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三十年來
Malaysia Bible Seminari (MBS)

葉秀芳講師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是一間不分宗派之神學院，宗旨為
基於福音信仰，為各教會培育蒙召獻身、專心事主之教牧、
宣教、宗教教育等聖工人材；同時也培訓委身的教會領袖配
搭事奉，拓展神國事工。《馬聖》辦學的目標是要培植許多
忠心、良善能教導別人的人，以藉此建立並帶動整體教會，
在人群中實踐愛神愛人的大命令，和廣傳福音使人作主門徒
的大使命以榮神益人。
核心價值
1. 神學當基於聖經—聖經是神永存的道，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至高準則與權
威。基督教的神學教義必須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
2. 學術要回應時代—有果效的神學教育需要卓越的學術研究來支撐；一切相關研
究必須是 能夠回應時代的挑戰，並正視現代人處境中的訴求。
3. 服事須配合教會—神學院是為栽培優質並且能配合教會需要的聖工人才，為此
《馬聖》看重與各宗教會的密切合作。
4. 資源為帶動宣教—基督的大使命就是教會的終極使命，因此神學教育必須能夠
帶動一切資源朝普世宣教的目標挺進。
事工的瞻望動向
1.
2.
3.
4.
5.

工人的培育與神學教育普及化
推動學術研究與分享研究成果
神學與其他學科之關聯與整合
強化師資陣容及擴建校園院舍
深化東馬土著教會之神學事工

前言
在搜集與整理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創院過程時，心中不禁發出感恩的贊歎：
誰會意料到它的源流原來縱橫半個地球 – 他們有來自英國倫敦和紐西蘭的海外基
督使團（OMF，昔稱內地會 CIM）的宣教士，也有來自印尼的華裔神學教育者，
以及本國的牧者與教會領袖；他們共同努力要建立一間不分宗派的聖經神學院。
當年的宣教士忠於主所托付，分別在吉隆坡與馬六甲兩地方開辦初型的中、英
聖經學校，卻不曉得自己竟成為《馬聖》的先鋒鋪路者。在往後的日子裡，兩處的
教學中心被神奇妙的牽連合拼，成為今天已有超廿八年歷史的《馬聖》。這其中還
包含了當年被神重用、影響跨越國界的《華福》首任總幹事王永信牧師的異象分享
與鼓勵。這是掌管宇宙的主宰，也是推動人類歷史的主，更是教會歷史的主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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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神自己在感動、呼召、引領、裝備、塑造、成就這一切。一直等待神的時
候到了，就在本土興起不分宗會的神學教育事工，使本地教會得到合宜的教牧人
材，為要使本國、鄰國與普世萬民因認識上主而得福。
《馬聖》創建的歷史背景
（一）先賢努力，在好土上開墾
馬六甲曾經是馬來西亞、中國等遠東地區福音工作的轉接地。在十六世紀中
葉，基督教福音隨著馬六甲被葡萄牙人（1511）與荷蘭人（1641）的統治而被引
入和發展，同時也把西方教育的模式帶進來。今天我們難以想象約在三百年前的福
音對象是本地廣大的巫族，而第一本由丹尼.保爾（Daniel Bower）出版的聖經竟
然是馬來文新約聖經（1662）。隨著米廉（William Milne）與馬禮遜牧師（J.R.
Morrison）的抵達馬六甲宣教及創辦英華書院（1816），西差會的文字、教育、與
福音事工陸續展開。 1860 年弟兄會的宣教士來馬，而在十九世紀末長老會與衛理
公會也都進入了本國開拓教會。踏入廿世紀初各方面更是迅速發展，包括從中國南
來到東馬詩巫和西馬實兆遠墾荒的福音移民。在三十年代多次前來主持奮興佈道大
會的宋尚節博士更是把福音的種子撒在我國許多的肥沃好土上，在華人之間結果累
累的成績可以媲美西教士。
（二）政局變動，教牧撤離
只可惜好景不常，世界政治局勢在當時正在產生巨變。在 1937-1945 年爆發了
日本的侵華戰爭，以及 1949 年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使宣教士於 1950-53 年期間陸
續撤離中國。部分的內地會宣教士便移轉工場至馬來半島，並參與或開拓在柔佛
（1951）和雪蘭莪一帶（1952）的福音事工。
當 時 在 馬 來 半 島 的 局 勢 也 挺 不 安 定 。 在 日 本 的 侵 略 和 統 治 時 期 （ 19411945），國內不時有地下共產游擊隊的抗日活動，常有死傷或恐怖的消息。二戰
後日軍戰敗投降，英國再次接管統治馬來亞並發出針對馬來亞共產黨的緊急法令
（1948），地下共產游擊隊改與英軍繼續抗衡，使宣教工作的進展受到頗大的影
響。1957 年馬來亞半島獨立，全國各族歡慶自由民主的來臨以及共同建國的喜
悅。直到 1963 年馬來西亞的成立（包括砂勞越、沙巴和新加坡；後來新加坡於
