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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神。                          
                                                                                                   ~ 哥林多後書 4:15~

校務發展特刊
改革宗神學院

2021  校園發展計畫

COR MEUM TIBI OFFERO DOMINE PROMPTE SINCERE

主啊 我願立刻、真誠地將我的心獻給祢

校務發展異象
在這漫長的成長歲月中，神的恩典帶
領我們，而改革宗神學院也逐漸成為
最重要的中文改革宗神學院之一。

福音地土上的堅持
無論 30 年來經濟環境或社會思潮有怎
樣的劇變，都堅毅在這片地土上，為
著眾教會和福音禾場的需要，培育一
代又一代的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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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1990 年，有兩位宣教士和三位台灣

本地的牧師在劉煥俊牧師的帶領下，開

始建立改革宗神學院。建校初始，於改革宗長

老會南港教會授課，且僅是夜間大學部課程；

學校有一位半職幹事、七位學生、圖書館藏約

五百本書；當時並沒有任何一位全職的教師。

而今日 2021 年，改革宗神學院已成長為一所

在台北市中心地帶佔地 155 坪、4 位全職教

師、7 位同工、125 位全職學生及擁有兩萬

五千本館藏書籍的神學院！在這漫長的成長歲

月中，神的恩典帶領我們，改革宗神學院逐漸

成為最重要的中文改革宗神學院之一。

治學堅持

儘管學校發展仍有需改進的地方，有兩個核心

價值使得改革宗神學院成長至今：第一，「信

實地堅守著歷史悠久、正統的宗教改革信仰」

這是本院成長到如今最主要的因素。第二，本

院「承襲長老會的治會方式」。這兩個因素使

得我們的學生、同工、教師、相關的教會並支

持我們的弟兄姊妹願意持續的信賴改革宗神學

院、為學校禱告、奉獻金錢、貢獻時間和才幹

並共同努力發展校務。雖然我們已取得長足進

步，但我們仍須保持警醒。若神學院開始放棄

上述核心價值時，就會開始退步。另外，自改

革宗神學院建校之初即有此堅持——建立一

所在地化的中文神學院。目前，我們的同工及

行政委員皆為華人；而國際化的董事會中，

13 位董事會成員裡也有 11 位是華人（除華

特斯博士及孟天牧師外）。但葉提多博士及我

本人仍以宣教士的身分作為學校的教務主任及

副院長，目前我們也只有一位全職、非宣教士

身分的華人老師──錢慕恆牧師。

展望未來

如今我們要如何展望未來呢？我們盼望於

2026 年時，學校將有四位全職的華人教師，

並其中有人承擔起副院長及教務主任的工作，

能與宣教士及本地的資深牧者群組成教學團

隊。除全職教師錢慕恆牧師以外，我們仍計畫

聘用或培訓其他三位教師，而所期待的教師是

其生命已然真實地被福音有所改變、持守改革

宗神學、擁有牧養經驗和一顆牧者的心，常常

懷著一份對學生的愛，能以學生的中文母語授

課，並在其學術專業領域擁有博士學位。同

時，在財務方面，若教師的平均薪資及福利約

每月 9 萬，三位新的教師將增加每月 27 萬的

人事支出。雖然四位全職教師的薪水對神學院

麥牧師的話
校務發展異象

將是一大挑戰，但若這是神的心意，我們相信

美好的事將透過主內的禱告及支持成就。

除了教職員工外，神學院還需要更多的空間。

我們目前使用的 155 坪的空間已經不敷使用，

未來也無法容納三名新老師的辦公空間、學生

及同工的空間、讀書空間及圖書館的擴張。目

前 155 坪的空間含三層樓及一個大的地下室，

地下室主要為兩間教室，電腦影音設備，小型

儲藏室及圖書館英文館藏；一樓地面層及三樓

有十間大小辦公室供 11 位教職同工使用；二

樓為中文書籍的館藏圖書館及學生自習空間。

過去十年間，學習空間及走道越來越小，書架

之間的空間也越來越狹窄。從底下的照片可以

看到我們已經盡可能地擠出圖書館內空間。

初步方案

經過廣泛的討論，神學院董事會決定在我們目

前所在的大樓附近購買約 100 坪的辦公空間，

盼望該空間將可容納我們的中文圖書館、7 個

教職員工辦公室、和學生中心。我們尚未確定

或是對任何一個特定的空間支付定金。以下是

一個目前既有且適合的待售辦公空間給您參

考，這將使您對本方案有所了解： 

 

