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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 Graduate Diploma Study

**Pillars of Leadership Training Sponsor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Queenstown Baptist Church 
Pasto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Events

Thanksgiving Dinner & Celebration Service

4th Pillar of Leadership Training (Leadership)**  
 - Probing our Potential (Panel)

Dates & Time

October 18 
6:00pm-9:30pm

November 1 
9:00am-4:00pm

Venue

Queenstown Baptist 
Church*

Queenstown Baptist 
Church*

BTS 2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2014
Theme: Renew Your Deeds in Our Day

*Queenstown Baptist Church: 495, Margaret Drive, Singapore 149305

Events Completed:

BTS Retreat

1st Pillar of Leadership Training (Biblical) - Probing the Word (Dr Rick Griffith)

2nd Pillar of Leadership Training (Theological) - (Dr Mark Chan)

BTS Public Lecture -  
When Cultures Collapse: How God Prepares the Way for the Gospel (Dr Hal Poe)

3rd Pillar of Leadership Training (Contextual) -  
Understanding our Issues (Dr Calvin Chong & Dr Sun P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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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are open for diploma programs of study for the new semester in January 2015 – Advanced or  
Graduate 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and Advanced or Graduate Diploma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The  
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program is an excellent op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church leaders.  It is designed to 
equip students with a firm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he Scriptures and developing spiritually. The Diploma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a similar purpose, with the additional goal of equipping students for 
ministry in cross-cultural settings. 

Program Features
• The diploma will be earn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33 credit hours of courses.
• Each course has 15 sessions of study.
• Graduate Diploma students are eligible for upgrading to a 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the same area.  Advanced Diploma students are may use relevant credits 
earned to offset courses in the Bachelor of Theology program. 

• Classes are held on Monday and Wednesday evenings 
at the Baptist Centre (1023 Upper Serangoon Road) at 
7.00pm.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1 December 2014 for the  
commencement of studies in January.  Please contact BTS 
Registrar Mr Tan Kim Tian at kt.tan@bts.org.sg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bts.org.sg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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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一月开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2014年标记浸信
会神学院成立25周年。回顾过去，任何人都会承认浸神一直

在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之下愈更成长富足。浸神最初在1989年建校，
当时神学院的运作在救恩浸信教会进行。之后浸神搬迁到新加坡浸
信教会，然后再搬迁至基博浸信教会。接下来的日子，浸神继续搬
迁，从基博浸信教会到女皇镇浸信教会。在2012年购置和建立自己
的家—浸信会中心之前，浸神再次使用救恩浸信教会作为上课地
点。

这些年间浸神与众教会的合作伙伴和联系日益加深。浸神也因此在
神面前越发富足。当然，富足在圣经的观念并不是指个人或群体拥
有或囤积多少资财，而是指群体或个人有多愿意与别人分享，活出
一个白白舍弃为主的生命（路12.20-21）。浸神的发展，并且有能
力让来自周边区域国家的学生得到益处，是浸神在神面前富足最具
体的表现。我们的祷告是浸神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与更多的人分享
荣耀的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靠神满满丰盈，白白舍弃为主”是浸神的座右铭，是我们的身份
和事工的标记。我们期望每一个浸神的同工团队和学生的心志，是
成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子民在神的国度应有
的生命样式。为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异像和身份特征，教务长冯俊三
博士为浸神的院歌写词，由孙宝玲博士译成中文，并获得余远淳博
士为歌词谱曲。这首院歌将在浸神庆祝25周年的感恩庆典上首次献
唱。

靠神满满丰盛，白白舍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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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神满满丰盈，白白舍弃为主》

第一节   
国度能力已经彰显，沛然降临子民心; 
契机当前慈声呼唤，孜孜嘱咐我众听。 
永恒圣道真挚应许，宣扬荣耀大君王; 
心悸动，慈爱深，寻找迷羊步不停。

第二节   
厚恩泽遍亚细亚洲，无分尊卑男或女; 
宣扬圣道扶贫济困，同受天恩真幸福。 
历经重担纵遇困苦，更尝恩手安慰抚; 
常喜乐，光明中，瞥见天父的慈容。

或贫或富，每日天粮，心满意足; 
或誉或辱，有主偕行，不畏孤独。 
或内或外，不惧艰困，全力以赴; 
凯歌、力量，全因我主耶稣基督。

副歌   
靠神满满丰盛，生命无所缺。 
万福泉源圣父，生命根源圣子，大能圣
灵赐恩丰富。 
靠神满满丰盛，福杯溢邻人。 
温柔、公义、怜悯，塑成生命真福  
我愿舍去全为主! 
高唱: “白白舍去为主!”

