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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
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
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
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弗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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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强主任

自2019年底至今，新冠肺炎瘟疫在全球的大爆發已經持續了將近20個月之久。這一波又一波的病毒，在變種狀態

下，到處肆虐各國人民，摧毀了無數的生命和生計。教會信徒和事工也未能倖免的受到嚴峻的考驗。教會在如此艱

辛的處境中，做出了各種改變和應對的措施，其中包括將實體的崇拜和其他事工轉為在線上進行、暫停一些次要的

活動或限制人數實體的參與。1

這些的改變，對於很多教會來說是被逼於無奈的，因為它們一般被認為是對傳統、熟悉、有效和安全治理教會方式

的一種無禮的干擾。大部分的教會領袖和信徒仍然持有一個對後大瘟疫時期重新開放或恢復教會固有事工或常態

的盼望。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場大瘟疫似乎沒有因著人們普遍接種疫苗而有所消停的意思。當這場全球性大瘟疫

（Pandemic）在無法完全被根除而轉變為地方性長期的流行病（Endemic）的時候，專家們已經開始意識到接下來

的應對策略（模式）應該是做好與病毒長期共存和對抗的準備。這意味著人類需要長期適應新常態的生活方式，

這包括重複接種疫苗、長期戴口罩、接受會被感染的事實、長期社交距離和甚至避免使用公共設施等諸多的限制。2

從教會層面來看，我們是否也已經做好應對或改變的準備呢？這問題的答案或許要取決於教會如何看待這一場頑

固的大瘟疫---看它是一個暫時性負面的打擾 (Interruption) 還是一個神聖的干預（Divine Intervention）。前者視

此大瘟疫為一個對抗神教會功能有效發揮的阻礙。就算在疫情中需要作某些改變，那也是逼不得已的短暫性手

段。一旦情況有所好轉，教會就會馬上恢復原狀。後者視此大瘟疫為神所許可對教會的限制，目的是要引導教會放

棄一些舊有的服事模式，而開始採用一些在這個數碼文化時代中，更合祂心意辦教會的策略。3

有一個簡稱為QB的教會團體，在其研究探索關於後大瘟疫期教會的前景文章裡邊4，就提出了一些筆者認為值得

我們一同來思考的建議。文章裡說到今天教會需要問幾個大問題，其中包括：

1. 我們的教會觀（教會學）是什麼？我們成為上帝的教會的基本要素是什麼？

2. 神此時對我們說什麼？此刻神在哪裡工作，我們該如何行動？ 

1. 世界衛生組織也針對此瘟疫發佈一份給宗教領袖的建議書。參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eligious leaders and faith-based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interim guidance, 07 April 2020.

2. 參 “新冠病毒可能不會消失 我們應如何與“毒”共存，“ BBC News （中文），（2021年7月20日）; Karen 
Feldscher, “What will it be like when COVID-19 becomes endemic?” Harvard T.T.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11/08/2021) 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features/what-will-it-be-like-when-
covid-19-becomes-endemic/。

3. 詳情請參閱The Future of QB Churches after COVID-19 in 6-1-Navigating-towards-a-Post-COVID-Church. 
pdf.

4. 參The Future of QB Churches after COVID-19。

廖玉强

當大瘟疫（Pandemic）轉變

為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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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教會從這些改變中獲得了什麼益處？我們真正需要保留的是什麼？我們的先要秩序是什麼？

4. 我們在更改中丟失了什麼？我們需要儘快恢復什麼？我們的先要秩序是什麼？ 

5. 我們會眾中的一些人受益於更輕鬆的生活方式，不願意回到更多的壓力和節目中，而其他人則在與社

會孤立作鬥爭，渴望更多的活動和社交接觸。我們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期望是什麼，我們如何平衡這些

