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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網頁上隨手可獲得許多

玲琅滿目，令人眼花瞭亂的知識。對於靈命的成長，

許多人自然的想累積更多的聖經和神學的知識。雖

然知識的成長是必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可是

基督教的信仰並不是建立在知識上，乃是在基督耶

穌這獨一無二的磐石上。只有耶穌是道路、真理和

生命（約14:6）。

知識大爆炸帶來神學教育的復興，也同時帶來了前

所未有的挑戰。神學院開始成為許多信徒試圖與神

建立更親密關係的一個自然的平台。神學院因應需

求，不能只專注在訓練教牧人員，也必須拓展更多平

信徒培訓課程。這都是令人欣慰無比的發展，只是，

曾幾何時，知識的膨脹也帶來了不少的隱憂。聖經

知識的加增本身並不一定等同人與神關係的加深。

福音書讓我們瞥見反對耶穌的人也是當時所謂非常

熟悉聖經的人。因此，神學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傳遞聖

經的知識，也當留意教職員及學生與耶穌的關係。

在約6:53耶穌用「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來描繪

與祂建立關係的方式。耶穌說如果不這麼做，我們

裡頭就沒有生命。當時，耶穌的這段話，使許多人覺

得特別難聽而最後選擇離開祂。今天，這段話及它

所指向的生命要求也會成為許多學習聖經之人的困

擾。受理性主義影響的這一代看重的是用理性來解

釋神的話語，這本身是必須的，但是，如果只是停留

在理性對聖經的認識，容易給人帶來一個假象，以為

自己已經認識神，而忽略了「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

血」的生命更新和改變。

在反思教會增長運動時，C. Kirk Hadaway 和 

David A. Roozen提到 「我們應該少點留意我們的

教會是否充滿了人，更多留意我們是否讓人更多的被

神所充滿。 」他們並不是反對我們積極正面思考教

會增長的技巧和經驗，乃是一針見血的指出教會最

重要的和較次要的成長目標。這句話析肝瀝悃的道

出教會的焦點和神學院辦學的方針。我們的專注點

並不是教會增長的技巧，乃是耶穌基督。如果神學教

育能夠幫助人更多的被神所充滿，教會在這個世界

就能完成神的心意。使徒行傳裡的教會發展並不是

因為他們學習技巧（這裡必須聲明一下，我並沒有排

斥學習技巧的必要，畢竟累積的經驗是神給後繼世

代的資產），乃是因為當時的信徒們都被神大大的

充滿。

這種以基督為中心的追求和教學可以幫助我們建

立合一的教會。耶穌臨走前對門徒的吩咐就是要我

們彼此相愛，叫眾人可以從我們身上看見耶穌（約

13:35）。以弗所書4:11-13 提到神賜給教會各種教

導的恩賜（使徒、先知、傳福音、牧者和教師）的目

的就是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

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

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

這裡清楚提到教導聖經的目的是使眾人能夠成長像

基督，在信仰上同歸於一。問題是，有時候神學教育

及教會教導的聚焦點不一定是基督，而是其他次要

的論點，而造成不必要的分裂。例如，在教導啟示錄

19-20章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把注意力放在前千、

後千、無千的辯論上，或者告訴學生或會友，不管是

前千、後千或無千，留意這裡合一又不含糊的信息，

就是基督榮耀的得勝和掌權，這也是啟示録最重要

的信息，不容我們本末倒置。神學教育和教會講台

如果無法以基督為我們的異像，我們一不留心，就會

把焦點放在次要的自我切身關懷上。如果老師和神

學生能夠被基督所充滿，基督成為我們終極的關懷

和愛慕，也許在教導和學習聖經的過程中，我們就可

以更關心耶穌所關注的事～神國的建立。這是做為

神學老師、聖經的教導者和學習者常常需要面對的

挑戰和刻意進行的反思。

人來到聖經面前的時候，最直接的反應和關注就是

自我的需要。例如，我們來到約伯記的時候，立刻發

出的問題就是義人為什麼要受苦。如果在面對聖經

的過程中無法放下自己的切身關注，而去留意神的

切身關注，我們就只能在這個較低的層次做神學。

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教育 
俞翠嬋

墨爾本神學院教職與拓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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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只能從約伯記尋找苦難的答案。但是，