 

 

 

 

 

 

 

 

 

 

 

我們的神學院只有兩、三位的主要奉獻者，大

部分的支持是來自於學費和少數弟兄姊妹的奉

獻。預備購買一個 100 坪的辦公空間是一個

挑戰；但若這是神的旨意，我們相信美好的事

將透過主內肢體的禱告及支持成就。

讓我們一起為神學院禱告！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

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

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廿九 11）

                         在基督裡 , 

Andrew McCafferty
麥安迪博士

改革宗神學院副院長

• 離學校步行九分鐘。

• 售價台幣九千萬元 

（約折合美金三百二十萬元）。 

• 使用坪數為 95 坪（相當於 3,450

平方英尺）加上三個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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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地土上的堅持

自1990 創校至今，改革宗神學院始終堅持在福音使命上，無論 30 年來經濟環境或社會思潮

有怎樣的劇變，都堅毅在這片地土上，為著眾教會和福音禾場的需要，培育一代又一代的

傳道人。本院所裝備訓練的畢業生至今已逾 160 位，其中絕大部分委身在台灣教會事奉，亦有

許多神學生來自海外地區，因渴慕純正的信仰教導遠道來台受裝備，畢業後回到家鄉忠心事奉。

我們意識到需要更多的教師、同工、及相

應的校地空間，其實是來自於神學院最

近這幾年累積起來的學生反饋。比如學生開始

反應圖書館座位滿了，詢問同工是否能在課餘

時使用小教室自習；比如圖書館中學生側身擠

進書架的有趣畫面，有時還巍巍顫顫地伸手拿

書架最底下的書；又比如學生在辦公室行政區

排排坐圍了一圈，原來都是排隊要和牧師討論

畢業論文的；或是六點以後仍亮著燈的辦公

室，因為白天電話接應不暇地協助學生事務，

傍晚以後才可以趕進度補上份內的事務。這些

年來的工作服事記憶、和學生越加頻繁地在相

同的事上反饋，使得神學院的牧長同工越加認

真地看待神學院所需要的發展。我們為此禱

告，並多次的討論現實需要及可行辦法，在一

段長時間的禱告、反覆辯證、和沉澱後，認為

這是神學院必須要做出的努力，神既然樂意將

所要差傳的用人交託神學院訓練，我們就應當

在所被交託的事上忠心，盡獻一切努力在神學

院的使命和任務上。

右頁圖表是神學院的發展近況，在神的保守

中，我們為所結出的果子獻上感恩，願神繼續

施恩，悅納神學院向祂所做的工，

親自堅立成全！

1997年 2009年 2021年2012年

100坪 +30坪 +100坪+30坪

?

1997年 2009年 2021年2012年

100坪
+30坪

+100坪

+30坪 ?

一樓作神學院及珍愛
家庭中心辦公室；地
下室作上課教室、圖
書館及輔導室。

新增三樓作改革宗出
版社、及珍愛家庭中
心辦公室；一樓騰出
的空間則用作教授研
究辦公室。

新增二樓作圖書館；
三樓出版社的空間騰
出供教授研究辦公室
使用。

需要新增 100 坪的校
地空間作圖書館、教
授研究辨公室、及學
生學習使用。

神學院平均每 5年需要增加 30 坪使用空間，目前能使用

的空間都已用盡，為應付使用，同一空間內都重複利用

至少 2種用途，迫切需要新的校地空間。

學校空間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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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會議室 
提供學生更深的學術對話、及完成
課程分組報告使用。數位化影音設
備能幫助到遠距生與在校生的討論
互動，加深遠距學位的學習品質。