需求？

6. 我們認為不恢復哪些 COVID 之前的計劃/部委/活動？我們重啟的最低優先是什麼？

盼望QB教會上述研究的成果，能啟迪我們華人教會領袖的思想，以至在疫情中仍然能辦好主的教會。

此外，Carey Nieuwhof, 在他的一篇關於後大瘟疫（Post-pandemic）時期教會的興起的文章中，提到了幾個關於

今後教會發展的觀點 5：

1. 未來參與教會活動的大多數人或許不會出現在一個實體空間內。

2. 未來教會的焦點是從召集（Gathering）轉向聯繫（Connecting）。

3. 有些牧者嘗試使禮堂坐滿人，但其他牧者卻聚焦於完成使命。實際上，禮拜堂坐滿人不能擔保使命的完

成。

4. 教會對網際網絡以及教堂的建築物有不同的想法。以目前的情形來看，大部分的牧者以網絡來吸引人

來到禮拜堂。但是在將來，大部分的牧者將會以禮拜堂來接觸網絡上的人們。換言之，那些想要以填滿

禮拜堂人數為焦點的教會領袖，終將會失去那個最大的機會，去完成他們教會的使命。

5. 單單是靠教會講臺信息還是不夠的，教會的社體生活和聯繫才是最為重要的。

6. 代與代之間的不同將會變得更為明顯。那些對正在冒起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有所認識的領袖，必然

更能接觸到他們的機會。

7. 擁有政治和意思形態背景的教會將不能有效地影響教會以外的人們。未來的教會將會由那些比政客看

起來更像耶穌、活像耶穌和說像耶穌的人們組成的。

8. 屬靈的企業家必然得以存活，因為他們勇於嘗試，勇於尋找明天的解決方案。然而，大部分的領袖卻只

能看到今天的問題而已。

我們或許不能完全贊同Nieuwhof所提到的一些觀點，但有一點我們可以合理的接受和理解的，那就是教會的門

徒訓練功能Functions（敬拜、教導、團契、佈道、服事）是不能有所變動的，但是踐行這些功能的方法Methods是
可以按著不同的處境，例如目前與病毒長期共存和對抗的處境，來做出適當的調試的。6

在如此動盪不安的處境下，教會更需要選擇安靜在 神的面前，並且配合祂的工作，因為知道祂仍然在掌權。但願

我們在堅持聖經原則的大前提下，能有勇氣隨 神的心意更新後大瘟疫期的教會。

因此，無論是全球的大瘟疫（Pandemic）還是地方性流行病（Endemic），我們信仰的宣告和禱告乃像保羅的那

樣：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

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3：20-21）

5. 參Carey Nieuwhof, “8 Disruptive Church Trends that Will Rule 2021 (The Rise of the Post-Pandemic 
Church.”

6.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 Aubrey Malphurs, A New Kind of Church: Understanding Models of Ministry for 

21st Centur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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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神學研究中心消息

陳廷忠老師已於2021年7月至8月開辦耕心線上課
程（三）『朱紅線傳奇：不完美的人在完美的 神
手中』，同時，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也於8月16日（上
午9點30分至下午3點）順利舉辦神學講座『擷思
撫心：行走在神學與心理學之間』，專以神學、
聖經、心理學、輔導為課題的講座。此講座會透
過Zoom線上舉行，共有144人上線參與講座會。
有關於『朱紅線傳奇』和『擷思撫心』，請參閱海
報，獲取資料。耕心線上課程和神學講座都有錄
影及錄音，也將錄製成DVD及線上聆聽觀賞，請電
郵至info.cscc@mst.edu.au獲取更多詳情。

陳老師已經完成《環球中文聖經》之《哈巴谷
書》和《耶利米哀歌》的翻譯。《環球》新舊約翻
譯將在年底殺青，可望開始銷售。另外，陳老師正
在策劃每年年底新的課程系列，稱『基督教經典
研讀坊』，透過Zoom線上舉辦，第一個課程：『初
看但丁的神曲與信徒的天路』，共四個星期三：11
月3，10，17，24日。有意參加此課程，請電郵至
info.cscc@mst.edu.au獲取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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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校友會主任李國光牧師的信：
時間飛逝，2021年已接近尾聲，這一年又在疫情嚴峻封城中渡過。雖然不能實體聚會，相信
每位校友在服事的禾場上，依然忙碌著線上聚會、線上教導與不同型態的牧養。我們深信 神
所賜豐盛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歲首到年終 神都看顧與保守著祂所愛的僕人及使女。我們
衷心向 神禱告並期盼2022年的疫情能盡快結束，且迎來新的契機與神國的復興。