1965 年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聯邦憲法賦予國民有宗教自由。然而由於
種族、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至終引發 1969 年五一三華、巫種族暴亂事件。
繼之而推出的新經濟政策，以及隨著的回教化浪潮，導致許多外國宣教士，包括來
自港台的牧師一個個離開。政府所規定宣教士不得居留超過十年的政策法令執行
後，國內許多教會因嚴重缺乏牧者與領導人而荒涼。
創院歷史事件
1. 本國福音事工的覺醒
正當我國在七十年代面臨西方宣教士及外來牧者大量撤離導致牧者嚴重短缺，
許多教會有羊無牧的荒涼狀況時，神卻興起一批本土牧者為福音大發熱心，且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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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區組織雪州同工聯禱會。他們當中有已故許彼得牧師、馮彼得牧師、羅恩光牧師
和薛玉光牧師，以及健在的前任信義會會督張景洲牧師和鄭囯治牧師等長牧，加上
信徒領袖如已故鄭再興先生、古維華先生等。這些領袖連同檳城的李前軍牧師等
人，大部分受邀前往參加 1974 年七月份首次舉辦的《瑞士洛桑世界福音會議》，
及隨後參與由國際學園傳道會舉辦的《韓國 74 福音大爆炸》福音傳遍運動。
回國後，他們於同年十月在吉隆坡就召開第一屆西馬華福會議，這次會議有來
自各宗派牧者與領袖，赴會者竟達一百四十人。事實上此會議竟比第一屆世界華福
大會還早兩年。受到普世宣教熱誠的衝擊，再環觀本國教會等待復興的光景，這些
赴會者皆有感開拓本土福音事工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並且嚴肅看待和探討開拓
神學教育的可能性。雪州一些教牧同工聯禱會的成員，更相約每周六聚集在八打靈
良牧堂迫切為此事向神禱告，歷時兩年。馬來西亞國内外宣教協會（《馬宣》）也
是在那段期間成立。
2. 神對陳潤棠牧師來馬服事的帶領
印尼華裔陳潤棠牧師在 1976 年首次蒞臨馬來西亞探親與探望教會。他從檳城
開始一路南下到柔佛州，看到許多教會福音工作荒涼的光景。在抵達吉隆坡時與雪
州華人聯禱會的同工們會面，並受他們極力挽留在本地開辦訓練本地福音人材的神
學院。當時陳牧師在印尼瑪瑯神學院任教兼擔任教務主任職多年，並不認為來馬來
西亞辦神學是神對他的呼召。然而隨著沿途看到南馬教會嚴重的缺乏工人時，陳牧
師心中開始有頗深切的感動，訓練本地工人的負擔也加增了。隨後同年八月他赴香
港參加《第一屆世界華福大會》，期間又與來自馬來西亞的教會領袖會面，他們又
重申期待陳牧師到馬來西亞開辦神學院的馬其頓呼聲。
回到印尼後，陳牧師專心尋求神旨意。神以使徒行傳 1：8 節 “但聖靈降臨在
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 對他說：“你在印尼，馬來西亞就是你的撒瑪利亞。所以你要去
馬來西亞”。因此陳牧師便回信應聘神學院院長職。然而，沒想到工作簽證的申請
竟長達七個月之久。同工會收信後便欣然積極籌備、組織《馬聖》董事部並策劃辦
學方針。一切準備妥當便於 1978 年正月二日開始上課。當時是租借八打靈信義會
路德樓的四個房間，有學生九位，師資方面則有從外地遷回馬的薛玉光牧師夫婦、
胡秀英教士及《使團》的劉芝蘭教士。及後陳潤棠牧師率領妻兒，一家三人於
1978 年四月五日飛抵吉隆坡後，《馬聖》逐於 1978 年六月五日舉行首屆開學感恩
禮拜。
學生方面神也有特別的引導與供應。在九位新生中，其中五位轉校自《馬來西
亞基督徒訓練中心》，而追溯其根源，也見證主的手在這非常時期的引導與作為。
3. 《馬聖》之前的中文《萬橈基督徒訓練中心》
根 據 葉 恩 潭 牧 師 的 敘 述 ， 1950 年 代 從 中 國 撤 離 到 馬 來 亞 的 內 地 會 （ 《 使
團》）宣教士較多以新村為工作據點。在 1957 年八月間所辦的第二屆青年信徒進
修會時，便有三十二位青年獻身。其中三位到新加坡進修神學，其余的都因為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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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費問題，無法在那時接受神學裝備。葉恩潭牧師當時以主持人身份，進行與
《使團》馬來亞南區主任穆福新（Percy Moore）先生探討有關事宜，兩人皆有感
要為這些獻身者開一所《聖經學校》，以裝備他們從事福音事工。兩年後，《聖經
學校》如願於 1959 年九月開課，每周上課兩晚，三個月為一學期，可惜它只開辦
了兩期便因缺乏師資而停辦。幸而在 1961 年五月六日《萬橈訓練中心》在穆福新
宣教士擔任校長下正式以新的模式開課。
在訓練所兩年的學制裡，多半來自新村的青年學生在租來的園丘房屋早晚上
