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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
焦慮管理

林慈敏博士 / 協談學副教授
最近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擴散，大家都人心惶惶，焦慮感倍增。我們該

如何面對全球疫情導致的焦慮感呢？以下是幾點可參考的焦慮管理模式 ：

第一，調整思想，讓思想專注於與事實相符的訊息，而非極端負面的信息。
例如，我們應該認識到：不得病的機率其實比得病機率大好幾百倍；而全球各界正在

積極防疫並加快腳步研發藥物和疫苗；人體本身也具有一定免疫力。這些都是促使人積極
思考的事實。

正如腓立比書 4：8 所說：「……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
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我們需要從可信靠的專
業媒體取得正確資訊，而不是盲目相信並轉發社群網站散發的誇張甚至不實的謠言。倘若
一直看新聞引發焦慮感，可考慮限制看新聞的時間和頻率。

第二，表達情緒，通過正確的方式和管道散發情緒，減少不安、孤立的負面

感受。
漫天蓋地的負面新聞，難免讓人產生焦慮、煩惱、憤怒、恐慌的感受。通過與親友聊

天或是寫日記的方式，都可以有效地紓解這種負面情緒，而這種抒發也讓我們跟別人產生
更緊密的連結感，從而減少不安、 孤立的感受，起到安撫的作用。目前，有很多人責罵政
府以及部分被定義為「不道德」的人，用這樣的方式洩恨。然而，若仔細想想，在網路上
謾罵、筆戰，不會帶來正面的力量—因為總有人會表達與自己不同的立場，而這種分歧
往往帶來更多的怒氣，導致更多的自義和紛爭。

正如以弗所書 4：29 的提醒：「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倘若實在需要抱怨，最好找與自己立場一致的人傾訴一下。

我們需要表達並接受自己的情緒， 但如果能夠更進一步的話，還需要擴張同理心，
這才是真正的成熟之路。也就是說，我們要正面詮釋並且試著理解意見不同之人的情緒。
例如，這人強烈的情緒表達只是顯示出他的不安和公義感；在這個非常的時期，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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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焦慮的困擾，我接受他的情緒，但還是可以持有不同
的意見。如此這樣，讓我們鍛鍊同理心與多重角度的思考
（perspective taking）。

第三，採取行動，與其坐在家裡惶惶不可終日，不

如起身積極做好管家，做一些力所能及又有實質幫

助的事情。
例如，我們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在飲食、睡眠、運

動方面加強自己的免疫力，勤洗手，做好清潔工作；或者幫
家人購買口罩 （但不要囤積）；為受苦的人、 醫護人員、
在上掌權者禱告 （參提摩太前書 2：1 ～ 2）。另外，若條
件許可，也可以踏出一步去服事別人—傾聽或者捐獻，這
才有實質效用。

最後，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尋求意義，在危機

和苦難中尋求神在這一切事上的心意。
雖然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因病毒受到負面影響，但是，

從危機裡尋找意義，是可靠的應對危機的方法 （參考 Viktor 

Frankl 的意義療法）。而基督徒也需要學習從符合信仰的角
度來看待苦難，相信「神是公義，祂始終掌權」，「苦難熬
煉信心」，「這世界非永恆的家」，「苦難讓人心對神打開」
等。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學習更多地活在當下，珍惜我們擁
有的每一分、每一秒，像是跟親人朋友相處的時刻、每一個
擁抱孩子的時刻 、每一個能事奉神的機會，對於這些，我
們都要深刻地去體會與感恩。如今，有許多武漢人因著疫情
遭受排斥，或許一些海外華人也受人歧視，這些固然是不公
義的遭遇。然而，我們還是可以視之為機會教育，幫助我們
學習自我保護，培養我們的同理心，與長期遭受歧視的人認
同。而生命的不可確定性，也讓我們檢視自己的生命觀、死
亡觀、價值觀，也重新去思考：危難是考驗人心、道德、體
制的試金石；在黑暗中， 許多事暴露出來，也推動人去追尋
真理、 公義、 愛 。

願神幫助我們，一起度過難關，學習管理焦慮與反思，

在危機中尋求意義，成為具有同理心並持續成長的人！

2019 年底的基督徒大會，芝加哥校區代表擺設展台。 Kairos 宣教生命課程統籌複訓，於正道舉行。

開學第一個 chapel，全院師生同工同心禱告。

相
片
集
錦

2



3

2019 年度美東華人差傳大會（CMC East）於 12 月 27
日至 31 日在 Baltimore 舉行。正道福音神學院在現場設立
展臺，表達對宣教的關切，也藉此大會聯絡東岸的教會牧者
和弟兄姐妹們，把正道的資源介紹給他們。許多與會者駐足
詢問正道提供的各類課程，並表達了尋求神學裝備的意願。

