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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勉勵

院訊

上帝揀選的僕人
李錦綸

耶

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

的背景是，上帝的子民陷在偶像崇拜的無知中，耶和華

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的處理方法，就是差祂的僕人傳揚公理。

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

上帝的僕人有幾個特質：

亞的話，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

一、是上帝親自揀選的，也是祂所親愛的。上帝所

愛、心裡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

揀選的僕人，就是祂心所愛的、所想念的、所珍惜的。

公理傳給外邦。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

而耶穌基督活出彌賽亞的生命，祂的行動（Action）表

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

明祂就是上帝所揀選、所愛的僕人。

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二、上帝必賜祂的靈給他，上帝的僕人領受上帝的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馬太福音12:15-21）

靈，也必然活出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僕人彰顯上帝的生
命。

耶穌─上帝揀選的僕人

三、他會將公理傳於外邦。上帝差派祂的僕人，施

馬太福音12章15-16節提到，耶穌知道眾人的心，

行公義、傳揚真理到外邦。耶穌基督透過祂的行動，證

祂知道因為祂沒有按照猶太人人為的規矩行事，卻在安

明祂是彌賽亞、是上帝的僕人，祂不爭競、不喧嚷，壓

息日治病，因此猶太人計畫殺祂。祂雖然被猶太人拒絕

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上帝所

（Rejection），但祂知道有人需要祂的幫助，祂也吸引

揀選的僕人通過行動將公理傳開，他能使真理具體的表

了（Attraction）許多人跟著祂，祂就按照上帝的旨意

明在生活當中。

把其中的病人都治好了。

是否有僕人的特質與行動？

耶穌透過祂的行動（Action）來表明祂是誰，耶穌
的行動和祂的生命表明了祂是上帝所揀選的僕人。耶穌

上帝將祂的靈賜給祂所揀選的僕人，因此上帝的僕

「知道」什麼和祂「做」什麼有絕對的關係；祂離開拒

人必活出上帝的生命，通過服事、行動表明他是屬於上

絕祂的群體，做神要祂做的事，祂不需要人為祂作廣告

帝的人。這段信息提醒我們，我們是祂所揀選的僕人，

（Promotion），祂囑咐人們不要給祂傳名，因為祂的行

是否有祂的靈同在？是否也能活出真理？

動和祂的生命就是最好的廣告。

上帝揀選的僕人特質

(李老師現任創欣神學院教席教授兼神學博士科主任)

17-21節，馬太引用了舊約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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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校區畢業典禮

年6月底，創欣神學院有124位學生
陸續在各校區畢業，分別為：教牧

3月11日， 法國 校區第四屆畢業典禮在法國華人基

文憑13人，神學副學士10人，神學學士10人，基督教研

督教會救恩堂舉行。英國COCM總幹事呂子峰牧師以「工

究碩士59人，道學碩士19人，神學碩士6人(含2016年論

人靈命建造的三個維度」，勉勵畢業生要看重靈命的建

文完成者4人)，和教牧學博士7人(含2016年論文完成者5

造。許震毅副院長在差遣禮中訓勉畢業生「舉目觀看，

人)。有些畢業生將繼續接受裝備，有些則準備進入神所

莊稼已經成熟了」，全體畢業生獻詩齊唱〈我願為祢

預備的禾場，收割莊稼。

去〉。並由法國校區執行主任高玲玉傳道勉勵畢業生。
典禮結束後，隨即宣布第五屆神學課程開始招生。

美國校本部畢業典禮
貴賓來訪

6月3日，美國校本部舉行了第一屆畢業典禮。在雄
壯的序樂中，院長、主禮團和畢業生緩緩進場，全體會

中國神學研究院李思敬院長來訪，跟本院教職員、

眾齊唱〈神的信實何廣大〉。接著由博士科主任李錦綸

同工們分享許多寶貴的意見和經驗，感謝李院長給予我

教授用馬太福音12章15-21節「上帝揀選的僕人」為題，

們團隊很大的幫助。

勉勵大家。校本部第一屆畢業生有：教牧學博士7人，神
學碩士6人，基督教研究碩士3人。差遣禮中，神學碩士
科主任羅教授訓勉畢業生要「跟隨主的腳蹤往前去」。
教牧博士科池牧師、神學碩士科丁均傳道和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周敬原長老，分別代表各科畢業生致詞。畢業典
禮在神的同在和眾嘉賓的祝福中，莊嚴、隆重、順利的
完成。