課，而午間便在園丘農耕以掙取生活費。1965 年英國籍的《使團》宣教士戴大衛
牧師（David Day，夫人 Phyllis Day）從較早前的柔佛三合港及沙登教會被調來接
任中心校長職。可惜訓練中心於 1972 年七月三十一日辦了第十一屆結業禮後，也
因業主欲收回園地作商業發展而停辦。接著《使團》在禱告後議決把中心事工交由
雪州同工聯禱會接手繼續辦理。一年後中心搬遷至巴生近郊，並改名為《馬來西亞
基督徒訓練中心》。1973 年八月重新開課，且邀請戴大衛回馬繼續任校長職，直
到 1977 年底他夫婦倆決定放下教職回英，訓練中心也因此停辦。當《馬聖》於
1978 年正月二日正式開課時，訓練中心在籍的五位女生便被接納轉入《馬聖》，
而《馬聖》的首批中文部學生就如此粉墨登場了。
4. 《馬聖》之前的英語《馬六甲基督徒訓練中心》
至 於 《 馬 聖 》 英 文 部 乃 源 自 《 馬 六 甲 基 督 徒 訓 練 中 心 》 （ PLKM/ Pusat
Latihan kristian Melaka）。雙方董事部在《馬聖》開學禮兩個月後（1978 年 八
月）, 聯席會議跟進商討合拼事宜。根據劉芝蘭教士（Ms. Margaret Hollands ）與
羅順彩牧師（Rev. Loh Soon Choy）的回憶，《馬六甲基督徒訓練中心》乃是於
1976 年由宣教士與數位本國福音派領袖籌辦。首任教務主任乃來自紐西蘭的《使
團》宣教士 Rev. Peter Warner，而本土羅順採牧師於次年接任該職。在籌募創校
初期，得到新加坡神學院、《使團》、與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DTC）的宣教士
與牧者多次進到馬六甲與本地同工一起禱告策劃。
1979 年十一月，《馬六甲基督徒訓練中心》遷移至吉隆坡華聯花園（OUG）
繼續課程，在租借的幾棟房屋裡上課與住宿。次年正月英文部與中文部於路德樓首
次舉行聯合開學禮，正式成為《馬聖》英文部，那時學生總人數中英文約五十人。
1984 年英文部從棲身四年有余的華聯花園搬到路德樓上課與住宿，《馬聖》中、
英兩部才正式生活在一起。董事部也於同年合拼，由陳忠登醫生繼中文部的羅恩光
牧師與鄭再興先生之後，擔任第三任董事主席職至今。
從《馬聖》的創立到今日邁向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大致上每十年可作為一個
分水嶺。
第一個十年 - 創建與紮根期（1978 - 1988）
1. 創院異像，越看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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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起頭難！董事部從物色院長、教師的人選，以及院舍、硬體設備、學生來
源、擬定教學方針外，還必須面對現實經費的問題。按陳潤棠牧師的回憶，開學三
個月後，院方還沒有足夠還他們一家三人由印尼來馬來西亞的機票錢，也沒有能力
交付路德樓三個月的租金。情況仿佛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自問當如何走下去呢？
當時學院只有九位學生。有一天，其中一位女學生進來見陳牧師，並交上一個信
封，說是奉獻給神學院的。陳牧師問說是誰的奉獻，學生回答是她自己全部的奉
獻。當這位學生出去後，陳牧師打開信封，裡面是馬幣五十元，當時感動得淚流，
對主說，“既然有學生如此愛神學院，神必賜福此學院！” 陳牧師深感前面路程必
有主供應和引導，環境雖然艱辛，經濟雖有缺乏，然而深信主必恩待，因此毅然放
下心頭重擔，專心拓展神學教育事工了！
首十年是披荊斬棘，行走崎嶇坎坷道路上；除了要籌募經常費，也為物色更寬
暢的院舍和建院費而奔波。暫租的四間課室隨著學生的增加已不足夠充作課室、辦
公室與圖書館，更遑論住宿。兩年後租用全座路德樓，並與馬新基督教信義會商談
合作就地建造神學院事宜。可惜商談沒甚進展，只好另行物色更適宜的院址。
1983 年董事部通過會員大會議決購買現址的巴生六間三層半店鋪樓房，並於 1986
年開始局部裝修，期盼早日搬遷以減輕經濟負擔。為了籌募這筆不小的購院與裝修
費用，學院在 1984 年五月舉辦義賣會，由眾教會弟兄姐妹齊心協力推動，場面熱
鬧、感人！學院也在吉隆坡和怡保籌辦演唱會。1984 年中英兩部的具體合拼共
校，自然也有它需要處理的問題。於年終董教聯合研討會上，便對神學教育的目
標、辦學方針、行政架構、組織、規則、薪金等草擬準則以便執行，加強各方面的
合一同心。
2. 開辦夜校，培養信徒
《馬聖》的辦學目標是為教會培育適切的工人與推動神學教育普及化。爲此它
於辦學第二年便開設夜校以裝備更多信徒，數年如一日，沒有間斷。為了使神學生
在學術、靈命與事奉上得以裝備，除在課堂與生活上的教導外，神學生在周末與假
期都被派往教會或機構實習，以親歷不同背景的需要與當今社會的趨勢。1980 年
學院首辦教牧退修會與神學研討會，以探討本土事工並促進學術交流。1981 年暑
假，陳潤棠院長帶領學院詩班一路北上到檳城拜訪教會，隨後又遠征印尼，馬不停