正道展臺也成為了校友、同學和同工們相聚的地點。校
友們為母校校園整建後煥然一新的面貌表示感恩，也分享了
他們在事奉中的挑戰與樂趣。大家一同交談，彼此鼓勵。有
校友開展了第二代華語事工，希望能藉此機會促進移民父母

與在美國出生長大子女之間的瞭解。也有校友提出，牧者們
在協談輔導方面進行培訓非常重要，這樣可以更有效地應對
今日教會和社會所面對的衝擊。

此次大會的主題為「不辱使命，破繭齊出，同頌主榮」，
總計近兩千八百人參加。主題信息講員包括學園傳道會副總
幹事保羅・艾許曼（Paul Eshelman）牧師、大衛・普拉特
（David Platt）牧師、馮永樑牧師和多位正道校友，如張路

加牧師、陶恩光牧師等。

美東華人差傳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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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於神 
自從在神學院教書以來，一直掙扎的一件事就是，要寫學術

性質的書籍，還是寫比較適合普通基督徒的書籍。在神學院授課

期間，看到中文神學書籍的有限，許多翻譯的中文神學書籍並非

本土創作，而基於人手和其他原因的限制，華人出版社也不可能

把所有西方的書籍都大量地翻譯。因此，華人寫神學書籍的需要

是確實存在的。與此同時，當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教會分享神話語

的時候，也看見普通信徒的需要，有些太硬的神學書籍未能讓普

通的信徒消化。筆者自從 2005 年起，開始選寫希伯來文靈修的一

系列書籍：《始於神》、《慧於神》和《出於神》，盼望不僅對

神學生、牧者有幫助，對普遍的信徒也有幫助，最終目的還是要

我們藉著神的話語更認識祂，並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在掙扎過程中所得的結論就是，學術書籍和給信徒的書籍同

樣重要。在過去幾年間，寫了兩本比較學術性的書籍，也因此《於

神》系列暫停，但在 2018 年底，筆者有機會去新加坡，得知當地

的一位牧師不僅每天使用《始於神》來做靈修，也因著個人對每

篇經文和希伯來文詞彙的默想，每天花三小時的時間寫自己的靈

修分享，並且每天一早就藉著社交媒體傳給他的會友們。這位牧

師認真對待神話語的態度，激勵了我再次繼續這系列。《頌於神》

的寫作始於新加坡之行。

詩篇是眾信徒都喜愛的，自己在選寫的過程中，常常被神的

話語感動，特別是當看到預言彌賽亞的詩篇時，聯想到主耶穌也

是熟讀詩篇，並知道詩篇所指的就是祂（路 24：44）。詩篇中詩

人對神的傾心吐意、求告、信靠、頌讚、感恩都讓我們有共鳴，

並成為我個人與神建立關係的榜樣。此書和以往不同之處在於，

我先把選擇的詩篇從希伯來文直譯成中文，然後把該詩篇分六段

（六天）來默想，解釋每段原文特殊的詞彙和意義，然後在第七

段（七天）把整篇直譯的詩篇展現在讀者面前，重溫並總結一週

的默想。最後以一段禱告詞為結束。因詩篇有一百五十篇，此書

涵蓋詩篇卷一至卷二（詩篇 1 ～ 72 篇）。在不遠的將來，筆者會

選寫《頌於神》（下），即詩篇卷三至卷五（詩篇 73 ～ 150 篇）。

從詩篇分五卷書的設計，我們不難看到它象徵信徒的靈程之旅，

謝挺博士 / 舊約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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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喜愛神的律法為信仰的起點，到最後以全然的讚美和敬拜神為終