我诚意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在感恩和庆祝神在
浸神的信实和作为。这也是浸神向支持和同
行伙伴致意的日子。请您预留十月18日当天
傍晚，让我们在女皇镇浸信会一起庆祝、感
恩和致意。晚膳:六时至七时;庆典崇拜:七时
30分至九时30分。

迎新周与开学礼
2014至2015新学年的迎新周，从7月21日至25日。讲师和同工们欢迎每一位新生，并向他们讲解
有关浸神的精神和愿景，除此全体教职员和同工们也一同到麦里芝蓄水池，共享欢乐的一天。
这次是浸神第一次使用浸信会中心举行开学礼。浸神董事会主席林瑞枝牧师引用以弗所书3:7-
12，以‘心系主呼召’为题目勉励众人。

今年神带领37位新生（英文部19位；中文部18位）来到浸神大家庭；新生的加入让浸神学生总
人数达92位（包括9位教牧学博士班的学生）。中文部的学生主要来自中国，一些来自本地。英
文部的学生则来自区域国家如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和韩国。让我们尤其感恩的是来自本
地的学生人数上升了；今年19名英文部的新生当中，就
有9位是新加坡人。这是神垂听祷告的结果，我们见证神
双重的应允。首先，众教会认同浸神所做的工，推荐会
友到浸神接受神学装备。其次，我们将之视为下一代的
兴起，为要接下教会牧者传承的棒子。

2014/2015年新生入学的人数
           英文          中文
神学学士    5             7
道学硕士   12  23
文学硕士    8             6
研究文凭    8          3
事工文凭    8             3
教牧学博士    9

总数:    50  42

续院长的话 及 迎新周与开学礼



在刚刚过去的8月2日，我们举行了第三次的基础领袖培训（POL）。与前两次的培训不同， 这
一次的培训将焦点放在当代教会所必须面对的复杂议题上（中文部的议题是网络与同性恋议
题，英文部则是媒体与同性恋的议题）。

 在结束了各自的培训讲座后，中英文部举行了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联合座谈会。在短短的
两个小时里，讲员嘉宾们从圣经及其他专业角度详细地解答了会众所提出的关于同性恋议题的
问题。

以下是一些参与者的回馈：

 “很难得，我们可以针对同性恋的议题进行探讨”

 “这次培训帮助我知道，当面对同性恋人群的时候，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并帮
助他们走出困境。”

 “开阔了我对同性恋议题的了解”

 “提醒我同性恋也只是罪的一种，并不需要把它扩大。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帮助有需要
的人。”

 这一次的培训，以探讨议题的方式，让我们对教会在当下所肩负的使命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盼望在来临的第四次的领袖基础培训中，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并从中得着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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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基础培训（三）	 	 	 	 	 	 	 陈保华

领袖基础培训（三） 及 浸神新讲师

浸神欢迎新讲师
浸神最近新添一名新约讲师 – 潘文杰博士，他七月份从英国来
到新加坡。潘文杰出生于香港，过去10年他一直在国外进修。
他毕业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先后到美国亚特兰大麦卡菲神
学院(McAfee School of Theology, Atlanta)和英国的谢菲
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进修神学，并于
2012考获哲学博士学位。

潘文杰分享他经历时提到：“回顾我学习神学的历程，那
是一条漫长又艰辛的路。我珍惜当中所有好与不好的经
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成长，塑造我的生命，使我成为现
在的我。新加坡的大环境和香港很相似，我很喜欢这个
充满阳光的小岛国。我感恩自己有机会到这里服侍。”

潘文杰已婚，和妻子甄美思结婚15年。我们欢迎潘博
士来到新加坡成为浸神大家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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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分享
新生分享

走进从未策划的恩典——浸神   道学1年 刘雯竹

曾经在自己的世界观里，恩典是以人抱有远大理想，布下周密计划，付出无愧努力的形态下出现
的。

19岁时，为了寻找新的“恩典”，开始了8年的留学生活。直到现在也难以忘记最初被崭新的街景、
语言、文化刺激时产生的新奇感。回想起来，虽然一切都很美好，但对于一个以为自己是“恩典策
划者”的我来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转眼间8年过去了，我忽然间不知道该怎样策划了。因为在留学的8年中，因着信仰，经历了很多改
变：曾经的理想不再是现今的理想，曾经的价值观不再是现今的价值观，曾经的期待不再是现今的
期待……我读了神学。