整本約伯記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因此，我們

爭取又牽強的把聖經扭曲成我們要的答案，或者

把聖經折疊進入我們預設的思維框架內。因為每

一個人來到聖經面前的預設和框架都不一樣，造

成今天神學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答案。雖然在某些

情況下，這第二層次裡的思考可以構成有意義的探

索和學術討論，幫助我們更多認識人，認識我們自

己，更好的進行思維溝通，最終幫助我們更多彼此

理解和相愛。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第二層次的討

論，是非常可惜的，神學家需要不斷的幫助自己和

他人放下人自古以來對自我的迷戀，而提升我們的

眼光注視神。耶穌說過：「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

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關注

人生的吃喝與苦難本身並不是問題，耶穌這個登山

寶訓的精闢箴言處理的是優先順序和信心的課題，

耶穌道成肉身就是因為祂關注人們受苦的問題。

但是，人若無法脫離對自我的迷戀就無法從苦難中

得救贖。神期盼提升我們的眼光，叫我們得豐盛的

生命。如果我們容許神的話語提升我們，脫離對自

我狹隘的關注，留意神更廣泛的關注，或許我們可

以看見約伯記這本書不斷在處理的是比受苦更巨

大的課題：神的王權和神人關係。這是優質神學可

以提供的轉化（transformation）, 把人的眼光不

斷的從自我的關注提升到神的關注。看外表的人

追求成績，看內心的神注重動機。人與神存在著非

常大的隔閡，也有非常不同的聚焦點。以基督為中

心的神學深知這個隔閡與不同只能夠在基督裡被

處理，因此積極幫助人轉化並停留在基督裡，看重

神所看重的。墨爾本神學院的培訓重點就是「生命

的轉化」（transformation），而非「知識的傳遞」

（information）。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每一代的核心價值不斷在變更，

例如第一代亞裔移民強調順服和權威，但是，在海

外世界和平運動呼聲之下長大的第二代看重合一和

自由。因此，海外教會常面臨第二代「靜默出埃及」

（Silent Exodus）的現象。這是美國社會學家描述

第二代基督徒悄悄離開從小長大的「移民教會」，進

入本土「多元文化教會」時所用的形容詞。如果想

要牧養第二代，我們不能只是宣講和要求對真理的

順服，還需要把合一和彼此信任的生命活出來。老

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如果利用「神學」或教學的平台

而彼此批評（這裡指的是批評的動機，而不是健康

的學術對話和辯論），對學生是一個極大的傷害，

甚至造成他們在牧會的過程中，也以為同工之間這

樣彼此批評是可以被接納的。我就讀神學時，老師

們雖然明顯的不同，卻在這不同中以基督為中心彼

此尊重相愛，留給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只有基督能

使我們合一，不是神學。因此，神學院需要高舉的是

基督，不是神學本身。沒有基督的真理就不是真理。

沒有耶穌的生命，就不是與神接連的生命。我們可

以教學生很多的知識，而沒有把耶穌深印在他們心

裡。這是我在神學服事裡常反思的難題。如何在教

導學生聖經知識、釋經方法、獨立思考、生命操練

的同時，使他們可以遇見基督，做耶穌的門徒，而不

是只做知識和技巧的門徒，或者只是神學的門徒，

而不是基督的門徒。

根據教會年曆，現在正是邁向受難與復活節的「預

苦期」（Lent），盼望在這季節裡，我們都有機會重

新聚焦，花時間默想並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以祂的心為心，迤邐堅定的服侍祂所深愛的

這塊大地和人群。

（此文改編自作者在世界華福中心《教牧分享》月刊

中曾發表過的專欄，參2020年9月號27-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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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受疫情影響，