點。

願意藉著這本靈修書，讓我們更加愛神，更願意委身於神，也

願意我們的生命走向頌讚神的終極目的。

以下是賴建國老師為此書所寫的序（已徵得他同意放在此
處），供大家參考。

賴序
【賴建國，創欣神學院舊約教授，環球聖經公會駐會學者，《環

球聖經譯本》舊約主編，2019 年 11 月，台北大直】

認識謝挺博士多年，每次拜讀她的大作，或是現場聆聽她的講

道及學術演講，總是滿心歡喜，收獲滿滿。不僅她的學術專書（像

《創世記：從創造到揀選》[2008] 及《雅歌：情牽永約》[2016]），

令人大開眼界，充滿智慧巧思，顯示她的扎實功底；更有她的《於

神》系列（包括《始於神》[2007]、《慧於神》[2013] 和《出於神》

[2014]），不但作為一般弟兄姊妹靈修默想之用，也幫助神學生、

傳道同工，複習原文，進深思考，作為研讀聖經、建基真理、釋經

講道的基礎。

欣聞謝博士第四本靈修書籍即將出版，更令人期待。這本《頌

於神（上）》，從詩篇卷一、二當中挑選了四十九篇詩篇分享，

餘下三週，各以七個段落（七天的靈修默想）就三方面作整體分

享。第一週，詩篇的整體分析；第二十九週，詩篇卷一的總結；第

五十二週，卷二的總結。但這本與前三本不同的是，並不是每天一、

兩個原文分析，並靈修默想，而是每週分享一篇詩篇，並分為七天

的份量，供讀者靈修默想。這樣信息更加完整，思考更加深刻。

詩篇是歷代聖徒的最愛，靈修的精品。詩篇共一百五十篇，

顯示詩人的靈性體驗，信仰群體的敬拜實踐。各篇通常都有以下特

色：深刻的體驗，豐富的情感，活潑的想像，精練的語言及純正的

教義。詩篇兼具文字與風格之美，足以和世界上任何語言的文學傑

作媲美。

衷心盼望謝挺博士的新作《頌於神（上）》，帶領您達到真善

美聖的境界，啟迪心靈，發抒情感，提升靈性，形塑品格。更期待

謝博士的《頌於神（下）》也能早日完成，以饗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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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季新生（部分）簡介

夏雄（Hsiung Hsia）
最高學歷：化學工程學士，台灣中央大學

出生地：台灣
所屬教會：First church of Nazarene of Pasadena

鄭人豪（Randolph Cheng）
最高學歷：Media and Animation 學士

出生地：台灣
所屬教會：Crosspoint 焦點

丁悅（Echo Ding）
最高學歷：會計碩士，Cal Poly Pomona

出生地：中國
所屬教會：國際大使命教會

袁美文（Meiwen Chi）
最高學歷：台北銘傳大學

出生地：台灣
所屬教會：芳泉谷第一華人浸信會

龐博（Bo Pang）
最高學歷：企業管理碩士，

California Lutheran University
出生地：中國

所屬教會：千橡市華人基督教會

蔡文傑（Jack Cai）
最高學歷：自動化應用電子學士，

天津工程技術師範大學
出生地：中國

所屬教會：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

龔燕（Viola Gong）
最高學歷：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

中國傳媒大學
出生地：中國

所屬教會：永愛聖經宣道教會

黃沛恩（Joanna Huang）
最高學歷： 音樂教育碩士，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出生地：台灣

所屬教會：南灣台福

余宓潔（Mi-Chieh Yu）
最高學歷：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高雄科技大學
出生地：台灣

所屬教會：愛鄰台福

道學碩士（M. Div.）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C.S.)

道學碩士 (M. Div.) +  
家庭事工碩士 (M.A.F.M.)

家庭事工碩士 (M.A.F.M.)

2019 ～ 2020 學年，到目前總計錄取了 25 位新生。
（根據新生訓練時新生所填寫之資料刊登，各科系新生以英文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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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得救的蛻變
1997 年，我開始接觸聖經，自認為是基督徒，但一直

沒有找到合適的教會。2003 年在美國克利夫蘭教會，我才
真正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體會到自己的罪孽深重。重生得
救後，我就對所追求的 MBA 和經營管理之夢失去了興趣。
我深願人們能儘早得著寶貴救主，產生了去讀神學院奉獻自
己來傳揚耶穌基督的念頭。但神卻沒有允許我立即讀神學。
一方面，我的新生命還十分幼小；另一方面，出國讀書借了
不少錢，需要儘快還債。

初次經歷神印證
2006 年 MBA 畢業後，我面臨 H1-b 工作簽證名額已

用完的困境。一天，朋友送的條幅「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
的善事」，深深印入我的靈魂。我安靜下來：神既然已經除
去了我的罪，又怎會不使用我呢？為我捨命的神，豈不看顧
我小小的需要呢？我開始用神賜的話語禱告，學習經歷神的
信實。神很快奇妙地開了門，使我在一家從未招過國際學生
的美國公司找到了在美的第一份工作。從此，我更深入地追
求神。

神搖動環境帶領
教會生活中，我看到了牧師謙卑順服的牧人榜樣。「好

牧人」的字樣漸漸地深烙在我心上。在 2007 年的差傳大會
上，我更堅定了奉獻自己的心。尤其感恩的是，妻子從不太
情願，到受感走到講台前回應神。之後，我們經常參加基督
使者協會的各種培訓，關係變得更親密，服事也更有默契。
但因老二老三相繼出生，妻子覺得經濟壓力大，仍然不同意
我辭掉工作。

