月 9 日(週
六) 9 am-3:45 pm 在本會法拉盛市中
心教會舉行，大會主題為「討神喜悅
的信心 God-Pleasing Faith」，主要講
員為哥倫比亞神學院講道學系主
任 ， 唐 ． 漢 彌 頓 博 士 Dr. Don
Hamilton。歡迎預留時間與會。

即使腳受傷也得上課受裝備

領袖高峰會上完課熱烈的討論
4.

2010 年 1 月 11-14 日(週 1-週 4)將由
Dr. Don Hamilton(唐．漢彌頓博士)
教密集課：教導與傳講小先知書
(Teaching and Preaching the Minor
Prophets)，漢彌頓博士在明州 Bethel
神學院得博士學位，除著作外並時
有精闢論文發表，詳情請參附頁。

5.

希望中心申請 CO 之改建藍圖已於
10 月 1 日由樓宇局批准，改建小組
業已成立，總工程款為 33 萬。盼在

週二試講會的敬拜

明年 1 月底前籌齊首期款 18 萬，即

開學典禮同學見面格外高興

可開工，請您代禱並參與。
6.

2010 年 3/29 至 4/1 有賴若瀚牧師教
導二學分之密集課「彼得生平與腓利
門書」; 3/6-27 在法拉盛教會有賴牧
師及師母之「恩愛夫妻」專題；3/27
晚間亦有為單身者預備之「交友與約
會」專題，詳情將於屆時前公佈。

7.

神學生任宗霖之妻已於 10 月 27 日產
下早產兩月之雙生兒女，請為仍需

同學之母回中國前離情依依

住院五週之嬰兒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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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胞兄妹均仍在加護病房(妹 Esther)

院

本

部

5/1/09-9/30/09 財政收支簡報
收入

２０ 1 ０年秋季課程 (Feb. 1– May. 15)
週一上午 以斯拉，尼希米，以斯帖 (2 學分)
上午 論以色列古今 (2 學分)
下午 宣教韓語(1 學分)
Book of Colossians (2 credits)
週二上午 出埃及記 (2 學分)
下午 合唱 (1 學分)
下午 何西阿，約珥，阿摩司 (3 學分)
晚上 Book of Acts (2credits)
週三上午 基督生平 (3 學分)
下午 舊約中文翻譯誤差 (2 學分)
晚上 教會歷史-宗教改革-廿世紀 (3 學分)
週四上午 實用釋經法 (3 學分)
下午 敘述性講道法 (2 學分)
下午 聖經英文-羅馬書 (2 學分)
晚上 箴言 (2 學分)
週六上午 教牧書信 (2 學分)

支出

奉獻收入：
$30,584.00 行政費：
$13,712.75
助學金及指定奉獻 $1,000.00 本校老師鐘點費： $5,207.71
院本部學費收入： $75,824.29 院本部密集課：
$6,319.75
海外分校與延伸： $7,687.95 海外分校：
$6,551.10
希臘進修團：
$78,763.50 薪金福利：
$67,362.98
希臘進修團：
$65,719.55
助學金及指定奉獻 $2,590.00
其他：
$32.00
總收入：
$195,449.74 總支出：
$167,495.84
上季結存： (不 敷 ) $5,339.29 本季結存：
$27,953.90
本季總結存：
$22,614.61

李玉惠傳道
李玉惠傳道
金京來牧師
Rev. Leo Kim
吳光謀牧師
楊雅婷老師
金京來牧師
Rev. Leo Kim
郝萬以嘉傳道
金京來牧師
郝繼華牧師
陳喜恩牧師
江偉強牧師
吳承恩傳道
郝萬以嘉傳道
郝繼華牧師

每月財務預算：
同工薪津
老師鐘點及行政費
預算總計

$12,892.21
$4,970.00
$17,862.21

台 灣 分 院

個人司琴課程： 楊雅婷老師 (鋼琴或電子琴) (1 學分)，
每學期六堂，學分費及個人指導練習費用
共計$290，需自備樂器，每週至少自行練
習四小時。

２００９年密集課(由本院老師赴台教授)
2009 年
10/28-11/2 使徒行傳 (2 學分)(台中)
金京來牧師
金京來牧師
11/3-5
耶穌的比喻 (2 學分)(台北)
2010 年
2/23-25
羅馬書 (2 學分)(台北)
郝繼華院長
2/27-3/2
教會增長與植堂 (2 學分)(台中)
郝繼華院長
詳細上課時間，請與台灣分院主任或秘書聯絡。

２０１０年 密集課
密集課程 A： 教導與傳講小先知書 (Teaching and Preaching
the Minor Prophets) (2 學分) 英翻中
教師：唐．漢彌頓 牧師 (Dr. Don Hamilton)
日期：2010 年 1 月 11-14 日 週一至週四
時間：9:00 am – 4:00 pm

台灣分院主任曁台中課室聯絡人：張逢春傳道
電話：(04) 2372-4889, 0933-189-399
地址: 台中市雙十路一段四之 33 號 11 樓之 2
台北課室：聯絡秘書：白汪淑傳道
電話: (02) 2302-5026, 0937-919-706, 傳真: (02) 2302-5026
地址: 台北南京東路禮拜堂 (台北市南京東路三段 130 號 B1)

密集課程 B： 彼得生平與腓利門書 (2 學分)
教師：賴若瀚 牧師
日期：2010 年 3 月 29 日-4 月 1 日 週一至週四
時間：9:00 am – 4:00 pm

以色列聖地進修團
日期：2010 年 4 月 4-12 日
領隊：郝繼華院長
神學課程：
+新舊約縱橫 (此行程修課以 3 學分計，為鼓勵神學生實地經
驗聖經史地，本課程旅費雜費自理，學分費減半。)
費用：$2,150 (包括來回機票、7 晚住宿及早晚餐、各項入場
費、各樣稅金、司機旅館小費等)；以 色 列 簽 證 ( 非 美
國護照)自費；個人若需住單人房需另加費用；
參觀地點：約帕、加利利、耶路撒冷、橄欖山、迦密山、拿
撒勒、迦拿、死海、馬撒大…等。

歐洲信心聖經學院(巴黎)
２００９年密集課
2010 年 3 月、5 月、8 月、12 月開課
負責同工：林進光弟兄 0627438871

溫哥華信心聖經神學院(與維華學院合作)

函

２００９年密集課

授

部

學制：1. 聖工學士科(120 學分)
聯絡：梁慧賢姊妹
2. 聖工碩士科(60 學分)
資格：重生得救，願受真理造就之信徒，歡迎索取簡介。

2010 年 2 月、5 月、10 月、12 月開課
負責同工：楊美博老師 909348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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