中文 部這學 期 新

生 迎 新日於二 月

16日（禮拜二）藉

ZOOM舉行，有67位參加由兩位主任分別介紹神學院

最新狀況和願景、新生介紹、學生會介紹及學生手冊

等；之後由傅約翰老師講授神學治學法；下午由圖書館

管理員向新生講授圖書館使用方法。

學院花絮

迎新日

網絡課程
『目前報讀我們的網絡課程之學生主要來自墨爾本，但是自從開辦網絡課程以來，每年都有一些外省（包
括維省郊區、紐省、昆省、塔省、南澳省）及外國（歐洲和亞洲）的學生。MSTC網絡課程的其中一個令許多
同學點讚的特色：除了老師，我們也提供網絡教練（eCoach），幫助老師關懷學生，跟進學習進度並提供適
時的牧養。另外，每個學期與學生實體見面一次（學期結束時的慶功宴）及zoom上見面一次（學期開始時
的課程介紹）。這一學期開始時的課程介紹特別有趣，拍了2張照片與大家分享。學生群中有穿夏裝的（來
自Sunshine Coast）也有穿冬裝的（猜一猜來自哪裡？）；有來自南半球的，也有來自北半球的；有在家的，
有在辦公室的（同學說自己一邊上班一邊參加zoom課堂，所以有時視頻必須關閉），有在車上的（同學說
自己必須接送孩子）；有獨自上課的，也有夫妻同上課的。雖然心裡有點擔憂開車和上班的同學，但是也不
能不珍愛他們如此的渴慕。幸好一個學期就這麼一小時半的zoom。其他時間，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擇上課
的時間和地點。課程已經全錄製好，學習時間、地點、次數和流程可以多靈活就多靈活，可以多紀律就多紀
律，非常彈性又不失規矩的神學學習平台！為著如此美好的現代科技感謝神！也為著如此廣闊的學生群感
謝神！希望如此多元的學習環境和團體可以更多的開闊學生的眼界和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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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神學研究中心消息

第十九屆畢業生李東於2020年12月6日被按立為牧師，現於悉尼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國語）服事。

第廿三屆畢業生王長英於2021年1月31日就任為本處傳道，現於聖公會耶穌聖名堂服事。

第廿三屆畢業生李明於2021年2月6日被按立為會吏，現於威夫利谷聖公會（Glen Waverley Anglican 
Church）服事。

第廿三屆畢業生胡啟順於2021年2月6日就任為傳道，現於 New Hope Baptist Church 服事。

願神使用他們建立神的教會，並成為眾弟兄姊妹的祝福。 

校友動態

疫情來襲，封鎖深居，走出困局，破繭而出。

2021年初，華人神學研究中心推薦兩本書籍：

• 透過Wipf and Stock出版社，我們出版了Spirit Wind: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in Global Theology—A Chinese Perspective。目前研究中心有出售此
書，定價為澳幣30元欲看看此書的資料，請按此接鏈https://bit.ly/3rtFtVK。

• 新書《古訓今義：十誡的現代詮釋》已經出爐，於第23屆畢業禮中推介，並希
望6月前能運抵墨爾本！此書定價為澳幣20元。

有意購買這些書籍，請電郵至info.cscc@mst.edu.au或按此接鏈https://bit.ly/3ejeb0P或掃瞄二維碼登記。

陳廷忠老師已於2021年3月開辦耕心線上課程（二）『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篇119教你如何跟隨神的腳蹤
行』，請參閱海報，獲取課程資料。此課程也有錄影，在課程結束後將錄製成DVD及線上課程，請電郵至info.
cscc@mst.edu.au獲取更多詳情。

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也將於8月16日（上午9點30分至下午3點）舉辦神學講座，專以神學、聖經、心理學、輔導為
課題的講座，將有6位講員以實體及線上的方式提說他們的研究與洞
見，敬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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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及入學感言

感謝神！這學期共有16位新生，全時間2位和14位部分時間。請為他們獻身的心志、專心的學習、教會
的實習、生活的需要、身體的健康和家庭的支持等代禱，讓他們在裝備的過程無後顧之憂。

神學碩士

感謝主的恩典，與神學院結下了20年不解之緣，跌跌碰碰，仍有機會在這裡學習，這不是生

命的神迹是甚麽？在這裡也感激各老師同工多年的教導與鼓勵。求天父保守，20年前進修神

學的决定令個人與身傍的人蒙恩，希望今天甚或以後所學到的，繼續為主所用，榮耀主名。

                                                    彭俊傑

道學碩士

今天收到來自墨爾本神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心中充滿感恩。我感謝神願意使用我這樣一個蒙

恩的罪人，願意讓我這卑微的人得以升高。我深深知道能有機會進入神學院意味著我以後

將有機會終身全職侍奉神，這也將是我在這地上能想到的最榮耀的使命。在這裡我也要感

謝我的外婆、父母、丈夫，以及周秋立牧師師母對我的支持以及關愛。哈利路亞！

                      李睿韾

當我收到神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心情格外的激動。回想自己的人生經歷，從精神科醫