2012 年底，我和妻子同時得到晉升經理的機會。我的
工作在克利夫蘭，妻子的工作需要到北卡。我們禱告和連續
討論了好幾次，都沒有明確的結果。我放不下教會，也預感
到去北卡將會面臨很多難處。禱告中，神賜給我兩句話：一、
我既然愛教會，當然要愛妻子，為她捨己。二、這是妻子必
須經過的一段路。陪她走完這段路，她會預備好。在將信將
疑和對教會的不捨中，我很快在北卡找到了工作。

困境中奇妙預備
面對陌生環境和新工作的挑戰，我們又開始不和睦，我

靈修讀經變得不正常，靈性陷入了低谷。妻子興沖沖地工作
了八個月後，招她的老闆就離開了，她也陷入了低谷中。我
們都覺得來北卡來錯了，準備找工作搬回克利夫蘭。這時，
大兒子考上了最好的寄宿高中。為了孩子，我們只能留在北
卡，保持他州內學生身份。神似乎關上了所有的逃生門。我
們想走走不了，留下來又不甘心，雙雙陷入更深的低谷。我
唯一知道的是靠在主身上：「是主袮帶領我們搬家的，袮就
要負責到底。」

一個週五，妻子身體疲乏，沒有去教會。沒想到等我們
回來後，妻子平靜地對我說：「我剛讀了一本書，我想我預
備好了，我不再攔阻你去讀神學了。但能否至少等到大兒子
讀完大學？」妻子的改變真是讓我驚訝！但我仍陷在靈性軟
弱之中出不來。我想，全能的神難道非要用我靈性的軟弱為
代價來預備妻子？而且，大兒子大學畢業還要等 6 年！

不久，突然傳來身患癌症的岳父過世的消息，沒有機
會見最後一面。幾天後，奔喪的妻子打電話對我說：「爸爸
的突然去世讓我看穿了許多事。你現在就去讀神學吧，將來
我也願意去讀。」我驚訝得說不出任何話來。神竟然奇妙地
使用各種環境，包括我的「軟弱」，來預備我們夫妻同步！
於是，我就開始聯繫神學院並進入正道就讀。實在感謝讚美

主！我要一生事奉耶和華！

神奇妙的帶領和預備
劉智懷 / 道學碩士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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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在整理舊資料時，偶然讀到教務長陳愛光
牧師在 2017 年院訊中的一篇文章：「近年來，ATS 察覺到
北美的神學教育正面臨多方的危機，學生人數下降，傳統的
神學教育方法受到很大的挑戰。」我的心中湧上一絲憂慮：
我們的正道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吧？神會如何帶領學院的招生
呢？

感謝神，我曾有機會在學院的拓展處服事多年，當時
為了開展招生工作，我常常會拜訪此間各個教會。如今雖然
已離開該崗位四年之久，然而，有些以前聯絡過的
弟兄姊妹仍然與我聯繫，我也會時常關心他們的需
求，為他們代禱或提供建議和幫助。這些經歷讓我
深深感到：招生不是簡單地鼓勵人到學院網站申請
入學，而是一個長期的牧養過程。

招生是我們每一個正道人的事情，不能單單倚
靠某個部門或某些同工。

以下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在任何場合作「自
我介紹」，若有機會又合宜的話，可以盡量提到正
道。去任何地方分享的時候，也可以適時記念正道，
在服事的教會或機構多多宣傳。我的車子上一直放
著介紹正道的文宣品，我到各教會做分享時都會提
到我是正道的董事和校友會會長，呼籲有興趣的弟

兄姊妹可以會後與我詳談。

來到正道，才發覺我是不配進入這所學府的；但神竟然
把我帶到這裡 ！

入學之初遭遇癌症
幾個事件是我信仰的轉捩點。蔡茂堂牧師在一次講道中

問會眾： 「你知不知道你信仰的神學是甚麼？ 若不知道，
你只是個迷迷糊糊的基督徒 ！」這句話好像當頭棒喝。會
後，我對蔡牧師坦言：「我不知道甚麼是神學，神學不是給

校友是學院寶貴的資源。記得過去，時常有校友帶著
他們教會的會友來學校拜訪，當神感動時，就有人會申請入
學。求神帶領，讓這樣的場景重現，讓每一位正道人都能擁
有招生的熱情，當我們有這份熱情時，神就會開路。

想要更多瞭解正道校友會，請上網：https://www.les.
edu/alumni-network-zh/。若您對招生有負擔或對校友會
任何事宜有興趣，可以聯繫我：georgiac@les.edu，我們
或可以邊喝咖啡邊聊。