我的理想是成为神的仆人，我的价值是服侍神。而我的期待呢？就是在开始实现理想和价值时，自
己是被装备的。

在彷徨和无助时，浸神接纳了我。兴奋和喜悦之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恩典，且不是经自己的手
策划的。当我走进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惊喜。因为我进入的不止是校园，更是家中；我学习的不止
是学问，更是生命。课程已经开始了，虽然每天紧张又忙碌，但心中却是温暖的，活泼的。新的老
师，新的同学，新的经历、情感和装备。被恩典所丰富的每一天、每一瞬间，都使我感叹：这是多
么的不可思议！

心中不由得感谢那使我走进浸神的策划者——我的主耶稣。感恩！

初到浸神有感    道学1年 陈成智

对每个人来说，家是温馨而安全的一个处所。因为人可以在家中感受到亲人的关心、接纳与爱护。
因此当人离开家庭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时，总会带着对家深沉的思念和对未来的不安。这点对于
一个离开祖国，外出求学的神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当收到浸神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的感恩和兴奋自然是溢于言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于新环境、
新同学、新教育方式的茫然和担忧。带着这份忐忑的心情，我来到了这个陌生而美丽的国家。

初到浸神时，迎接我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在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的肤色和
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然而有一样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友善的神情和温暖的笑容。这对于当时
的我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安慰和激励。记忆犹新的是院长让我们学习的那句话：“我们浸神一家人
（We are BTS family）”。当用这句话彼此问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跨越了国界、肤色和语
言。

然而另一句话，却让我明白老师、学长们能给予人温暖的原因。“靠神满满丰盈，白白舍弃为主”
，这是浸神的宗旨，也是每一个师生追求的目标。是的，他们之所以有接纳的笑容、热心的帮扶，
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神给他们丰盛的恩典。在这样的恩典中，他们被神的爱所激励。激励他们去
分享神的恩典、分享微笑所带来的阳光。

如今，我已成为这所学院的一份子。在这里我有2年的学习时间。然而我希望学到的不单单是丰富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那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神供应的感恩。

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的安全与温馨却时刻环绕；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的关怀和接纳却常在身
旁；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却已不单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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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社团的分别		 	 	 黄文侨讲师

教会与一般社团的组织，从表面来看有不少相同
之处，有定期举行会员大会，采用选举制度产生
领袖，并透过核心领导者执行，发展会务等等；
但从属灵的层面来看，两者之间却有极大的分
别。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社团则以人为中心，我
们可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来谈谈不同之处。

第一，教会是由神所拣选的人组成的，而神是主
导者。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彼前2∶9上。我们
今天成了基督徒，从人方面来说，因我们接受了
耶稣基督为救主，不过从神方面来看，能成为基
督徒完全是神的作为，以及神的拣选。不是因着
我们本身有过人之处，正如以弗所书2∶8 – 9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不是出
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所有地方教会的
产生，严格来说都是神建立，这与人创办的社团
有所分别。即然是神所建立，神是教会主导者。
所以当教会展开一切圣工或做认何决定前，大家
很自然的透过祷告和圣经真理来寻求神的心意，
尤其是选出负责教会事工的弟兄姐妹。就如出埃
及记，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凡
事寻求神的指引。在整个过程中，神彰显了他奇
妙的作为，甚至当以色列人犯罪或毁谤摩西时，
神如何伸出他的管教的杖责罚以色列人。在教会
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以致我们依靠自己过於依靠神？

第二，教会是由神分别出来的群体，与世界领导
方式不一样。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
民，”彼前2∶9中。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
成为他的子民，作为神与世人之间的代表，像祭
司一样带领人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因此，教会
在身份上或地位上与不信的人有所分别，在生活
上也有所不同。旧约时代，神藉着各种律例典章
以及各种宗教节日，使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信仰化
与信仰生活化。新约时代，神也藉著耶稣基督的
教训与榜样、真理的灵，以及使徒的教导，使教
会在生活上分别为圣。