十分感恩的是近三年來，各位校友對神學院與校友會的支持與鼓勵，並在神學教育的推廣與
各項義賣籌款活動上，不遺餘力的給予支持與協助。願 神記念且賜福！

校友會將在今年12月6日（週一）晚上7:30-9:30舉行線上校友大會，除了會務報告外，我們
將會邀請師長給予勉勵及邀請在其他州與海外服事的校友一起參加。此外，我們將進行新任
校友會同工的改選。至於使用線上平台與相關細節，我們將會進一步公佈。

願 神堅固各位的信心，並堅定各位手中事奉的工作。

校友動態

學院花絮

綠洲團契
疫情持續，世界充滿不安，但感謝  神常與我們同在，疫
情、困難、封城都不能使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羅八35）。
綠洲團契的姊妹們在疫境中彼此扶持鼓勵，見證主恩。

在過去的幾個月，綠洲團契活動未有間斷，在五月份開辦
了「線上生活工作坊」，讓女牧者、女傳道人、師母、女神學
生可以在繁忙的服事中學習如何做酵素，寓學習於娛樂。
七月份開辦了兩場的姊妹專題講座：「馨香女人十大信念」
，受到女傳道人、師母、女神學生，甚至是教會領袖的歡
迎，同時開始了培訓研讀小姐，幫助姊妹們在基督裡重新
認識自己，認識 神。更在九月份舉行了「馨香女人十大信
念」讀後分享會，見證 神在她們生命中的更新。

 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盡管環境多變，但綠洲團契繼續在逆
境中仰望不變的 神，願 神繼續使用綠洲團契來祝福、堅
固姊妹們的需要。

綠洲團契是為女傳道人、師母、女神學生及神學生妻子而設
的團契。歡迎您來參加。

聯絡人: 廖師母: 0422411137；張師母: 040505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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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神證書

好消息！好消息！

開辦此課程的目的有三：
1. 幫助教會及牧者培訓合適的兼職同工（許多牧者需要花很多精力和時間培訓同工，大多數的牧者只能給予基本

的門徒訓練或定期的查經，而無法給予更專門的領袖訓練、心理導引和專業培訓。「墨神證書」課程邀請專業的老

師，讓教會同工可以在聖經、心智、靈命和技巧上得到進一步的裝備，使同工們可以更有效的協助牧者拓展事工。）

2. 幫助神學生/牧者得到更多實際技巧的培訓（ACT課程乃西方模式的神學教育，非常注重頭腦知識和思維的訓

練，這是它的強項，也是每一位牧者不可或缺的教育內容。但是神學生/牧者如果能夠在「墨神證書」內補充他/她的生

命塑造、事奉技巧和心理睿智，透過海外華人的多元文化教育體系開拓視野，必能幫助拓展其事奉的能力和恩賜。）

3. 幫助教會栽培宣教士（許多宣教機構並不一定鼓勵正式的神學訓練，在某些特殊宣教工場，神學訓練可能帶來簽

證的困難等，因此墨神證書可以提供有心參與宣教的基督徒基本的聖經實踐培訓，幫助學員得到基本的佈道和培

育門徒的技巧，供應基本的心理輔導，使事奉者可以擁有在基督裡健康的自我，學習基本的兩代溝通和多元文化意

識，這些都是所有事奉者都必須擁有的基本認知和成長）。

課程要求：課程以12小時上課及12小時作業為標準。課程注重生命實踐和事奉操練，因此沒有專文寫作和考試要求，

作業佈置主要以實踐及閱讀為主，因此有一些課程只安排了10個小時課堂，屆時老師會和學員協商後繼的「作業彙報課」（

大約一個月後），幫助學員在累積了初步的實際操作經驗後，得到進一步的指引和回饋。

課程內容和學費：完成8門科目就可獲得「墨神證書」（MSTC Certificate）。此證書乃MST內部證書，非ACT證書。

每科$330（牧者/校友/神學生如果帶領另4位同工一同上課，本人可豁免學費）。

回應華人教會多年來對墨爾本神學院的呼聲，我們將於明年推出「墨神證書」
（MSTC Certificate）課程。
回應華人教會多年來對墨爾本神學院的呼聲，我們將於明年推出「墨神證書」
（MSTC Certificate）課程。