馬德里校區畢業典禮
3月4日，馬德里校區第一屆畢業典禮，在西班牙

本期院訊，我們與關心創欣神學院的夥伴們，分

華人基督教會舉行，由創欣神學院副院長許震毅教授主

享校本部、馬德里、法國 畢業典禮中，師長的勉勵和學

禮，國際歐華神學院院長王貴恒博士證道，陳俊偉院長

員們的感恩。請繼續為創欣在世界各地的校區代禱和奉

頒授學位及證書。西班牙華人基督教會總會主席陳正波

獻，本院訊第7頁，有學院下半年度在美國校本部，紐西

長老及總會行政部部長裘軍雷長老勉勵。畢業典禮隆

蘭、雪梨、南非、倫敦、法國 課程及校區聯絡人，若您

重、溫馨、感人，讓與會嘉賓留下深刻印象。

有感動，歡迎加入接受裝備，或成為創欣的支持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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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與使命

跟隨祂的腳蹤往前去

羅結

他

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要在

而《出埃及記》，則是以第二個差派禮為始。和

這時候使以色列復國嗎？」耶穌說：「父憑

這兩個差派禮相較，耶穌在《使徒行傳》第一章中所做

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間或日期，你們不必知道。可是

的，其實和神在《創世記》中所行的，並沒有差異。耶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

穌差派門徒的目標，正是父神一開始想要藉著亞當和夏

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娃來完成，卻沒有達成的任務。

人。（徒1:6-8）

在聖經歷史中，神要藉著耶穌所進行的第三個差派

門徒的三個提問

禮，來成就祂一開始的計劃。因此門徒發問之後，耶穌

這段經文之前，耶穌要門徒留在耶路撒冷，因為聖

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間或日期，你們

靈即將降臨在他們身上。對熟悉舊約的門徒來說，他們

不必知道。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領受能

知道耶穌所說的，是先知約珥所發以色列將要得著復興

力，並且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

之預言的應驗（珥2:28-32）。因此自然要問耶穌說：主

極，作我的見證人。

靠信心去成就神國的使命

啊，你要在這個時候（現在）使以色列復國嗎？這個問
句中，門徒問了三個問題：復興的時間（現在），復興

在這個回答中，我們清楚看見三件事。第一，耶

的方法（以武力讓以色列脫離羅馬的管治），及復興的

穌差派門徒，是要他們去完成父神的國度。第二，能力

範圍（以色列）。門徒為什麼會以地上國度的方式，來

來自聖靈，因此這個大使命的性質，乃是一場屬靈的爭

理解耶穌的吩咐？

戰。第三，神國的範圍，不再侷限在以色列，而是全世

在《出埃及記》，我們看見神的靈，以雲柱和火柱

界，因為門徒要從耶路撒冷開始，直到地極，作耶穌的

的形態，帶領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進入迦南地。神要

見證人。簡言之，門徒所領受的使命，是為神、屬靈和

他們藉著刀劍武力來取得那地，並在其上建立屬神的國

全世界性的。

度。從這個背景來看，門徒問「你要在這個時候使以色

神並沒有讓我們知道祂的國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完全

列復國？」正是這段歷史的準確反映。但耶穌從死裡復

成就，因此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們只能靠著信心往前

活的意義，卻不只關乎一個舊國度的復興，而是一個新

行。但我們的信心，並不是沒有根基的，因為我們所領

國度的出現。

受的使命，乃是從那已經死裡復活的主而來的。在不知

透過差派去成就神的計畫

道神國何時成就的情況下，祂已經忠心至死的完成了祂

《創世記》1-2章，記錄了神所進行的第一個差派

的使命，因此作為羔羊門徒的我們，也要效法祂，跟著

禮。神差遣祂所造的人類，要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地

祂的腳蹤往前而去。

面，治理這地，好讓屬神的百姓，能在這個世界建立神
的國度（創1:26-27）。

(羅老師現任創欣神學院教席教授兼神學碩士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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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校本部