蹄藉著詩歌與信息、幻燈、見證，榮耀主聖名，在各地留下佳美腳蹤。1982 年首
屆三十三位學生畢業。次年《馬聖》神學文憑與道學學士獲得亞洲神學協會
（ATA）的承認。（1991 年後道學學士被改爲神學學士）1984 年黃晉亮先生受邀
教導《輔導學》與《臨床輔導》，為國內掀起對輔導的關注。
1986 年陳潤棠院長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對外來宣教士居留與簽證的政策，不得
不卸下院長職，於五月間攜帶同甘共苦的師母揮別學院，把八年辛苦經營、從無變
有的《馬聖》交由校務委員會集體領導。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陳忠登醫
生、薛玉光老師、何強贊先生與中、英文部教務主任，陳金獅與陳仁發老師（次
年，陳仁發講師赴英國進修，英文部主任由已故李豐光講師接任）。董事部未雨綢
繆為解決長遠師資短缺的問題， 於 1986 年成立《儲備師資訓練基金》，以確保本
國牧者受惠深造後回國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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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潤棠院長毅力過人，在創院辛苦耕耘的日子裡還不忘以文字服事教會，寫書
出版，1981 年與陳金獅講師合著《簡易讀經與解經法》以供眾教會的需要（這本
書已再版多次了）。在 1987 年畢業典禮上，學院首次頒發為紀念陳潤棠牧師對學
院的貢獻，與所樹立的事奉典範而設的《院長榮譽獎》給品學兼優的學生。
1988 年七月廿三日《馬聖》雙喜臨門，即巴生新院舍落成舉行奉獻禮暨十周
年感恩聚會。會上分別邀請從《馬聖》一開始就任教的薛玉光老師，與首任院長陳
潤棠牧師證道，著實有情有義。而趕來參加新院舍奉獻禮的六百多位愛主弟兄姐
妹，有許多甚至遠道而來，令院方深受感動。八月廿二日《馬聖》終於搬遷了，是
藉著上主恩典與聖徒恩情方才得以成就多年心願。搬遷之日但見校友、弟兄姐妹加
陣親手落力相助煞是可喜，為創院十年點上美麗句號！
第二個十年 - 更新與成長期（1988 - 1998）
在歷史舞台上，九十年代是政治氣候與意識形態及經濟市場風起雲涌，變幻無
常的時段。馬來西亞的經濟狀況還算屬一片欣欣向榮之景，經濟的持續增長，許多
快速公路、大小工程相繼建成，成為亞洲地區的新興工業國之一。1997 年建竣的
雙峰塔是時代經濟繁榮的象征。 至於馬來西亞社會的發展史，自 1987 年十月的
《茅草行動》後，華裔國民對政治意識、宗教、華教的醒覺與重視普遍提昇。九十
年代是充滿挑戰與機會的時代，為此神亦為《馬聖》預備了一群擁有時代異象、敏
於處境因素、勇於創新與改革，且又肯投身神學教育事工的師資。
1. 未雨綢繆，儲備良師
第二段的十年是《馬聖》的成長年。學院儲備師資計劃中的老師分別於 19881989 年陸續學成歸來《馬聖》事奉，使師資陣容增強茁壯。這群學有專長、回應
神呼召回國的聖經學者計有謝品然博士、李健安博士、黎業文老師、陳仁發老師，
黃鴻興博士與伍錦榮博士。1990-1991 年第二批回歸的學者中包括首位回校任教的
《馬聖》校友，即第二屆畢業生李明安老師，以及劉少平博士、賴騰生牧師及何必
立牧師。稍後，於 1996-1998 年又有一群師資回歸，他們當中有好幾位是校友，即
潘文發講師（第五屆畢業生）、林日峰博士及陳志明博士（皆第十一屆畢業生）。
此外，英文部也歡迎陳光明與華智講師的加入。
董事部於 1988 年九月委任李健安博士為代院長，解散了操作將近兩年半的教
務委員會。1989 年三月，李健安博士就職任《馬聖》第二任院長（1989-1996）。
雖然任重道遠，前路艱巨，使命與負擔卻有增無減，李院長深思熟慮的表示，回馬
事奉的心志是堅定的，因為深深領悟到“本國的福音大使命，須由本國人挑起”。 九
十年代是需要先知的時代，李院長呼籲信徒要作一個在時代又是超越時代的先知，
忠於先知的職守與崗位，給迷失的時代帶來方向。
2. 品格與事奉，嶄新神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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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董教群策群力下，《馬聖》在這期段推出一套套有創意且嶄新的神學教育
模式。學院重視事奉導向的全人訓練，是知識、品格與事奉兼顧的栽培；視學術、
靈命與技巧並重的神學教育。為了配合並加強長期教會聖工發展及神學基層化、普
及化的需要與重視，學院於 1989 年開始在巴生谷、麻坡、怡保、檳城、新山等地
推行一系列的延伸神學課程和講座。同一年也設《教牧短期進修計劃》助學金，目
的乃在於幫助在鄉鎮事奉多年並有心前來學院作短期進修的主仆。
1990 年《馬聖》開設不分中英文部的研究院，頒發三年制道學碩士學位、二
年制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及一年制基督教研究文憑，使學院當時擁有三個學院，