生，到醫藥公司銷售代表，市場部經理，之後在澳洲6年的pathology工作中接觸了很多中國來

的新移民，看到他們的迷茫無助，想起了當年的自己，就越來越强烈地想把這份美好的福音

傳給他們。我知道這條路會很漫長，艱難，但肯定是一條充滿恩典的道路，路的盡頭是榮耀

和永恒在等著我。

                                               王勇

感謝主奇妙的安排，讓我有機會可以在墨爾本神學院更深入地學習聖經，尋求神的旨意，塑

造自己的生命。希望將來可以將在神學院所學到的，用以服侍身邊的弟兄姊妹。也更好的在

社會生活中見證主基督耶穌，並且傳揚他偉大的救恩。
                      顧小犇

感謝神的帶領、呼召和預備，讓我終於有機會在MST進修，這是我期待已久的願望。感謝家

人的支持，以及教會牧者們的引導和勉勵。雖然將會面臨語言和學習的挑戰和困難，但我相

信神必賜智慧和能力，讓我能順利完成課程和裝備！
                                               李綠地

教牧學碩士

學士後道學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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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辭舊迎新，農曆新年來臨之際，我很高興收到了一個最珍貴，最美麗的禮物-墨爾本神
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感謝主的恩典和滿滿的愛，一路引領著我，帶我走到今天。感恩的見證，
數算不清。人生之路雖有高山，有低谷，但我深知，主一直陪著我走過每個春夏秋冬。願主繼
續引導我神學之路，讓我藉著修讀的課程，更加認識神，瞭解祂在我身上的旨意和計劃；不
斷更新我，陶造我的生命，活出基督馨香之氣；也讓我能發揮神所賜的恩賜，在教會裡，在社
區中，能更有效地服事神，愛神，愛人如己，活出基督的愛！求主幫助我，凡事謙卑順服，完全
仰望交託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林雅莉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
田地的春雨。」（何6：3）信主多年，很感恩我可以有機會來全面的認識這位真神，神讓我竭
力追求認識祂，而不能浪費虛度光陰。感謝教會的長牧和朋友們支持鼓勵神學裝備，也感激
我家人的無條件支持，給我了很大的動力和勇氣。希望我這一年能够合理的安排好時間，好
好的裝備自己。

                                                               李丹

終於邁出了這一步，揣揣不安中帶著滿滿的期盼和感恩，深信慈愛的天父既然帶著我走進這

靈命歷程上的里程碑，必也顧念我的軟弱，也必繼續加力幷引領著前面的道路。願一切的榮

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父，我們的主。
                                            錢玉麗

聖哉！聖哉！那天兵天將都在為我歡呼啊，因為我即將要走的乃是一條榮耀上帝的路！這必

定是一段充滿奇妙與荊棘的旅程，但靠著神，我們必勇往無前！向神祈禱吧，我的同學們，

一起踏上這聖潔的神學之旅！
                                             魯力

感謝神的厚愛讓我有機會可以進入神學院裝備，在聖經知識和屬靈的生命上能不斷的長進
和更新。願主耶穌基督可以在我裡面成形，讓我更好的生活和事奉他，作神合用的器皿，被
主使用。求主保守我在學習期間，能愛惜光陰，長存謙卑渴慕的心，認真學習，更清楚明白
神的旨意。
                                                              全怡清

感謝主，和很感恩能終於決定報讀神學了。這是20幾年前我已經開始想做的事情！星期二能

參加入學禮，真是很感恩！能參加入學禮這個體驗，是神給我一個很大的禮物。盼望神繼續

與我們大家一齊同行，讓我們認識主更深！
                                                              張子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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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及入學感言

重新進入學院讀書，心裡很害怕讀不下來，自己不夠academic，面試中，聽到老師說，“主啊，
羅新平是你所愛的孩子.....，”心裡一下充滿了愛和信心。是的，我很軟弱，可我是在父的家
中學習，所以回覆說，“主，求你幫助我！”
                                                    羅新平

學士後道學證書

教牧學學士

我來神學院學習是希望更瞭解神和神的道。一方面幫助自己屬靈進程，也可以幫助教會的事
工，傳福音。前幾天有一位慕道友問我一個關於福音的問題。我看了後不確定怎樣回答。剛
想回覆他時，忽然想起傅老師說的解經原則，其中一項是上下文。順著用這思路想下去，感謝
聖靈的指引，問題就解答了。感謝神在我剛開學就有機會學以致用。