即將起飛翱翔在事奉的藍天

感謝教導我們的老師，帶給我們豐富的神學教育，
教牧博士科

池牧

你們辛苦的宣教式教學，給我們樹立榜樣。我的指導老

創欣七年，我們都感受到不僅老師們有良好的教學

師學識豐富，溫柔耐心地指導我的論文。多少次，當我

水平、高尚的職業道德，更有著細膩的情懷和基督的愛

把論文發出去時，都替老師想，怎麼會碰上這樣糟糕的

心。創欣不僅是學術知識的授予，更關注學生品格、氣

學生！可每一次，老師都具體的指點，從不降低標準，

質的培育，以及事奉和學術能力的提升。

讓我無話可說，這就是驚喜。

創欣的辦學理念、治學態度、教學水準，得到學生

老師是教書育人的榜樣，是學生們的牧者，我代表

以及各處教會的認可。許多教會牧者說：「將學子交給

神碩畢業生向老師們鞠躬致謝。感謝學校董事們積極籌

這樣的學校，我們放心」。

款，感謝辦公室同工的付出，也謝謝牧者和弟兄姐妹金

我們本來對教牧學所知甚少，經過這塊沃土的滋

錢的奉獻和代禱，使得創欣神學院越創越欣。

潤，園丁們的精心培育，我們已成為學術型的牧者，羽

感謝、再感謝

翼漸漸豐滿，即將起飛翱翔在事奉的藍天。不管將來飛

碩士科

得有多高，學術能力有多強，都不忘記是創欣給了我們

周敬原

2013年9月，創欣神學院開始在聖地牙哥招生，感

成功的種子，起飛的動力。

謝陳院長和董事們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我們。

任重而道遠

創欣的老師們教學認真，學歷好，也很謙卑，是我
教牧博士科

路加

們學習的模範。有些老師為主放棄很好或穩定的工作，

當院長將帽子上的金穗子划過，宣告我已是教牧學

甚至必須與家人短暫離別，到世界各地教書，做宣教的

博士，這是對過去六年努力求學的肯定。但它不意味學

工作。求神紀念他們的辛勞，也願他們的日用飲食及一

習的結束，而是新學習的展開，會有新的挑戰。因為我

切的需要，神都天天加添。

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學習是一生的歷程，

要再次感謝父神，還有我太太、姊姊的支持與鼓

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還要學得好，我們是為主而學，

勵，牧者兄姐們的代禱與關心。學習神學的過程中，雖

為更好的事奉而學。

然有困難、有眼淚，卻是值得的，希望我人生的下半

在祝福和囑託中，畢業典禮進入尾聲，對我來說

場，做出對社會有影響力、有意義的事。願榮耀歸天上

事奉的責任更重了。對牧養教會、神學教育、宣教之路

的父神。

從此有了新的託付，前面的路任重而道遠。求神看顧保
守，賜能力與夠用恩典，助我完成使命。

五年神碩，既艱難又驚喜
神學碩士班

丁均

五年的學習，每走一步都是雖艱難卻驚喜。
說到艱難，哪有讀書不苦的？記得知道學校接受我
讀神學碩士的那天，我高興的不得了。可是第一天上課
回來，心情卻非常沉重，深覺神碩課程不容易。

4

eNews No. 15, Jul 2017

畢業生感言

馬德里校區

成為福音勇士
碩士科

程建平牧師

這是愉快的四年，因有神的恩典陪同；又是艱巨挑
戰的四年，因讀一大堆書讓我眼花繚亂，眼鏡片增厚不
少！我們是在徬徨險境的邊緣中畢業了，在艱難環境的
堅持中畢業了，在上帝恩典的笑臉中畢業了。
雖然畢業了，天父賜予的教會責任和擔當才開始；
聖靈引導的生命成長和更新，應更上一層樓；耶穌基督
賦予的福音大使命，應更加清楚也更當委身。
今年也是西華教會三十而立之首年，我們制定了
以佈道為導向的核心價值，確立了「傳揚福音，作主門
徒」的使命。期望每位畢業生都成為西華教會的福音勇
士，為同胞的靈魂，為基督國度的擴展，讓「爭戰得