即研究院，神學院的中英科系，和聖工學院的延伸與證書課程。三院制度實驗四年
後，由於人事變遷，學院於 1994 年暫停三年《道學碩士》課程，並擱置《三院》
制，而恢復一院兩部制，由神學院中英兩部門各增設碩士研究科系。
接著中英文部分別於 1994 年二月與五月，假金馬侖和雲頂高原開設教牧碩士
班，和供具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信徒領袖報讀的基督教事工碩士班。那一學期，中
英文部包括旁聽生共五十三位報名參加有關課程。自 1995 年七月開始，學院規定
基督教事工碩士班要比教牧碩士班者增加十個學分的聖經與神學課程為必修課。
多年來《馬聖》承蒙許多客座講師蒞臨授課碩士班，使學生受惠良多。近年到
訪的師資包括陳潤棠博士、吳蘭玉博士、蘇立忠博士、黃朱倫博士、黃孝光博士、
邵晨光博士、梁家麟博士、蘇文隆博士、蔡麗貞博士、徐強博士、陳囯平博士、池
金代博士、呂焯安博士、梁仲堯博士等。
除了正規科系，《馬聖》也為眾信徒開設年終密集神學研習周。1989 年底至
今，英文部開辦的年終研習周（November Institute），與中文部於 1995 年開設的
研習周和接下來的畢業周神學講座都屬於這類性質。學院視在神話語上的裝備與屬
靈生命的操練是神學教育的根本，而神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乃為宣教，因此便於
1991 年開始在學期中編排《培靈周》與《宣教周》的學習。學院為了讓獻身全職
事奉者體驗神學院生活與學習，並藉此肯定奉獻心志之前提下，中文部於 1993 年
首辦《神學體驗周》，錄取的體驗生在這周內與師長、學長們一起生活學習；其中
受激勵而申請入學受神學裝備者亦為數不少。
3. 神學主日與教會保持關係
《馬聖》以服事眾教會為目標，一直與眾教會保持密切關係。師生經常到不同
的教會主持神學主日或神學之夜，傳遞神學教育的理念、重要與需要，從而促進教
會與神學院彼此間的實切關懷與配搭。此外，從創院開始即出版的季刊《院訊》，
每期的主題信息分享與院務報告，亦是加強聯繫網與服事眾教會的重要環節。
1988 年學院也組織董教巡回訪問團，到國內東西馬各地訪問教會，甚至到國外以
促進聯繫。畢業班同學巡迴演唱宗旨也是與各地教會聯誼、配搭事工和拜訪校友。
《馬聖》重視課堂有系統的教學，也辦神學講座探討且回應社會與信仰的課題。從
起初的月常講座、雙月講座，及至改為在畢業周所舉辦的神學講座和不定期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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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學院老師或客座講員所探討的課題涵蓋社會關懷、宣教、文化使命、聖樂、
中國文化、教會管理等處境課題，使信仰能更確實的落實在生活中。
《馬聖》校友會成立後，也受邀派代表加入董事會。1986 年第一屆畢業生黃錦
壽校友被委派當《馬聖》董事。該年六月校友會擧辦第一屆《青年為主進修會》，
及兩個月後的《校友退修會》。以後每年皆樂於以不同名堂如聯誼會、歸校日、會
員大會、迎新會、退修會等相聚共事，以協助母院的事工發展。院方於 1997 年第
十九周年紀念暨新院長就職典禮上，首發《許彼得牧師紀念獎》予兩位中英文部事
奉具特出表現的校友李明安講師，與《基懷》同工 Nesam Ebenezer 校友以示鼓
勵。
4. 文字傳播，講師出版
文字傳播的意義與價值非凡，且影響流傳深遠，除《馬聖論壇》收集學院老師
與董事具有深度、針對社會問題的文章出版外，個別的新作品也在這期間大量出爐
面世。1991 年出版的有陳金獅講師的兩本著作《一貫道》與《大背道》；李健安
講師的《眾裡尋他千百度》、《大珠小珠落一盤》及《神主權之神學》出版於
1992-1997 年間，而董事主席陳忠登醫生的著作《吾愛吾鄉》、《亦僧亦俗》於
1995-1997 年間出版。《馬聖》音樂老師在 1988 年出版《心聲集》本地詩歌創作
與錄制卡帶後，於 1990 年再接再厲錄制《心聲集二》及 1995 年《頌揚集》詩歌
卡帶，實踐把基督的道理透過詩歌獻上感恩的祭。
1994 年《馬聖》連同西馬華福、中馬聖樂促進會、音契、大專團契、博愛輔
導中心、基懷、文橋與學園傳道會等福音機構同心協力主辦為董教總教育中心及華
資研究中心義演一場 《吾愛吾鄉》籌款音樂會，總籌得馬幣十五萬余零吉，以示
愛華人文化、看重研究、愛鄉土之情。要贏得華人，就必要了解華人思維與宗教思
潮，而透過研究才有發掘真相的可能。研究與出版也是學院很關注的理念與方向。
1990 年因研究院的設立與學生人數的加增，巴生院舍的圖書館與課室已不敷
用。學院開始大動工程裝修與擴建。1991 年學院底層裝修改為休閑與運動室，使
學生較有活動空間。同年也購置首座雙層一廳四房排屋作為已婚學生家庭校舍。
《馬聖》董事部經過一年多考察與等候，於 1993 年三月通過會員大會決定購買價
格馬幣 110 萬，面積 2.75 英畝，地點適中，環境幽靜的蕉賴地段為學院永久院