                                   丘小松

感謝、讚美主！我望著入學通知書，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滾燙的淚水劃過臉頰，內心卻充滿
了無比的感動和喜悅。回想這段時間裡發生的種種阻攔和攻擊（其中有車禍、手術、家人情
况的巨變等等），但神的看顧、保守、醫治和愛及恩典卻從不曾離開！走出流淚谷，看到了神
豐富的預備....如同23詩篇所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
擺設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榮耀、讚美歸給主！阿們！

                                                    楊同娥

感謝衛理公會謝恩堂于建華牧師，雲登基督教會王偉强牧師和陳佩晴姊妹推薦我來神學
院讀書，感謝神學院的老師為我禱告！我相信，學習侍奉是我終身的使命！我要積極學習
和侍奉，更新自己為主傳揚美好的福音！感謝主在疫情期間帶領我和我的家庭，賜給我們
的喜樂和平安！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6：8）我會盡全力來神學院學習和侍奉，不
負主所賦予的使命，願上帝與我們同在！願神帶領我們，祝福我們的神學院和教會，祝福
我們的侍奉！
                                   王玫

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對於我卻是改變的一年。在疫情中神使我看到這個世代的光景，也使
我看到神在這個世代的工作。在思索與交通中神改變我的眼光，不再透過苦難認識神，而明
白神在苦難中的心意，我相信神的恩典夠我用。
                                                   姚棟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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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文憑

發自內心感恩在家人和教會的支持下再次返校修讀道學碩士學位。通過過去幾年的學習和

事奉，神的帶領變得越來越清晰，無論是對神的認知還是想要服事神和服事人的熱情上都

有所長進。期盼著在未來的幾年裡繼續向老師和同學們學習如何做好上帝的僕人，成為更合

神心意的人。

                                            李妍

蒙主恩典讓我進讀神學接受造就，跟隨聖經的教導來學習成為一個神喜悅的僕人，透過神

學訓練，得培育我在生命成長，盼望把我模成合主用的器皿，可以應用在教會事奉中，可以

協助小組查經班，教主日學和宣揚福音。願神加添我渴求祂的心，有主的樣式，服事教會，

貢獻社群。

                                                             岑守華

2021繼續修讀第二個學位學生名單

神學院求學是我經歷神的奇異恩典之旅：我從開始聽從神追求神，到軟弱又忘記神，而我的
神始終對我不離不棄，恒切地保守、管教又救贖。神學院是得享恩典之佳美溪水邊，感謝讚
美神，讓我仍能留下進深學習。
                                           李天琴

學士後道學文憑（GDD）畢業後，在中國的職場傳道，感覺還需屬靈的裝備。再申請修讀神學研
究碩士，2020年12月22日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這是神的恩典，太開心了，讓我又能學習神的真
理，更深地領悟真理，更多沐浴主恩。讓這真理在我心中發光，不止照亮自己，更要關愛他人。

                                                             孫吉武

從2013年第一次感動要讀神學裝備自己更好的服侍神，到2018年下定决心讀半時間的神學
文憑，再經歷了因2019冠狀病毒流行的封城，全部在網絡上課，2020年竟然也沒有神蹟般的
完成神學文憑課程。2021年繼續申請就讀教牧學學士課程，沒有太大的掙扎。經歷兩年的學
習，神已經為我預備了環境，心態，以及戰勝困難的信心。我懇求神在未來的學習中藉著研讀
聖經和所修的課程更瞭解神的旨意和神國的奧秘，認識我們所處的世界，幫助失落的靈魂，
讓我的生命更像主，可以帶著信心，愛心和知識去服侍神，服侍教會，服侍社區！

                                            高邦蓉

哇！2021年我又當了新生，比起2018的慌亂和無序，這次對神學裝備多了份篤定和專一，發現
更多的問題有待解答，更多生命難題有待更新，對事奉道路又期待又戰兢。2021又一次的歸
零啓程，無論高山或低谷，相信主恩相伴，主恩够用！
                                                             洪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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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同工動態與代禱

• 感恩去年8-11月生了一場大病，也經歷了神蹟般的醫
治，得蒙這麼大的恩寵只能喜樂生活回報恩主。也特
別感謝在生病過程中不斷為我禱告的同工、同學和弟
兄姊妹們。今年還能繼續在MST服侍只能說全然是
神超級的恩典！