為主作美好見證

勝！得地為業！」的宣告，成為我們的動作。

教牧文憑科 朱安安

感謝默默付出的奉獻者，在神前屈膝的代禱者，也

約翰衛斯理說，世界是我的教區；創欣神學院老師

感謝創欣老師們辛勤耕耘和忍耐授課。

說，世界是我們的校區！

努力向前奔跑

創欣神學院以創新的方式，走出傳統神學院的圍
副學士科

陳微芬

牆，到有需要之處，培育華人神學教育人才，自2002年

四年的課程，能堅持到最後，不是我的意志力强，

以來培育了許多神國工人。馬德里校區於2013年2月開

完全是神的幫助。我是一個卑微的小姊妹，在讀神學院

設，至今也已造就了24位主內同工。

的過程中，常有軟弱、膽怯、灰心，可是我發現，什麼

四年來，同學們辛苦地學習，除了上班、家事、服

時候禱告，定睛仰望神，什麼時候就剛強壯膽了。神要

事、還趕來上課、交作業。家人尤其辛苦，為了支持配

我曉得，祂的旨意不能攔阻，在祂凡事都能。

偶學習，犧牲很多。然而，神的呼召是有意義的，是有

畢業了，要圈上句號。然而，它又是一個嶄新的起

神聖使命要託付的。神定意要我們跟從祂，作主門徒，

點。未來服事的道路，我們一定會碰到各樣的處境與挑

傳揚福音。馬德里有三家華人教會，全職同工只有二

戰。不過，無論環境如何，定睛仰望掌權的、我們生命

位。失喪的靈魂卻有6萬，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工

的主，祂的榮耀就會顯現，祂的能力就會覆庇我們。

場。

讓我們共勉，進入該有的角色，不作旁觀者，好好

畢業後，要付代價，更深地跟從主，為主可以流

珍惜時間，把握機會傳揚福音，見證主名，靠著加給我

汗、可以流淚，甚至流血，就是不要再去愛世界。願神

們力量的神，努力奔跑，堅持不懈，一切的榮耀都歸給

大大使用、膏抺，使我們在馬德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至高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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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校區

畢業生感言

學而後知不足

越學習越認識神
碩士科

吳尚前

牧職文憑科

侯曉露

神學院的第一門課，上帝就透過許老師教導摩西

這三年對我的衝擊非常大。越來越發現我所認識的

的特質，對我說話。「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

神被自己畫小看小了，越學習越認識祂是無窮大，本以

的眾人」，他甚至「俯伏」在眾人面前服事人。上帝問

為自己有點懂，卻越來越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懂。

我：「吳尚前，你是誰？你服事的動機是什麼？摩西對

三年的學習開啓了我與神關係的新階段，事實上，

你的意義是甚麼？」聽完那門課，在神面前我靜默了。

三年後的今天，才剛剛開啓神學院的學習。感謝主恩，

我很願意服事，卻都只是把自己的驕傲不斷展現在別人

給我們預備教會實際學習的機會，感謝創欣神學院繼續

面前。我對太太說：「如果我這輩子有一個最重要的功

在此地開課，甚願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都得以做成，願

課，那就是學習謙卑，直到主再來。」

神在我們生命、服事中得著祂當得的榮耀。

我的驕傲也使我嚴厲對待服事的對象。我對年輕人

更知道如何迎接挑戰

嚴厲，對他們的服事要求苛刻，以致忽略最重要的，就

教會事工科

是讓他們得著神要他們得著的，就是耶穌自己，甚至我

左林蓉

也在過程中迷失了。但是，黃老師的四福音書與保羅書

三年的學習，使我們更認識聖經真理，擴張了對神

信，告訴我：上帝的恩典不是要讓我們停留在原地，是

國度的視野，豐富剛強了的生命，更深化了靈命，寬廣

推著我們朝成長之路前進。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豐功偉

了心胸，加強了事奉傳福音的使命感。三年同窗更建立

業，而是讓基督在我身上顯大。那一刻我才明白，此生

了永恆國度的情誼。
因創欣在巴黎開課，讓我信主後，不但在教會得到

最重要的是，得著基督所要我得著的，並且讓其他人也

牧養，還得到神學栽培，讓我在聖經知識、事奉操練等

得著基督。

方面，因著實際事奉和神學裝備，學習有動力，事奉有

神學院三年，剛懂得我的生命方向，服事的態度，

方向。

開始能領受，就要結束了。我欣喜地吸收，原來上帝透
過聖經要對我說的有這麼多。老師們對世界宣教的福音

謝謝各教會的牧長同工，不但支持我們進修神學，

之火燃燒著我，使我被激勵，因此跟著教會牧師上街唱

也提供讓我們學以致用的事奉平台，加深學習的動力和

詩歌、傳福音。

印象。我心充滿感恩，更踏實的知道如何坦然迎接新的
挑戰。

創欣三年，教了我作基督徒十幾年沒有明白的很多
事，也告訴我，因著我的驕傲錯過了很多神的美好。最

也要感謝家人的支持，我們忙於學習而不能兼顧

重要的是，讓我知道，我對神的認識與了解永遠不夠;

工作，你們卻無怨無悔的分擔。願我們所學的能成為教

直到見主面的那天，我都要不斷地到神面前，求神充滿

會、家庭和身邊人的祝福。

我、幫助我這個不配不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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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校本部課程
舊約歷史書研究