址，並配合十五周年慶典舉行研討會與購地籌款晚宴。在眾教會與弟兄姐妹的代禱
與支持下，購地所需款項已於次年都付清。可是轉換土地用途及建校計劃藍圖卻多
次向吉隆坡市政局申請而不被批准。拖等十年後，《馬聖》董事部通過 2003 年的
會員大會，決定購買根登區 10.3 英畝的土地與房屋為新院址，而蕉賴地段也必須
在沒有受到虧損下出售。院方感激當年為蕉賴地段奉獻的教會與弟兄姐妹。
成長階段也是面對挫折與考驗的必經途徑。1990 年數位講師陸續的離職或深
造，間接引發九月、十月間有若干封意含破壞學院聲譽的信件被散發給教會信徒，
使學院上下同仁深受騷擾、困惑，也深以為憾。李健安院長在董事部與愛護《馬
聖》的眾弟兄姐妹和教會的支持下，在這艱難、危機時期卻能乘風破浪、突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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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把學院帶進更穩固、更高峰的院績。在連任兩任院長八年的期間，李院長樹立
了敬虔忠心、精明勤敏的辦事與教學榜樣。在卸任往美國進修兩年的社會學碩士課
程時（1997-98），李牧師堅決的說：“我們的事奉與奉獻是有價值的”，因為在天
上的獎賞是大的！
1997 年正月陳金獅博士被委任為《馬聖》第三任院長（就職禮在七月間舉
行）。陳院長繼承之前兩位院長的教學方針與精神，除了努力鞏固已立的基礎與注
目標竿外，也將帶領學院進入新千年的挑戰。陳院長呼籲信徒，在面對廣大禾田的
需要，特別面對廣大華族和穆民的挑戰時，要起來、要獻上最好、要委身、要裝
備、要快傳福音，使到有朝一日整個亞洲福音化！
進入第三個十年 - 擴張與瞻望（1998 - ）
1. 立身大馬、心懷普世
廿一世紀隨處有古老文明與宗教（印、佛、基、囘等）崛起與衝突的痕跡；科
技上更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隨著全球化趨勢的衝擊，貧富間之懸殊更為顯著，
道德思潮更為模糊、混亂、放肆，物質追求更是貪婪無厭，加上極端民族主義、宗
教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囂張，使世局更顯得動蕩不安，也導致人心惶惶、心靈干
渴、焦慮。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神學院要怎樣的為教會培訓教牧同工，使他們能夠
有效的牧養、領導、教導、佈道, 並活出滿有使命感的得勝生命呢？進入新世紀，
《馬聖》董教在神學教育上省思，再次確定服事的宗旨、目標和辦學方針，以承先
啟後、繼往開來，在前面不會是平坦的道路上，繼續為教會培訓更多優質、更適切
時代、合乎主用的教牧同工與宣教士。
本著以上的宗旨，《馬聖》尋求與更多國内外教會配搭合作。國内方面，學院
在協助、強化土著教會的神學事工上作出了具體的貢獻。雖然《馬聖》一些老師遠
在 1989 年已經開始陸續在東馬協助教課，1997 年十一月英文部正式與美里馬來西
亞福音神學院（MEC）和沙巴福音神學院（MTS）簽訂學術合約，提供英語和國
文學士課程。1999 年英文部更進一步的與當地教會合作，在沙巴斗湖和砂勞越古
晉及美里開辦碩士班。1998 年五月《馬聖》中文部也計劃在砂勞越開辦延伸課
程，後因時機未成熟暫時擱下。2004 年學院英文部協助在吉隆坡、怡保及檳城的
基層國語聖經學校（SAM），提供師資及學術監督。同年中文部也在東馬沙巴斗
湖、西馬關丹與怡保新開或重開暫停一段時期的校外課程，而陳院長也受邀到中國
北京教授兩期的神學與宗教課。《馬聖》不但擴展延伸課程到海外，2002 年二月
終於得到官方批准招收首位海外學生。繼來自中國的學生後，學院的海外生包括了
來自尼泊爾、緬甸、印尼、菲立賓、韓國與美國者。
2. 資研中心的成立
《馬聖》的辦學方針仍然是強調福音信仰、廣泛與各宗會配搭合作、在學術上
尋求卓越、並關注全人的培育。而《馬聖》資研中心的設立乃為促進卓越學術研究
的重要途徑之一。2000 年十一月十一日，醞釀多時的《馬聖》基督教與馬來西亞
資研中心，簡稱《馬聖》資研中心（CCMS；前身為 RRC，資料與研究中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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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立，並邀請張景洲會督剪彩揭幕，象征《馬聖》步入廿一世紀挑戰的新里程
碑。《馬聖》董事主席陳忠登醫學教授於 1987 年終之董教研討會中提出研究與著
作的重要。學院於 1990 年設立 RRC 研究與出版部，成立委員會並委任伍錦榮博
士擔任主任。中心於 1994 年出版了第二期《馬聖論壇》（Macrux）後，便因缺乏
人力與財力而處於冬眠。1997 年陳金獅院長嘗試重新推動中心計劃，考慮設立亞
洲宗教資研室；也鼓勵林日峰博士設立科學與信仰資研室，皆因事故而未能落實。