牧師讀的嗎？ 」蔡牧師只說了一句：「那你就去神學院上
課！」

就這樣，2002 年我從芝加哥空降到洛杉磯上暑期密集
課（當時還沒有芝加哥校區）。沒想到，第一堂課才上完，
我就被診斷出患了乳癌。接到診斷報告當天正是我的生日。
我覺得神在開玩笑。我問神：「我正想好好學習作祢的門徒，
祢也為我開了這個門，怎麼馬上又關了？」逐漸地，我體悟

招生是長期的牧養

多倍恩典

李開穠傳道 / 校友會會長

莊淑容 / 2015 年校友

正道校友歡聚，共同慶祝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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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乳癌治療的過程非常辛苦，這是神給我的第一堂課。我
體內有癌，心裡的癌細胞更多，若不先清除，怎能成為神的
器皿？我也體會到，神可以用我所受的苦去安慰別人，這個
歷練後來成為我服事病人和關懷癌症患者的根基。

癌症治療結束，全身破損，心情沮喪。我問神：「現
在祢還要我嗎？」神竟然差祂忠心的僕人吳超厚醫師來
帶 領 我， 吳 醫 師 是 Chines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CCMM，路加傳道協會前身）的開創人，他帶我到西双版
納偏遠山區醫療宣教。神開了我的眼界，讓我看見祂的憐憫
慈愛和大能，以及祂寬闊的國度。

家人蒙神豐盛賜福
2005 年我決定把工作調到加州，繼續在正道學習，雖

然捨不得離開從其創立就參與服事的芝加哥台福教會，雖然
對當時還未信主的先生無法交代，雖然放不下還在高中唸書
的小兒子，我依然順服地將自己和他們都交給了神。

來到加州，好像亞伯拉罕遷到迦南地，帶著上帝的應
許，卻是困難重重。我居無定所，工作量增加，又想家。在
南加州漂泊了一年，感謝主！ 可以住進良牧之家，讓我不再
有流浪之感。不過還沒信主的先生，卻無法理解我到正道的
動機，這讓分開兩地的我們關係幾乎到了冰點。一次在良牧
之家晚禱，禱告結束後，我睜開眼睛，意外地看見劉富理牧
師竟跪在我身邊。我有機會告訴劉牧師我心裡的難處，他竟
然很認真地為我先生作了四十天的禁食禱告。神真是信實，
半年後，神竟奇妙地帶領像頑石般的先生到南加州受洗，且
是在我們的結婚紀念日聖誕前夕。更奇妙的是，雖然我沒有

等到兒子上大學就離開家，他卻總是向人誇耀媽
媽去做宣教士。四年後，兒子順利從普渡大學土
木工程系畢業，且蒙神呼召加入「導航會」成為
全時間大學校園傳道。我將兒子交給神，神比我
帶得更好。

職場事奉開拓境界
因全時間工作，我只能慢慢地修課。很多人

都問我：「你甚麼時候畢業？」久而久之，我不
得不思考：是不是該把工作辭掉，專心唸書？我
禱告又禱告，但總沒有感動要把工作辭掉。我問
神：「既然工作不辭，畢不了業，是不是該停止
上課？」神反問我：「你急著畢業要做甚麼？」
我回答：「去服事人。」神說：「你的工作不是
在服事人嗎？ 你好好牧養我的羊！」當時，我還
沒有聽過「職場事奉」這個概念，神開了我的眼
睛，讓我看到職場就是一大片宣教禾場。

我的專業是洗腎中心的營養師，需要洗腎的病人大都是
在一堆慢性病之後，在此經歷終點站，心中充滿焦慮、不安、
沮喪。看著診所裡一排一排坐在椅上、連接在機器上作血液
透析的病人，我想起「耶穌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
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我也想起神對我
說的話「你牧養我的羊！」

神不讓我辭掉工作是祂的美意，在工作中，我每天接觸
各式各樣的人，每個人都在尋找盼望，人失去了盼望就失去
了活下去的力量。雖然有些病人是基督徒，但因身體或環境
原因，早就沒有教會生活。因著神的託付，工作成了我的宣
教工場。我的目標是讓沒有盼望的人有盼望，沒有平安的人
得平安；幫助神的子民再與神聯結。

正道幫助我建立信仰根基，更深地認識真理，突破許多
過去的信仰瓶頸。從前，我不敢跟病人討論生死，尤其是癌
症末期的病人，但現在我能坦然陪伴他們，一起經歷耶穌復
活的大能和平安！每次看到病人因神的話語重新站立，因禱
告重新建立與神的關係，我就歡喜快樂，忘記辛勞。不只是
病人，同事也都需要神的話語。醫療工作壓力相當大，工作
時間又長，我常用神的話語幫助醫護人員重新得力。耶穌說：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約 4：
34）。