2022年將推出的科目
佈道與門徒栽培（2022年1月11、13、18、20日，2月1、3日晚上7-9點）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太9：35）我們當如何學像耶穌一樣有效的向人傳福音，並用聖

經建立生命呢？本課程教導你簡單易學的3分鐘佈道法，給你信心和技巧讓你隨時隨地一對一的向你身旁的人傳福音，

並有效的領人歸主。洪南明牧師廿多年用此方法佈道，每一年向超過100人佈道，成功率在60-70%。

兩代衝突處理（2022年2月5、12日【週六】上午10點-下午3點）
生活在澳洲的華人很少沒有經歷過兩代的衝突，不管是在家裡或教會裡，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土生土長的華裔之間似乎

存在著一個極大的鴻溝。瞭解彼此的不同，掌握更好的溝通技巧能夠幫助雙方都經歷生命之豐盛和文化的魅力，不再

陷入沒必要的苦悶和誤解中。課程提供空間幫助兩代在衝突中成長，成為彼此支持和互相祝福的福音好夥伴。兩代的差

異其實是深藏在許多華人教會裡的福音潛力，你們知道如何發掘這個豐盛的資源嗎？資深心理治療師Julie Morsillo

博士將採用敘事心理治療法的「生命之風箏」的隱喻來幫助面對代溝問題的學員尋找到共同的盼望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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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課程諮詢夜（Zoom線上）
現今維省疫情仍然嚴峻，在這艱難的時刻，墨爾本神學院與眾華人教會「疫」境同行，為教會所面對困難挑戰禱告

交託，同心仰望基督；並警醒預備，多作主工。

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在這多變的世代，以不變的真理裝備信徒領袖，透過Zoom舉行課程諮詢夜，幫助教會弟兄姊

妹認識神學教育，認清呼召，並作出回應。當晚內容有主題短講、ACT課程、墨爾本神學院校內證書課程等介紹，更

設有問題解答時間。誠邀您報名參加，並歡迎轉發給對神學教育感興趣，或有志裝備服事主的弟兄姊妹。

時間：11月18日晚上6:50-8:30
查詢：03 9881 7800（內線按2）

電郵：reception.chinese@mst.edu.au

 報名請掃二維碼

聖經與生命銳變（一）Zoom上上課（2022年6月27日～7月1日晚上7-9點）
你想要知道神怎麼看你嗎？聖經與神學如何説明我們認識自己？神學是有關神的知識，透過對聖經的詮釋，幫助人從

神自己的啟示來認識祂，而不是從自我的想像和邏輯中來創造「神」。因此，聖經和神學必能幫助我們尋見上帝賦予每

一個人的真我！當人正視自己是如何被造、被愛、被接納、被救贖，他的生命必會在基督裡更新銳變，得著健康的心靈

治療，可以勇敢的做真正的自己，不再被缺乏安全感、自戀、自卑和驕傲等意念所束縛。資深神學家和心理輔導，林瑜琳

院長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和培訓近十年來已經成為許多墨爾本華人牧者及信徒的祝福，現在特別邀請你一同來走這一條

生命更新銳變之路。

青年事工（2022年8月4、11，18，25 日及9月1、8日晚上7-9點）
墨爾本許多華人教會期盼能夠發展第二代青年事工，不少教會也經歷過此事工的艱巨挑戰。許多教會以為只要聘請

一個青年傳道，事工就可以順利發展，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教會其實沒有意識到，許多華人教會青年的離去，青年

傳道快速的流產及青年事工的瓶頸，很多時候與第一代教會領袖的文化和心態有關。華人教會如何更好的發展並栽

培我們的下一代？如何支持培育稀有的青年傳道？來自悉尼的Geoff Hall 牧師，在墨爾本從事青年事工八年，青年

團契從20人成長至近百人，多數為華人青年。他與其他華人青年傳道將簡單介紹他們在青年事工上的心得，希望能夠

成為一個橋樑，協助華人教會第一代的牧者及領袖們認識青年文化，瞭解教會整體對青年事工發展的影響。

2023年計劃推出的科目（可能會有調整）
聖經與生命銳變（二）、舊約與事奉塑造、新約與事奉塑造、文化智商與澳洲處境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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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及入學感言