視野與領導力

上課時間 : 2017 Sep 16, 23, 30
( 週六 ) 9am - 5pm

上課時間 : 2017 Oct 03 - 12,
Oct 24 - Nov 9
( 每週二、三、四 )

張曉丹老師

陳俊偉老師

美 國 Princeton 神 學 院 Ph.D., Calvin 神 學 院 M.T.S., 現

美國 Fuller 神學院 Ph.D., Loma Linda 牙醫學院畢業，現

任 創 欣 神 學 院 舊 約 教 授。 專 長 : 舊 約 研 究。 著 有《I,

任創欣神學院院長。專長 : 系統神學、舊約神學。著有

you, and the word "God": finding meaning in the song of

《國度神學》、《舊約神學與信息》、《舊約導論》、《視

songs》。

野與領導力》。

通過學習本課程，可以了解舊約歷史書各卷所處

通過此課程，幫助學員從四種領導框架 ( 結構、

的歷史文化背景，並熟悉其基本結構和內容，掌

人力資源、政治、象徵框架），探討卓越的領導

握它們的神學綱要，總結它們的具體神學意義，

模式，提升視野，轉換思考， 培養領袖的素質。

進一步應用在今日教會和基督徒的生活當中。

認識精神心理健康
與障礙

校本部研習會

講員: 畢新東醫師

時間 : Sep 9, 2017 9am - 3pm

地點 : 412 E Rowland St.
Covina, CA 91723
626-339-4288
電話 :

電郵 : info@mygets.org

地點

課程

澳、紐
神學方法論
( 教博班）
護教學

雪梨

聖經神學
舊約歷史書研究

教師
董家驊

倫敦
駱德恩
羅偉
許震毅

校區聯絡人 : 呂萬清牧師
電話 0490-350-737 電郵 jefferson@mygets.org

紐西蘭

詩篇與箴言研究

劉少平

四福音書研究

黃維菱

小先知書

張曉丹

校區聯絡人 : 沈振國長老
電話 09-5373159 電郵 ckpshen@gmail.com

地點

課程

教師

講道學

林炳輝

實踐神學與當代議題

董家驊

一般書信研究

潘定藩

敬拜學

陳逸豪

校區聯絡人 : 譚健生宣教士
電話 07952 882746 電郵 info@gets-uk.org

法國巴黎 教牧班

約翰福音研究

莊信德

教會關懷事工

林添生

法國巴黎 門徒裝備班

路加福音研究

莊信德

靈命塑造

林添生

校區聯絡人 : 高玲玉傳道
電話 0667016816 電郵 chansummi@yahoo.com

南非約堡

講道學

林炳輝

一般書信研究

潘定藩

詩歌智慧書研究 ( 網路）

賴建國

律法與福音 ( 網路）

許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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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聯絡人
: 劉秋熔姐妹
電話 0824494319 電郵 chiu.jung.liu@hotmail.com

創欣各校區課程

7 - 9:50pm

412 E. Rowland St., Covina, CA 91723, USA
Tel: 626-339-4288 Fax: 626-339-4453
www.myg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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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

使命

為普世華人教會

藉著神學教育的推廣與實踐，為神國培育：

訓練傳道人員與

1.
今日教會所需的傳道人員，使他們能回應時代需要、在教會中有效地牧養。

神學教育人才。

2.
神學教育人才，使神學教育得以傳承、普及，進而加速信仰在文化中生根、在民族生命中結果。

奉 獻 方 式
《匯入在美帳戶》

《匯入在台帳戶》

I.

I.

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奉獻
請至學院官網 www.mygets.org 的「支持奉獻」選擇奉獻方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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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國外匯款
匯款銀行：JPMorgan Chase Bank
分行名稱：Citrus and Workman
戶名：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
帳號：895006398
Swift Code：CHASUS33
銀行地址：2800 E Workman Ave, West Covina, CA91791
銀行電話：+1-626-967-1581
＊ 如有疑問請聯繫美國會計 Amanda 姊妹
accounting@mygets.org
+1(626)339-4288

台幣帳戶
匯款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分行名稱：天母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中市創欣基督教研究中心
帳號：012030005293
銀行代碼：013

II. 外幣帳戶
匯款銀行：Cathay United Bank, Taipei, Taiwan
戶名：GETS Theological Seminary
帳號：012087037949
Swift Code：UWCBTWTP
銀行地址：3F, No 65, Guan Chien Rd, Taipei,
Taiwan ROC

＊ 匯款後請聯繫台灣會計柯華齡姊妹，提供奉獻者姓名
及寄件地址，以便開奉獻證明。
accounting.tw@myge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