我深深感謝神的憐憫和恩典，願意使用我這個破碎的
器皿，讓我在職場上服事軟弱有需要的人。我感謝正道帶給
我、我先生及我兒子的祝福。雖然我用了十年部分時間學
習，才拿到了一張畢業證書，但神給我的恩典真是言語無法

描述！

莊淑容（左一）全家福。



學院動態
師長行蹤
林國亮院長：* 3/15，於愛睦台福教會主領正

道神學主日。* 3/27-28，於温哥華加拿大華

福會帶領家庭事工研討會。* 4/3-5，於休士

頓 NASA 台福教會帶領家庭特會。* 4/19，

於加南新生教會主領正道神學主日。

劉富理榮譽院長：* 3/6-14，於南美基督神

學院阿根廷校區教導靈命塑造課程。* 4/3-

5，於賓州 West Chester 主恩堂帶領二十週

年培靈會。* 4/24-26，於印州 Carmel 愛加

倍華人基督教會帶領培靈會。

陳愛光牧師：* 3/6-8，於芝加哥校區教授系

統神學。* 4/22-24，於匹茲堡參加 ATS 董事

會會議。

陳敦康牧師：* 2/21-23，3/20-22，於芝加

哥校區教授詩歌智慧書。

彭淑鈴教授：* 3/9-14，於巴西教授家庭導

向的教會事工。* 4/17-19，於芝加哥校區教

授親職教育及指導。

謝挺教授：* 4/3-4，於聖荷西基督徒會堂

和基督之家第三家分別有數場聖經講座。

*4/21-22，於印第安那州參加 Theological 

Education between the Times 神學會議。

教務處    
• 2020 年春季為謝挺教授及吳維和牧師安

息年。
• 感謝主！ 2020 年春季總計錄取 25 位新

生（12 位基督教研究碩士生、5 位家庭

事工碩士生、2 位道學碩士生、1 位道學
碩士 + 跨文化研究碩士雙學位生、1 位基
督教研究證書生、4 位教牧學博士生）。

• 2020 年碩士科春季學期入學申請已截
止，歡迎申請 2020 年秋季學期入學。神
學碩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
家庭事工碩士、跨文化研究碩士科的申
請截止日為：海外生，2020 年 5 月 15 日；
本地生，2020 年 6 月 15 日。

• 教牧學博士科 2020 年夏季學期新生報名
截止日為：2020 年 3 月 1 日。

• 2020 年春季碩士科，校本部開課 26 門，
另有同步課程 14 門，線上課程 6 門，
芝加哥校區課程 4 門。總計修課人數為
152 人。

• 2019-2020 冬季教牧學博士科校本部共

芝加哥校區園地

芝加哥校區
地址＆聯絡資料

631 State Route 83, 1st Floor, 
Bensenville, IL 60106
Tel / Fax : 630-595-9188

陳永昌牧師 / 芝加哥校區代理主任
在 2020 新年的開始，回首我接手代理主任至今，已

經整整有六個月。真的是除了感謝以外，還是感謝。

感謝神，我們早先安排的所有碩士課程及延伸班都有

足夠的人數可以開課，再加上許偉傳道及吳湘琪姐妹加入我

們團隊，擴大了我們服務及拓展的陣營。目前有 4 位學生

已加入碩士班行列，還有 12 位正在慎重考慮申請碩士班。

希望大家一起為他們禱告，若是神的心意，求神帶領他們

儘快加入我們。      

在去年 12 月 28 至 31 日 的華人基督徒大會中，有 24 

位對正道碩士科與培育中心課程有興趣並留下聯絡方式，

許偉傳道和 Freda 會繼續跟進，希望神繼續開路。大會中

也有 29 位願意獻身的弟兄姐妹，希望他們有機會參加 4 月

份校區舉辦的體驗營，更瞭解正道的課程及系統。

12 月 15 日，我們舉辦了 Chapel Time， 30 多位理事、

校友和在校生參加。大家齊聚一堂，在敬拜、分享和禮物抽

獎的歡樂氣氛中，一同慶祝主耶穌的誕生。在 12 月 29 日

基督徒大會的下午，我們與畢業生、教會拓展代表及在校

生等也有一次短聚，大家各自分享了 2020 年對拓展神學院

事工的期待與計劃，讓我們清楚知道神的呼召及今後拓展

的方向。感謝神，透過不同的方式幫助我們瞭解祂的旨意，

在短暫的人生當中走入「正道」，不虛度此生。

我們每週都會聚集討論分享，並在最後手拉手禱告。

懇請大家為我與許偉傳道 1 月 10 至 12 日於密西根州的拓

展活動和長途車程禱告，希望今年中西部各州成爲我們拓

展的目標。

靈程心語：主的一句話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
耀嗎？』」（約 11：40）

劉富理牧師 / 榮譽院長
耶穌來到拉撒路的墳墓前說：「你們把石頭挪開。」

馬大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四天

了。」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

的榮耀嗎？」（約 11：40）於是，在他們順服主的話把墓

石挪開時，耶穌就使拉撒路復活並由墓中出來，神的榮耀

就這樣彰顯！

其實，馬大先前曾有一點抱怨地向耶穌說：「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約 11：21），耶穌就對