感謝神！這學期共有一位全時間和十二位部分時間的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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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學碩士
自2019年底畢業後，全球一起經歷Covid19。個人從工作、生活、小朋友的學習、屬靈的反思方面
都不斷在適應。這短短的一年半好像過了很久，但滿有主的恩典和同在，真實經歷何為洪水氾濫
但主仍然坐著為王。畢業後不斷求問 神應何時重返校園，完成主呼召的神學裝備。我深知時候
到了，但卻膽怯。膽怯是是因為安舒區。學習真的要用心用力，是需要吶喊的。現在我鼓起勇氣，
戰戰兢兢的重新踏出這步，我深知學習過程中會看見主的榮美，使我的信心和對主的認識都會
有長進。各位同袍戰友，一起加油！

趙翠娟

在這個動蕩的世界，新冠疫情施虐的今天，感謝主一直以來的帶領和保守，感謝祂給我來神

學院學習的機會，感恩妻子和孩子們的支持，感恩神學院有很棒的老師和同學，求主帶領我

們在祂裡面經歷祂，願主可以造就我們，盼望有一天我們可以成為祂無愧的工人！

何永欣

收到學院錄取通知後，內心興奮莫名，申請入讀是為了對聖經及神學有更多追求，我知道未來治
學之道不易，認識上帝才是智慧的開端，為了更深認識祂，亦讓祂的話語整理個人的生命，回應
教會的宣教使命，祈求主與我同行及聖靈的光照，阿們！

張潔

感謝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至高上帝引導我來到墨爾本神學院學習。當我收到錄取通知
書的那一刻，心中充滿了感激，一切美好的言語都無法表達我對神的感恩。 神啊，祢是信實
的 神，祢是聽禱告的 神， 神祢呼召我的話語再一次在我的耳邊響起，“祂使我的靈魂甦
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感謝祢呼召我成為祢的兒女，感謝祢引導我走學習神學的這條
天路。感謝神學院給我這個寶貴的學習機會。此時此刻，我抱著感恩的心無比期待與志同道合
的同學、老師、同工一起在神學院過美好的團契，更新自己的生命。再次感謝 神。

王昕

神學研究碩士

教牧學碩士

在過去的六個月裡，透過禱告和事奉 神，讓我看到需要更多的學習及和技能來裝備自己在未
來的事奉。這學期能夠回到MST學習，我感到又美好又興奮。我祈求 神讓我有智慧來平衡和
管理我的學習，工作及事奉的時間；順服聖靈的帶領，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可以充分明白 
神的旨意。

胡啟順

梁輝權

感謝主的揀選，呼召我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前方的學習和事奉之路雖然充滿未知和挑戰，

但心中因著主所賜的使命感而踏實無懼。我知主必看顧和帶領。求主保守我謙卑受教，順利完

成裝備，餘生只為榮耀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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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後道學文憑

John Stott在《世界在等待的門徒》一書中形容現今基督徒的普遍光景是“成長卻無深度”。這句
話對我深深地觸動。想到很多基督信仰群體過於注重人數增長，卻缺乏門徒栽培和信仰傳承。
深感需要更全面並有深度地裝備自己，希望能夠幫助更多門徒的靈命和心智成長。

關德詠

經過多年的社會奔波、終於可以在墨神繼續裝備自己；唯願卑微的器皿，繼續被塑造並得蒙上帝
的悅納，往後可以更美好的事奉主，為主得人如得魚。相信在上帝的時間與計劃裡，一切都是最
美好的。阿們。

God’s Plan is always the best - I am a student of MST - it is such a special gift from God! I had never 
thought of studying theology in my life.  God provided me the opportunity 7 weeks ago when I attended 
the briefing session about linking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LTP) with Graduate study of MST 
by Dr Teresa and Timothy Lau.
I had similar experience before. When I studied in the UK, my only goal was to obtain the master’s 
degree. Eventually my greatest achievement was to convert to God.  Recently He granted me a chance to 
attend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as I did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leadership’ at all.   All these are 
truly beyond my imagination. God is good to me and His plan is much better than mine.