所以教会在品德上、价值观等，与世界有很大的
不同。在圣经真理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
教导门徒作领袖所具有的特质，和这世界上的领
袖所具有的风格截然不同。可10∶42 -45 “耶
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
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
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
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
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
人的赎价。”在教会团体的服事中，谁愿为首，
就要像耶稣当年拿起毛巾，束起腰为门徒洗脚一

样的谦卑服事。正如健康的教会的作者Stephen 
A Macchia  说“我们不是蒙召来当别人的主，
相反地，我们是蒙召来服事人，并效法耶稣的榜
样。” 

第三，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见证神的救恩和彰显神
的美德。

圣经清楚说明神拣选教会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宣
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下）。旧约时代，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神的
子民，是因神的恩典，与他的拯救世人的计划，
以及实现他对亚伯来罕的应许有关。新约的时
代，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亚伯来罕的后
裔，大卫的子孙，为罪人舍身十架完成救赎大
功，并死后三日复活，建立基督的教会。因此，
地方教会的设立，是为了宣扬基督的福音，见证
主耶的爱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当然教会的首要任
务是把福音传开，供应人灵里的需要。若我们只
供应人肉身的需要而缺乏灵里的供应，这当然是
错。但我们只是供应人灵里的需要，而忽视人实
际上的需要和肉身的痛苦，那我们就缺少从神那
里来的美德。可6∶34 – 36说 当一般人追随耶
稣到野地，耶稣看到就怜悯他们，教训他们许多
道理，最后还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他们，神
是怜悯，信实的。在教会的生活里流露公义的行
为，好怜悯的心肠，存谦卑的心和主一起同行，
正如弥迦书6∶8所说的，有真理和恩典。

教会与社团不同之处，详谈起来还可以列出很
多。我只是粗略地谈谈一些重点。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高举自己与众不同，而是在平谈的生活
中，别人察觉我们与他们不同。我的太太曾经给
我看一则在去年剪下来的晚报新闻，内容说到罗
敏申公司如何不离不弃照顾一个患癌的员工，如
无限期的无薪病假，知道她时日无多，仍然擢升
她坦任一个为她而设的职位，让她不必做体力的
工作，还加薪两百元………等等。当时我的太
太是在探访一位朋友时，无意中发现这一则新
闻，於是向朋友讨了这份过期的晚报。
因为她觉得这则新闻太感动她了，
在现今社会这样有人情味的公
司真是凤毛鳞角，所以她要
把这则新闻剪下来，让她记
得还有一间这样与众不同的
公司。一家百货公司在照顾
员工上，所表现出来的与
众不同，就叫我们如此动
容。那么教会呢？教会更
不是标榜外观、组织、阵
容….的与众不同，而是
流 露出来一种生活形态
和生命力，叫人惊讶我
们的自然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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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分享
新生分享

走进从未策划的恩典——浸神   道学1年 刘雯竹

曾经在自己的世界观里，恩典是以人抱有远大理想，布下周密计划，付出无愧努力的形态下出现
的。

19岁时，为了寻找新的“恩典”，开始了8年的留学生活。直到现在也难以忘记最初被崭新的街景、
语言、文化刺激时产生的新奇感。回想起来，虽然一切都很美好，但对于一个以为自己是“恩典策
划者”的我来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转眼间8年过去了，我忽然间不知道该怎样策划了。因为在留学的8年中，因着信仰，经历了很多改
变：曾经的理想不再是现今的理想，曾经的价值观不再是现今的价值观，曾经的期待不再是现今的
期待……我读了神学。

我的理想是成为神的仆人，我的价值是服侍神。而我的期待呢？就是在开始实现理想和价值时，自
己是被装备的。

在彷徨和无助时，浸神接纳了我。兴奋和喜悦之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恩典，且不是经自己的手
策划的。当我走进这里时，心中充满了惊喜。因为我进入的不止是校园，更是家中；我学习的不止
是学问，更是生命。课程已经开始了，虽然每天紧张又忙碌，但心中却是温暖的，活泼的。新的老
师，新的同学，新的经历、情感和装备。被恩典所丰富的每一天、每一瞬间，都使我感叹：这是多
么的不可思议！

心中不由得感谢那使我走进浸神的策划者——我的主耶稣。感恩！

初到浸神有感    道学1年 陈成智

对每个人来说，家是温馨而安全的一个处所。因为人可以在家中感受到亲人的关心、接纳与爱护。
因此当人离开家庭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时，总会带着对家深沉的思念和对未来的不安。这点对于
一个离开祖国，外出求学的神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当收到浸神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的感恩和兴奋自然是溢于言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于新环境、
新同学、新教育方式的茫然和担忧。带着这份忐忑的心情，我来到了这个陌生而美丽的国家。