• 這個學期教導一門網絡課程：「耶穌與福音書」
，一門在校課程：「路加福音」，一門「網校混合」
（online+campus blended）課程：「耶穌與福音書」，
請為我繁重的教學作業及同學們的成長禱告。

• 學院在如火如荼的預備明年更新的網絡教學平台，二
月中旬上了一週的網絡培訓課程，非常喜歡這個更有人
性和彈性的新平台，這個學期正在嘗試製作兩門課程
（改編一門舊課程，製作一門新課程），另一個重量級
的成長之旅，祈求神加添智慧給參與的同工和老師。

• 學院已經通過發展MSTC內部證書，我在做研究，收
集資料，與教會分享異象，並和老師同工們一起規劃
課程細節，需要很多時間沉澱資訊和等候神，也許要領導的智慧和溝通的技巧，更需要聖靈親自感動有恩賜和負擔
的義工委身協助，期盼能夠回應墨爾本華人教會特殊的需求，設計出一套合適本土華人教會的平信徒及牧者塑造
課程，以祝福墨爾本及更廣大的華人教會。

• 感恩於3月8日國際婦女節前夕，由澳洲女學者們聯合撰寫，蒙澳洲神學協會（ACT）推行的一本重要著作出版了，取
名為Grounded in the Body, in Time and Place, in Scripture。我的文章取名為 Grounded in His Lordship: Mary, 
Martha & Me.

• 感恩於畢業典禮前夕，由華人神學研究中心推行，陳廷忠和胡武傑編輯的《古訓今義：十誡的現代詮釋》出版了。我
的文章取名為《十誡與寶訓》。

廖玉強 牧師/博士─學生與校務主任

俞翠嬋 牧師/博士─教職與拓展主任

在疫情限制下，儘管不能回老家與海外遠方的親友實體的
相聚，我與我的的家庭也算是度過了一個跟以往不同，也
充滿意義的年終假期。在休假的過程中，我很驚訝自己居
然能完成一篇準備要在2021年七月發表的論文。感謝主！
也在假期當中（21/01/2021），我93高齡的岳母大人安息了
主懷。唯一遺憾的是師母和我沒能在地上和她見上最後
一次的面和道別…

代禱事項：

• 教課：教會歷史（上）。願每一堂的教課都帶給學生知
識的增加、智慧的累積和靈性的興盛。

• 新綫上課程錄製：教會歷史（下）的自我課程錄製與編
輯（Camtasia）。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能快速掌握錄
製和編輯的知識，以提升綫上教學的果效。

• 行政工作：讓神學院的行政工作帶出意義和永恒的價值。

• 學生牧養：能有效的透過神學院的牧養機制，造福學生。

• 主日講臺服事：禱告讓每一篇的信息，每一次的證道，都有聖靈的同在與充滿，以滿足主的心意，祝福衆教會。

• 自家的牧養：家庭門徒能具體有效的落實在自己的家中。

• 研究寫作：時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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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約翰 牧師/博士─高級講師

林子淳 博士─高級講師

• 感謝主的保守讓大家平安度過了疫症肆虐的一年，這段期間也
是中文部研究院開辦的首年，至今已有四位同學註冊神學碩士
（MTh）課程，一位已拿到了候選人（candidature）資格。本年度
我們將首次開始定期的中文部研究生研討會，並盼望協助首批同
學完成他們的課程，當中有不少新程序，求主保守發展順暢。

• 此外，感恩的是在封城過後見到同學們在本學期回校上課，大家
都帶著喜樂的心一起團契學習。但可能仍在疫情期間，故選上網
絡課的同學明顯多了，這對老師的教學和彼此交流也是個挑戰，求
主幫助我們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

• 由於疫情關係，實際出外開會的機會是少了，但網絡的論壇和研
討會卻比以往更多，故今年除了校內恆常的教學和行政以及教會
服事以外，仍有許多研究計劃和學術寫作需要完成，求主賜健康
和魄力，並智慧去分配時間作成祂的工。

陳廷忠 牧師/博士─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 去年十二月趁著澳洲邊界解封，去探望了在布里
斯班的兒子一家，初次與剛誕生不久的孫女兒見
面，非常感激神的祝福。我們一家團圓將近7個
星期，樂也融融，但是還是不忘備課、研究和寫
作，也在綫上處理了一些研究中心的事務。