湯祖順

神學文憑

感恩 神給我讀神學的機會，期待在老師的愛和陪伴中，擴展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對 神的話語和心
意有更深的認識，生命更深的被塑造和提升，能夠在 神的事工中有份，回報 神對我深深的愛！

謝謝老師們，雖然才剛剛接觸，俞老師推心置腹的談話，已經讓我體會到被老師愛、被老師遮蓋
的感覺，這份愛打消了我讀神學的許多顧慮。謝謝！

鄧協謀

感謝主的恩典，感謝家人和教會的支持。看到錄取通知書除了高興和感動之外還有一些忐忑和
不安，感動是因為想到我竟然有機會去神學院讀書，不安是因為害怕自己是否能堅持下去。願 神
加添我信心和力量，幫助我透過去讀神學的過程使我能夠成為一個去做神學的人，以至可以在
家庭，教會，社區生活中更好的服事主。

袁玉瓊

劉子華

感謝 神的帶領，在10年前當我到達澳大利亞之後，認識了這位救主，祂信實的真理種子落在了我
的心裡，逐漸的結出果實，受洗，歸入主。在不斷經歷 神的同在後，讓我在 神的感動下，從一個
無知無畏的罪人，進入 神的恩典裡面。

在 神感召和帶領下，我有幸可以進入MST開始神學課程的學習，這是我告別學生生涯25年之後
再次進入課堂。如果不是 神的帶領，這不會發生。但感謝 神，祂為我預備了這一切，我希望通過
在MST的學習，可以讓自己靈命得以成長，為侍奉做更多的預備，求 神看護我在MST的學習，也
求 神的智慧可以不斷的加添給我。

桑梓

我信主成為基督徒6年，兩次隨life gate教會團隊去柬埔寨參加短宣活動，親歷來自美國、加拿
大、新加坡、不同的國家的宣教士們，他們離開自己的家鄉，離開自己的親人，順服 神的旨意，把
自己的愛奉獻給那塊土地，這麼美的生命影響了我，我決定首先要深深紮根在 神的話語上，來
神學院已旁聽了幾年，在老師們的開啟教導下，認知能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服事教會，能成
為一個愛人愛 神的基督徒，是我渴慕的，終於決定申請入學，正式成為一名神學生，接受神學裝
備，在今後的學習上不管會遇到怎樣的挑戰，相信主與我同在。

錢兆平

單科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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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同工動態與代禱

• 感謝 神！雖然開學時面對突然出現的行動禁止
令，老師同工們都已經非常熟悉如何隨時應萬變，
改成為網絡教學。感恩老師同工的睿哲和彈性，
讓所有計劃中的課程都能按部就班進行。請為同
學們的學習禱告，求 神供應額外的忍耐和健康
的心智。

• 這個學期教授線上的「早期新約教會」，結合線上
下的「早期新約教會」，並與其他老師同教「事奉
塑造」，感恩同學們在疫情中的堅韌積極心態和獨
立性研究的能力。

• 正在如火如荼的規劃墨神證書課程，求 神引導
使這課程可以補充ACT學術性課程的一些欠缺，
供應合適華人教會的，更實用性的培訓。這些課
程是墨爾本神學院內部的課程，同學無法申請政
府的學費資助，因此，學費也會相對便宜，學校也
在積極籌備獎學金給有需要的同學。這些課程除了適合培訓現在在校的神學生，也適合畢業生繼續成長及積極支持牧
者發展福音事工的平信徒培訓。明年先開始收Certificate 學生。一月：佈道法與門徒訓練；二月：兩代溝通；七月：聖經
與生命更新；八月：青少年事工。我正在積極栽培這些新的老師們。

• 請為正在製作的一個新動畫宣傳短片禱告。感恩有多位義工的協助和奉獻支持。

• 下個學期預備推出5門網路課程，其中一門（神論與基督論）將採用疫情後蓬勃發展的新形課室hybrid課堂教學，結合
在校及同步網絡課程，求 神供應需要的器材和支持系統。請為電腦同工及老師同學禱告。