她說：「你兄弟必然復活！」（約 11：23），又說：「復

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是：「我是復活、我是

生命（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耶穌問她：

「你信這話嗎？」（參 11：25 ～ 26）馬大聽見了，但卻

沒能完全抓住神的話，信神的話。

記得，神的話也曾這樣說：「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是實在的，叫神因我們

得榮耀」（林後 1：20）。「實在」就是可以兌現的，神的

話語、應許，都是可兌現的。藉著我們對祂的信靠及順服，

神要在我們身上得榮耀。但我們的信心往往是微小的，讓我

們向主呼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

9：24）。 

新年伊始，讓我們敏銳於神的話和應許，求神加給我

們信心來領受並抓住祂的話，從而兌現祂的話。讓我們記

住：「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讓我們今年因信靠

並順服主的話，處處看見神的榮耀，也經歷神在我們身上

得榮耀。
10



100% 奉獻目標
 ($210 萬需要）

實際奉獻
$66,446
 (1/31/20)

3.16%

開課 4 門，修課人數 27 人。
• 學院現提供免費網路課程體驗，有興趣

者可至以下網頁申請免費體驗課程：
https://www.les.edu/ecampus/。

學務處
• 1 月 9 日的網路新生訓練，計有 10 位網

路生在線觀看視頻並通過小測試；當天
下午 4 時在校本部並舉行網路生與老師
們會面 Q&A 時間。1 月 10 日為春季學
期校本部新生訓練，當日計有 8 位新生
參加。 

• 2020 年春季學期第一次週三崇拜於 1 月
22 日舉行，當日講員為林國亮院長，他
將以今年度學院主題「作無愧工人」勉
勵大家，並為 13 位新任學生正道會與宿
舍自治會同工就任祝福。

• 1 月 31 日為教牧博士班新舊生 2020 年
夏季學期助學金申請截止日。3 月 1 日為
碩士班舊生 2020 年秋季學期助學金申請
截止日。

拓展處
• 感謝主的恩典和供應，正道 2019 年募款

目標順利達成，謝謝弟兄姐妹慷慨的奉
獻。

• 正道 2020 年經常費募款目標仍是 210
萬，請您在禱告中記念，並繼續支持正
道，一同參與建造神國僕人的偉業。

• 本處副主任 Kitty Law 姐妹代表神學院出
席去年 12 月 27 至 31 日在巴爾的摩舉辦
的 CMC 大會，推廣神學院事工。期間，
有近 20 位弟兄姐妹對正道的學科表示極
大興趣，並在進一步跟進中。

• 去年是正道建校 30 週年，巡迴感恩聚會
延續至今年，將於 3 ～ 6 月期間，分別
在加拿大溫哥華、聖地牙哥和達拉斯舉
行，請留意稍後的報告。

• 請為 2020 年 2 ～ 4 月的正道神學主日
及講員代禱：2/9/2020，EFC 聖谷台福
教會（蔡玉玲教授）。3/8/2020，南灣
華人宣道會（慎勇牧師）。3/15/2020，
EFC 愛 鄰 台 福 教 會（ 謝 挺 教 授 ）。
3/15/2020，EFC 愛睦台福教會（林國亮
牧師）。3/22/2020，EFC 東安台福教會
（林國亮牧師）。3/22/2020，千橡城華
人基督教會—粵語堂（慎勇牧師）。

• 目前正在籌備 5 月 1 ～ 3 日在紐約舉辦
的聖經專題講座，由謝挺教授主講《詩
篇中的信仰之旅》。詳情請留意後續報
告。

• 2019 年的奉獻收據已經在 1 月底寄出，
若您還沒有收到，或相關資料有誤，請
您 儘 快 與 我 們 聯 絡：626-571-5110 轉
118 分機，或電郵：adv-donation@les.
edu。謝謝！