初到浸神时，迎接我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在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的肤色和
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然而有一样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友善的神情和温暖的笑容。这对于当时
的我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安慰和激励。记忆犹新的是院长让我们学习的那句话：“我们浸神一家人
（We are BTS family）”。当用这句话彼此问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跨越了国界、肤色和语
言。

然而另一句话，却让我明白老师、学长们能给予人温暖的原因。“靠神满满丰盈，白白舍弃为主”
，这是浸神的宗旨，也是每一个师生追求的目标。是的，他们之所以有接纳的笑容、热心的帮扶，
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神给他们丰盛的恩典。在这样的恩典中，他们被神的爱所激励。激励他们去
分享神的恩典、分享微笑所带来的阳光。

如今，我已成为这所学院的一份子。在这里我有2年的学习时间。然而我希望学到的不单单是丰富的
知识，更重要的是那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对神供应的感恩。

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的安全与温馨却时刻环绕；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的关怀和接纳却常在身
旁；如今虽已离家，然而家却已不单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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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及 教职员与同工的动向

孙宝玲博士于7月3日在香港举行马可福音讲座；之后也会在11月20至22日以及24至28日代领区
域性的培训。12月25至27日，孙博士到香港担任营会的讲员。

冯俊三博士于8月22至31日到巴基斯坦授课；之后在9月8-13日到柬埔寨服事。冯博士也将组织
浸神短宣队并于12月9至23日到印度。

黄文侨博士于8月间星期三到援手之家早会讲道，并在11月14代表浸神出席马来西亚浸信神学院
创校60周年纪念会。

黄文慧讲师将在12月8至12日到中国培训。

郭义宏讲师于7-9月在浸联华文同工聚会分享护教学。钟庆义博士于8月19-28日在印度马尼普浸
信会联会培训 当地牧者与领袖们。

辗转之间，又是一个三年，感叹，感慨，感
恩。感叹岁月悄逝，感慨人事变迁，但感恩
有主伴随。三年一回望是一种沉淀，也是整
理以待前赴。作为浸神的毕业生，更是连根
于母校，若说‘沉淀’、‘整理’舍其其
谁。曾经在校的种种···正是我今日生
命/事奉之养料。

回想2011年5月毕业之际，兴奋激动中掺杂
着沉重。兴奋激动是因为终于毕业了（不容
易啊，都不知熬了N个夜晚），而沉重源自
于自己作为第一批远赴海外深造的学子面对
回乡事奉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依然带着院
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叮咛回到温州母会。

回家不久，教会领袖就确定了我的服事内
容，主要是在教会自己所创办的神学院教导
四福音导论和基督教教育概论。当然，也少
不了学生辅导的工作。期间，也参与了主日
的讲台宣讲和教会崇拜司琴的服侍。

在教导方面，之所以会选择且能够教导福音
书和基督教教育，是因为在浸神两年的学习
中，这两门课程是我更为兴趣和把握的。
为了更好的教导，不断地复习曾经的讲
义、笔记和参考书目。因此，温馨
提醒学弟学妹们：老师的讲义、
笔记非常重要，切勿学完就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校期间
的学习、生活和实习都丰富了我
现今教导的内容。

尤其是体会老师们的牧养。当学
校还寄居于女皇镇浸信会时，那
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地方，
却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不仅
是地理上的，更是关系上。我体
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牧养，明
白了何为效法基督。而这些都成

教职员与同工的动向

感···	 	 	 	 鲁丽娜
为了我辅导学生的基础。在辅导的过程中，
往往都会想起曾经的往事，就成为了学生的
帮助。因此，我想敏锐于生活，必大受益
处。

在讲台服侍方面，在校所学的讲道法以及讲
道实习使得我比较有把握地采用释经讲道。
在温州教会疲于主题讲道法的时候，给予了
一些看见与帮助。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当上
帝的话语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使听见的
人得以通达。”

三年过去了，但这几年的服侍不断提醒自
己，勿忘：“带着确据勇敢地服侍，简朴生
活、恒切祷告、爱人以宽、言说真理、忠心
服侍。”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你和你的
会众将见祂更多、爱祂更深、随祂更紧”