廖玉強 牧師/博士─學生與教務主任

俞翠嬋 牧師/博士─教職與拓展主任

一、近況分享

• 今年五月初進行了一次心臟手術，蒙主的保守，現已基本康
復，也回到服事崗位。感謝主！

• 今年七月14-15日，在病假期間，仍然有機會于世界衛理宗華
人聯會（WFCMC）所舉辦的第七屆衛斯理神學研討會上，
透過網絡發表一篇論文。其題目為“約翰·衛斯理：整全宣教
的落實者。” 

二、代禱事項

• 教課方面：教會歷史（II）；講道學（I）；事奉塑造（部分）；
成長小組—成長於事奉。

• 主日講臺：參與各教會和中文部的講道服事。

• 行政服事、學生關顧。

• 研究寫作：預備2022年6月中旬的世界衛理宗宣教大會的專
題研究文章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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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淳 博士─高級講師
這一年許多時間大家都在封城的情況下活動，為學習和研究帶來不少
困難，但當中仍有不少感恩事項，也需要大家繼續禱告：

• 同學們在封城下的學習，包括尋找資料和交流等都有一定障礙，
求主保守大家在困難中互相支持與應對，也記念圖書館開拓網絡
資源的努力。

• 感謝主，中文部首批四位神學碩士研究生都已取得候選人
（candidature）資格，正在努力撰寫論文中，請為他們的身心靈
禱告。

• 我們與ACT在發展非英語學位事工上有不少商討事項，求主幫助
雙方在溝通上順利，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繼續為拓展上帝的國
度努力。

• 本年初在與ACT的不斷商議後，得以延續與香港牧職神學院
（CMI）的合作兩年，請為前面的發展代禱。

陳廷忠 牧師/博士─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傅約翰 牧師/博士─高級講師
今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封城中度過的，無論是對
學生，還是對老師都有許多不方便之處。然而，在
困難中， 神與我們同在，“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
在；雅各的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詩46：11）。雖
然不能出門了，但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來讀經，禱告，
有更多的時間來靜下心做研究，備課，對網上的教
學也更加得心應手了。

感謝 神，在封城之間，我們有時間開車去
Newcastle看望兒子媳婦，看了他們的生活和工作
環境，也參加了他們的教會崇拜，很是欣慰。然後
我們四人一起回到墨爾本，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求 神在下半年和以後的日子裡繼續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都在靈命上得到更新，專心侍奉 神，在這彎曲悖逆的時代，用聖經的真理教導學生，站立得穩，跟隨主的腳蹤行。

• 雖然本年在澳洲仍不能出行，但感恩子淳尚能參與一些學術活動，包括六月在耶魯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學術會議，
求主賜力將研究整理後發表。

這半年都是在忙著完成一些寫作的手尾。現在已經完成了《環球

中文聖經譯本》的《哈巴谷書》和《耶利米哀歌》，將在年底/明
年年初全數出版。這時期也完成修改了《靈風中文聖經注釋系

列》的《耶利米哀歌》，現在準備下筆寫《耶利米書》注釋了。這

次對我來説，最有得著的是能為聖公會顯現堂書寫120年的建

堂歷史，這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堂會之一，從早期的華人淘金

夢開始，經過無數次的掙扎，仍然在 神的掌管下豎立見證 神

恩，都是值得細數的恩典。

關於教學方面，已經結束了《事奉塑造》課程；《耕心網絡課

程》的《朱紅綫傳奇：不完美的人在完美的神手中》也順利完

成，得到非常好的回響。同學們欲罷不能，强烈呼籲開設暑期課

程。我答應了，將開設另類課程：《基督教經典研讀坊》，準備

每年暑期與同學研讀一本傳世的基督教名著。這次將是：《初

看但丁的﹝神曲﹞與信徒的天路》。希望能帶來新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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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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is authorised to deliver courses for the 
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  ABN 58 004 265 016 CRICOS Provider Code: 0280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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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文部全年的經常費預算為A$1,000,000（包括華人研究中心及網絡課程的預算），結算至八
月底我們還需要A$70,000才能達到年底收支平衡。請繼續和我們一起在神面前仰望和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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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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