2020 年 1 月累積財務報告

2020 年年度奉獻目標 210 萬

經常費

Income 394,519

Expense 500,852

Balance -106,333

芝加哥校區

Income 386

Expense 13,528

Balance -13,142

製表：會計室 base on the unreconciled reports

培育中心 LTI
• 兩年一度的 Kairos《把握時機》宣教生

命課程統籌復訓，於去年 12 月 13 ～ 14
日在正道福音神學院舉行，與會者包括
Kairos 中文事工國際統籌翟浩泉牧師、
Kairos 北 美 事 工 總 協 調 Dr. Colleen Di 
Raddo，來自北美各地二十餘位中文課
程統籌，以及正道統籌團隊黃成培牧師
和陳善純主任。大家集思廣益如何運用
各樣智慧，好將宣教動員教育普及引介
給眾教會。兩天培訓也促使這群宣教動
員領袖建立更強的合作默契，感謝主。
近年來神大大使用 Kairos 課程，在全球
華人教會帶動強勁有後續力的宣教動員，
推動轉化無數教會成為宣教使命導向的
教會。正道團隊今年上半年除了 1 月及
5 月在校本部舉辦教牧班培訓，並將於 4
月前往新澤西州美德教會開課。歡迎上
網查詢詳細課訊：www.les.edu/Kairos。

• 「穆斯林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是一群
需要基督的人 !」 由正道福音神學院與
國際關懷協會美國分會聯合舉辦的「心
入穆斯林—認識穆宣」專題講座，將於
2 月 22 日在本院舉行，邀請前線差會台
灣分會（www.Frontiers.org.tw）總幹事
大樹牧師擔任講員，內容包括：1. 伊斯
蘭世界與穆宣挑戰。2. 面對伊斯蘭世界
的幾個重要觀念。3.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對話的 15 個議題。4. 如何與穆斯林分享

福音。歡迎上網報名：https://www.les.
edu/heart4mus。 

• 芝加哥校區培育中心春季課訊：但以理
書解經 / 陳達牧師（3/13-15）；傲慢與
偏見：基督徒心理輔導的誤失 / 唐曾元
惠博士（3/27-29）；兒童事工願景與實
踐 / 趙孝菁博士（4/24-26）。報名請洽：
630-991-0431。

• 希望參加今年 5 月 9 日畢業典禮的 LTI
準畢業生，請最遲於 3 月 10 日前和培育
中心辦公室聯絡（626-571-5111），以
便確認您的畢業資格。

芝加哥校區
• 於 2020 年 2 月 2 日（週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在校區舉行本年度第一次敬
拜，校區理事、校友、學生及家屬等一
同參加。會後的交誼時間中，大家一同
享用湯圓和點心，提前慶祝元宵佳節。    

人事消息
• 黃鴻興牧師於 2019 年 12 月正式退休，

卸下哲學博士及神學碩士科主任職份，退
任為新約研究榮譽教授。感謝黃牧師過去
在學院的委身和擺上，願神記念。教務長
陳愛光牧師將兼任代理哲學博士及神學碩
士科主任。

• 歡迎陳敦康牧師加入正道師資行列，任舊
約研究助理教授。

• 歡迎張鈺君姊妹再次加入正道同工行列，
任教務處入學行政同工（部分時間）。

• 同工彭翠華（Becky）姊妹轉任教務處國
際學生輔導專員暨教務行政協調員。

• 同工石燕荔（Wai Wai）姊妹升任圖書館
編目專員。

• 同工彭鴻基（Timothy）弟兄升任行政服
務處副主任；同工金善輝（Bernard）弟
兄升任人力資源專員。

自 2020 年 2 月份開始，曾米瑪傳道擔任
本院美東事工代表（義工），協助正道在
美東的事工開展。曾傳道是本院 2007 年
教牧學博士科（D.Min.）畢業生，現任紐
約閩恩教會全職傳道。

2019 年度奉獻目標為 210 萬，實際收到奉獻
2,115,763。感謝神豐盛的供應，超過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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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網絡校園提供線上「同步」教學，

距離不再是問題。

跨文化研究碩士
（M.A.I.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C.S.）

道學碩士
（M.Div.）

家庭事工碩士
（M.A.F.M.）

教牧學博士
（D.Min.）

神學碩士
（Th.M.）

哲學博士
（Ph.D.）

•	美國聯邦政府移民局（USCIS）授權招收國外學生（I-20）。	
•	美國西部大專院校協會（WSCUC）	認證學院	。	

•	美加神學院協會（ATS）正式會員。

精神 : 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使命 / 願景：塑造神國使命僕人，轉化全球基督教會

招生對象：堅信聖經為信仰基礎，肯獻身為主所用，願接受神學裝備、成為僕人領袖

聯絡方式：admission@les.edu；網上報名：http://www.les.edu 。

*若您僅想收到電子版院訊以取代印刷版院訊，請電郵advancement@les.edu告知我們。

9358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USA
Tel: (626) 571-5110  Website: www.les.edu
出版者：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發行人：林國亮院長　編輯：拓展處

奉獻方式
支票抬頭請寫「LOGOS」；
也可上本院網站使用信用卡
線上奉獻。詳情請上網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