幾經波折，重整的《馬聖》資研中心終於成立，並在葉秀芳老師受委擔任義務執行
幹事下推動並操作至今。
資研中心收集國內外和基督教的時事發展趨勢與歷史的相關資料，整理分類入
檔案外，也作研究、辦講座、研討會與出版研究成果，使信徒能在萬變的時代中有
足夠的知識與洞察力，曉得慎思明辨，懂得回應處境，以正確信仰批判與更新當代
文化。中心這幾年辦的時事回應研討會與講座會包括：當前馬來西亞宗教的發展與
回應；基因工程- 生機或危機？；美國 911 罹難者追悼會及世界和平祈禱會；探討
宋尚節的神學與屬靈觀（適逢宋博士誕生百周年紀念日）；從憲法與基督教的角度
看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從彼得前書看基督徒《客旅》之苦難觀；倪柝聲神學對傳
統華人教會屬靈觀的影響（配合倪柝聲一百周年誕辰）；聖經、神學、社會學、醫
學、教牧學如何看同性戀；中國短宣/培訓事工交流研討會；解毒《達文西密碼》
講座會等，並將研討會的成果彙集成書或制成光碟。除此也彙編《馬聖》廿五周年
紀念神學講座《情牽歷史、挑戰未來》，及《馬聖》歷史走廊與前景的資料整理報
告。中心也出版小冊子登載專家學者們對神學與時事課題看法的訪談錄，例如有關
文化.宣教.後現代趨勢（庄祖鯤博士）；社會.家庭.婚姻與個人的問題（葉高芳博
士、陳國平博士）；教會內部衝突（麥希真牧師）等。
除了資研中心的研究與出版，《馬聖》老師在教學與講道百忙中仍勤以寫作，
發表文章，出書或製作光碟。在 1999 年學院的周年感恩會上，林日峰老師的《心
路歷程》詩歌創作卡帶/光碟出爐。2003 年配合學院籌款活動，除林日峰老師《愛
永相隨》創作詩歌面世外，尚有中文部學生的見證集《獻》，首任院長陳潤棠牧師
的《E 時代中的民間信仰》，和第二任院長李健安博士的《語心心語》。2005 年
七月份，陳金獅院長在《馬聖》的周年慶，把人生的至終與最高目標寫成《重生成
長、榮神益人》小冊大量贈送，一方面是為了答謝學院的支持者，同時也是為了廣
傳福音。同一年有李明安老師出版的《謹防極端、抵擋異端》、陳漢祖博士的《當
代福音精兵- 向廿一世紀華人傳福音》和《心靈的彩虹》，以及劉寶雄牧師的《另
類屬靈戰爭- 講道系列》光碟。2006 年終，喜見陳金獅院長新著《福音論- 福音的
內容與本質》面世，是陳院長累積約三十年的研究與經驗的精心之作。
3. 擴建工程，瞻望未來
隨著學院人員與事工的擴展，巴生校舍已顯得擁擠不足用了。自 1990 年在學院
附近購買首間學生屋後，1999 年至 2002 年學院又增添四間雙層排屋才足供學生與
家眷住宿。此外董事會於 2003 年九月三十日通過特別會員大會決定購買萬橈根登
10.3 英 畝 的 休 閑 與 訓 練 中 心 （ 前 CIV ） ， 價 格 為 五 百 五 十 五 萬 令 吉
（RM5,550,000）。為了朝向更美校園的目標，學院與董事部除了積極籌款，也向
關愛學院之長老大會與主内肢體以免息或以低息貸款（長老大會之兩百萬元全然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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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蕉賴 2.75 英畝地段也及時以三百五十萬零吉出售，比起當年的買價高了雙
倍多，因而於 2005 年四月底已籌足款項以付清銀行所定的購價。根登新院舍離開
首都吉隆坡約四十分鐘車程，靠近 Kuang 火車站，是一個環境優美恬靜，又備有
多間大小客房、大小會議室、游泳池、健身室、室內球場等設備之開會、休閑與運
動營地。新院舍將會帶給學生更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恬靜與翠綠的校園將有助默
想、靈修、親近主。新校舍也將提供眾教會辦營會的理想場地，並促進神學院與教
會的伙伴關係。學院憑著信心把最好的獻上，在培訓工人、拓展神國事工上忠心到
底。
神學訓練務必留意現代趨勢、回應處境的需要。廿一世紀後現代道德淪落帶來
婚姻與家庭的破裂、瓦解、迷惑。學院為了裝備學生在事奉上能更善用輔導技巧、
了解人性和處理人際關係問題，於 2004 年聘請許丹平老師為學院特約講師並學生
輔導。雖然學院一向來重視輔導，自 1984 年就開辦輔導課、教牧輔導學，然辦學
以來乃是首次設立學生輔導室。在網絡媒體日益變新變快變廣、上網族愈發暴增的
時代，神學訓練當有策略性的回應。據統計，全球上網人數超過十億，而其中屬亞
太地區最多，佔總數三份一，即三億一千五百萬人。《馬聖》自八十年代已探討朝
向學院電腦化操作的理念。1996 年林德操與彭國強老師加入學院任電腦兼課導師
兼咨詢員，並開設《馬聖》網頁。2004 年十一月學院聘請全職電腦技術人員以協
助學院逐步電腦化操作的目標。
4. 學術培育，百年樹人）
迎向廿一世紀與新千年的挑戰，神也為《馬聖》預備了一批學術上有專長，又有豐
富的教學與牧養經驗的師資。2002 至 2003 年期間，加入師資陣容的有：《割禮的
心》作者邱米若講師（Hilmy Nor）、擅長國語且多年關注土族事工的林亞峇博