感恩---感恩上帝藉着浸神的那些人、那些
事，塑造了我这三年多的事奉。

感谢---感谢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所有老
师、同工们，还有我曾经实习过的恩典浸信
会和圣恩堂的牧者、执事、长老、同工、弟
兄姐妹们。没有你们的陪伴、鼓励，不会成

就今天的我。借用潘霍华的一句
话：“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有
你们的存在。” 

感触---感触跟随上帝的道路
充满了惊喜：祂赐给了我们
一可爱的儿子；因祂奇妙
带领，让我们全家将于今年
8月中旬赴美继续深造。

愿上帝赐福于浸神，充满更
多的惊喜···



财务报告
全年预算收入:$1,017,634

截止7月31日收入: 
$1,047,572

盈余:$29,938

请将回应与资料表格填妥，联同支票(如有)寄交：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023 Upper Serangoon Road,  
#01-01 Baptist Centre, Singapore 534761.

“ 神若带领,	我希望在浸信会神学院接受装备	”		

m	我希望到浸信会神学院全时间或部分时间就读，我想要知
道更多。

m	我想报读夜间华语神学培训证书课程，请通知我新的课
程。

m	我想知道神学院提供哪些课程帮助平信徒接受神学装备。

我的回应

姓名 ( 博士 / 牧师 / 先生 / 太太 / 女士 / 小姐 ) 

....................................................................................................................................................................................

手机 .......................................................................  住家电话 ...................................................................   

住址 ......................................................................................................................................................................

.......................................................................................................... 邮区 ........................................................... 

电邮 .............................................................................................. 填表日期 .............................................

所属教会 .........................................................................................................................................................

我的资料

现附上支票支持:

m	请用划线支票，支票台头写：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币$ ................................................................  银行 .................................................................................

支票号码 ..........................................................................................................................................................

“ 靠着神的帮助,	我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你们	” 

m	我原意奉献金额 S$ ........................................................，作为神学院的 
经常运作费。.

m	我原意奉献金额 S$ ........................................................，作为神学院的 
学生奖学金。

m	我原意奉献金额 S$ ........................................................，作为神学院 
图书馆添购新书与增设媒体资源。

m	我原意奉献金额 S$ ........................................................，作为神学院 

................................................................................................................之用。

我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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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开办课程
密集课程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2015年1月5日至1月9日 
早上8点半至下午1点

日间课程
• 摩西五经

• 保罗书信

• 符类福音

• 释经讲道

• 释经学

• 教牧事工导论

• 实习课

• 希腊文II

• 系统神学

• 属灵塑造

• 基督教伦理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基督教与世界宗教

• 基督教教育导论

• 基督教历史II

注:欢迎选修或旁听，请向陈锦添主任查询。 

电话:6472 0091;电邮:kt.tan@bts.org.sg 
所有上课地点都在浸信会神学院举行。 

地址:浸信会中心，1023实龙岗路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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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11月及2015年1-3月	基督教圣经与事工课程	
课程:更美的事奉

讲师:张学敬讲师

日期:30/9,7/10,14/10,21/10, 
28/10,4/11,11/11 

时间:逢周二晚上7:30至9:30

地点:浸信会神学院三楼课室

课程:哥林多前书

讲师:郭义宏讲师

日期:20/1,27/1,3/2,10/2, 
24/2,3/3,10/3 

时间:逢周二晚上7:30至9:30

地点:浸信会神学院三楼课室

报名与查询请电邮 achong@bts.org.sg 或致电张姊妹 64720091

** 领袖基础培训伙伴: 
浸信会神学院 
女皇镇浸信会 
教牧进修部

活动

感恩晚餐及庆祝 

领袖基础培训（四）- 迈向未来**

日期 和 时间

10月18日 
傍晚6点至晚上9点半

11月1日 
上午9点至下午4点

地点

女皇镇浸信教会* 

女皇镇浸信教会*

2014浸神二十五周年感恩庆典
主题：主啊，复兴你的作为

*女皇镇浸信教会: 495, Margaret Drive, Singapore 149305

已完成活动：
浸神退修会

领袖基础培训（一）- 从圣经开始  
讲员: 潘朝伟博士和孙宝玲院长

领袖基础培训（二）- 落实的神学 
讲员: 谢水木博士

浸神公开讲座 
讲员: Hal Poe 博士

领袖基础培训（三）- 面对议题 
讲员: 孙宝玲院长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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