• 這個學期較前繁忙多了。首先要備課/教授半密
集課程：『歷代基督宗教屬靈傳統巡禮』，這是
我心愛的課程，所以非常享受；另外也在三月開
始了五次綫上的『耕心課程』，講解詩篇119篇
的信息，也是我多年來的夙願，要好好研讀這篇
看來冗長的詩篇；在不斷仔細推敲詩句時，卻看
到它的字字珠璣，内容非常豐盛，同學們也一致
認為尋到了聖經的珍貴，藏在心裡，跟隨神的脚
蹤行！

• 另外，我也會為香港牧職神學院的舊約導論課程
教一半綫上課程。

• 至於寫作方面，現在已經完成了“靈風中文聖經
注釋”之《耶利米哀歌》的寫作；正在著手完成“環球中文聖經譯本”之《哈巴谷書》與《耶利米哀歌》，這的確又是
最繁忙，也是最有果效的一個學期，感謝主！

• 去年（2020年）是不尋常的一年，新冠疫情把我們的生活
完全打亂了。我們常常被封鎖在家裏，不能出門，也不能
到學校教學和上課，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不便。但靠神的恩
典，我們沒有停課，一直能在網上上課。大家都堅持下來
了，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 今年（2021年）新學期開始後，終於能够與學生面對面的
上課了，也能和學生有了更好的交通。禱告神在新的一年
了，給我們智慧和能力，作主耶穌無愧的工人，在學校能
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讓學生認識真理，明白主耶穌的
福音。同時也能在教會更有效的參與事奉。求主與我們同
在，賜給我們一顆謙卑、感恩、喜樂的心來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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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課程和相關的資料
請聯繫註冊幹事黃招智姊妹
電話 ：9881 7800
電郵 ：jwong@mst.edu.au

財務狀態
我們中文部經費的來源除了從學費收入外，也需要各華人教會和個別基督徒為中文神學教育奉獻。

感謝神！在去年因為疫情及封關的關係中文部的經濟出現了一些困難；經獲得了政府的補助才渡過難關。特獻上
感恩！今年中文部全年的經常費預算為A$1,090,000（包括華人研究中心及網絡課程的預算），請繼續和我們一
起在 神面前仰望和紀念，並以行動和禱告支持我們。

我們學院已獲得澳洲稅務局的批准，成為奉獻免稅領受者（Deductible Gift Recipient），弟兄姊妹給予我們的
奉獻，從澳幣二元起，可獲得免稅！

奉獻款項支票抬頭 Cheque Payable to: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或銀行轉帳（請電郵通知鄺弟兄 dkwong@mst.edu.au）

銀行：Westpac   帳戶名稱：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帳戶號碼：BSB 033 107 Account No.: 384 543

通訊地址：MST Chinese Department 

5 Burwood Hwy, Wantirna VIC 3152, AUSTRALIA

徵求開放中文神學主日
一直以來，蒙神的恩典和華人眾教會的鼓勵，我們得到多間教會樂意開放主日講台，讓學院的講師能在弟兄姊妹

當中傳遞中文神學教育負擔。我們深盼各教會能繼續開放主日講台，作為神學主日，以便和弟兄姊妹分享神學教

育的異象和負擔；若蒙惠允，請和學院辦公室聯絡，以便安排講員。辦公室電話：03 9881 7800

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Chinese Department
5 Burwood Hwy, Wantirna 
VIC 3152, AUSTRALIA. 

綠洲團契
綠洲團契聚會  
在2020年，綠洲團契聚會未有間斷，使用Zoom進行不同形式的分享
及興趣小組。在疫情期間，給予姊妹們在靈性及生活上的支持鼓勵。 

2021 年，綠洲團契繼續有不同的活動，歡迎女神學生、女傳道人和神
學生、傳道人的太太們參加。 

綠洲團契2021年上半年活動安排 
      3月3日：畢業生分享，4月7日：户外活動，5月5日：母親節主題，6月2日：實用主題  

聯繫人 
      廖師母：0422 411 137、張師母：0405 050 588 

綠洲團契成立的目的，是特別為女神學生、女傳道人和神學生、傳道人的太太們所預
備的一個團契。藉著團契生活，姐妹們可以在基督裡建立真摯的友誼，彼此代禱、彼
此守望、分享歡樂，一起學習和成長。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is authorised to deliver courses for the 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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