士、《使團》宣教士 Peter Rowan 講師、聖經學者李秀環講師。2004 至 2005 年期
間，神感動了大眾傳播與教育學學者陳漢祖博士、教學與牧會經驗豐富的劉寶雄講
師與廖鴻圖博士，以及資深圖書館主任江雪芳講師投入《馬聖》師資行列。同時期
英文部何必立牧師和中文部赖腾生牧師也先後榮獲教牧學博士學位。 2006 年《馬
聖》又增加了三位講師，他們是教學與牧會皆富有經驗的江振發博士、著有舊約
《彌迦書》和《路得記》注釋書的陳怡新講師、以及擅長文字事工與臨床輔導的黎
寶華博士。黎博士也曾擔任數年的臺灣《基督教論壇報》的執行編輯職。2007 年
初第 14 届毕业的校友江季祯讲师加入师资行列回校教授旧约圣经；年底硕士班校
友刘炳民讲师从商场工程师转职到负责延伸课程部主任。2008 年初《馬聖》欢迎
学园传道会何玲慧教牧博士成为全职同工。2007 年初第 14 届毕业的校友江季祯讲
师加入师资行列回校教授旧约圣经；年底硕士班校友刘炳民讲师从商场工程师转职
到负责延伸课程部主任。2008 年初《馬聖》欢迎学园传道会何玲慧教牧博士成为
全职同工。在過去的歲月，學院感謝神帶領了不同的教牧同工一起努力從事百年樹
人的學術牧養。學院當前中英部全職講師共十六位，他們都是學有專長，以言教身
教培育英材。
《馬聖》在學術上持守真理、尋求卓越，是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 ATA）成員之一。有關協會評監代表團每五年到附屬的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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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例常評審與建議，以確保神學教育程度符合 ATA 水準。1999 年《馬聖》中英
文部的基督教研究文憑與碩士課程已得到 ATA 的認可。中文部也重新開辦道學碩
士課程。2006 年六月間亞洲神學協會代表團蒞臨學院視察和作不同層面的審核。
整個審核過程也包括學院提供最新的內部客觀評估報告。前後三日審核的結果，學
院申請的所有課程都符合水準受承認，即中英文部的神學文憑、神學學士、教牧學
士、基督教研究文憑、基督教研究碩士、基督教事工碩士、教牧碩士和中文部的道
學碩士。評監代表團對學院多方面的運作與設備甚感滿意，並建議在未來的五年還
可以在若干方面加強；這也是學院一直努力在做的。
領導《馬聖》進入第三階段的十年，陳金獅院長不時提起兩隻套上黃色與綠色
手套的手：黃北上、綠南下的異象。北向的族群大部分信奉儒、釋、道與民間信
仰，包括中國、泰國、緬甸、越南等地，而朝南的為許多部落民族和穆民；至終這
兩隻手經南亞、中亞、與西亞朝向耶路撒冷大會合。有這麼大禾場的未得之民，有
黃綠崛起的快速蔓延，廿一世紀的宣教挑戰極大。神學院任重道遠，院際間的聯繫
與合作，配合教會的實際支持與伴行，才能更有效地培訓門徒、體現信仰、落實使
命、拓展神國。《馬聖》在神學訓練的模式上強調結合理論與實用的知識論、重視
實際的操練與實習，對主耶穌的普世宣教使命更視為教導的核心任務。因此參與短
宣是《馬聖》學生的畢業條件之一，他們在師長們帶領下，體驗國內外，或同異文
化短宣事工與擴展視野。近年的短宣據點除了國内東西馬，印尼、中國、泰國、也
包括歐洲、緬甸。學院也計劃開拓宣教科系以積極推動、訓練更多宣教士。
5. 訓練人材，面對未來
瞻望前景，《馬聖》在學術回應時代上會再加強。除了在即發的課題上有及時
的回應，學院也計劃特別設計途徑以整合神學與其他學科的探討研究。短宣與長宣
固然重要，信徒在工作崗位上（market place）的生活與立場會更具有持續性與長
遠影響力。因爲這是體現福音有改變與更新生命的能力，也是落實有關聖潔的真
理。神學必須對一般的時事課題有清楚的教導與立場，例如經濟、政治、家庭、婚
姻、法律、教育、醫藥、音樂、商業、寫作、媒體、種族、性別、職業等等。神學
院也會邀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他們在職場上的掙扎、危機、契機、挑戰等實際
情形，使神學生更了解日後牧會的群體與接觸的群衆天天所要面對的局勢與應對。
神學也必須有一套具體的方案幫助信徒如何按照聖經的教導，在這個新世紀，過討
神喜悅的生活方式，作主的門徒、作神的見證人。而認識神、學向神、榮耀神並成
爲教會内外人群的祝福就是神學教育的至終目的。

聯絡我們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
Malaysia Bible Seminari
Lot 728, Jalan Kundang,
48050 Ku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0371727
Fax. 03-6037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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