教職同工辦公室 
神學院持續專注在聖道的教導訓練上，並隨著學生人數成長，
教師的需要極為迫切，神學院需要空間配置作為教授的教學
研究及辦公室。

圖書館區 
按照書架的展設及動線，規劃適合學生安靜研讀的個人座位。

開放空間座位區 
在戶外有光線處，會做開放式座位，供學生敞開地討論所學及神學對
話，加深團契般的互動學習和屬靈的夥伴關係。

2021 校務發展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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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規劃
我們計畫購買一層 (100 坪 ) 的商辦大樓空間，使用上能夠滿足中文圖書館、
7 個教職同工辦公室、及一個學習中心的使用。( 以下為示意圖、尚未定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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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福音夥伴的肯定

一個神學教育的成果往往在學生畢業十年後才會浮現出來。回想起來，改
革宗神學院奠定了我一生事奉的思維和心志。這神學院幫助了我建構穩固
的神學基礎、培育了我如何將教義信仰體現在具體的生活和牧養上。我在
這裡被訓練如何委身聖經成為傳道人、丈夫、父親和朋友。我被教導要愛
主、愛基督的教會和愛弟兄姐妹靈魂深沉的需要。最寶貴的是，我在這裡
認識了一群以敬畏、謙讓和喜樂的心事奉神的團隊。

 — 錢慕恆
主授神學及實踐神學．改革宗神學院教師．校友

改革宗神學院在培訓全球華人基督徒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它的貢獻遠遠超
出其規模。令人讚賞的是，它一直持守正統的聖經教導，並且在培訓上滿
有果效。因此，若基督徒正在尋找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此神學院將會讓
您的投資多結果子、富有成效。

— 溥偉恩
著名新約及系統神學教授．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

改革宗神學院這三十年來一直忠心地培訓牧師、聖經輔導員和教會領袖同
工。新的空間和設備將為擴展改革宗的神學及信仰提供所需，深根台灣、
乃至亞洲和其他更遠闊的地區。

— 華特斯
著名新約教授．美國傑克遜改革宗神學院

神學院會貸款嗎？為什麼選擇購買而不是承租？
改革宗神學院十分重視在聖經話語上的教導和訓練，所以一直以來都為著培
育或聘請師資禱告及預備，然而若我們選擇貸款或是承租，在經常費的固定
支出上將排擠到我們能夠聘請教師的經費，並且租學生中心和教師辦公室，
對於學校長期沒有幫助。所以，學校決定不租或是背負長期的貸款。

新的校地空間為何不選擇搬到台北市外的郊區？
神學院移地到外縣市建校首先顧慮的是交通距離的負面效應，即與長期支持
教會及其牧長的互動連結，並附近教會是否能足夠提供神學生的實習也是這
份顧慮的側寫。其次是郊區建校的經費會是目前這項計畫的 3-5 倍，總時程
也會拉長到 2 年以上，因此，我們傾向保守的作法在原有的校地附近購買商
辦空間，作為延伸校區使用。

神學院會賣掉原來的大樓空間嗎？
神學院沒有計畫賣掉原本的大樓空間，目前的大樓地下室會繼續使用於教室
授課，而 1-3 樓會作為神學院及相關機構的辦公需要使用。

Q&AQ&A
Q :
A :

Q :
A :

Q :
A :

歡迎您更多了解改革宗神學院、和我們的夥伴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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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資訊

郵政劃撥：帳號：50145002
 戶名：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

國內匯款：台北富邦銀行 ( 代號 012) 西松分行

帳號：00530-102-818-449( 台幣 )

戶名：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

國外匯款：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Hsisung Branch

Swift Code：TPBKTWTP 530

Account No.：00530-180-170005 (USD)

Address： No.75-1, Sec. 4, Nanjing E. Rd., SongSham Dist., Taipei, Taiwan  

(Zip code: 10580)

Account name:：Reformed Theological Mission Corporation 

支      票：台幣支票請開中文抬頭「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
美金支票請開英文抬頭「Reformed Theological Mission Corporation」

一個不容易的挑戰
以禱告及奉獻支持 

預備購買一個百坪的校地空間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不容易的挑戰，但若這是

神的旨意，我們相信美好的事將藉著主內的禱告及支持成就，購買校地所

需要是新台幣 9,000 萬元，我們計畫以「3 年的奉獻計畫」來達成此目標。

若您對福音國度上有負擔、認同神學院在實踐福音使命上的堅持，希望您

能加入禱告及奉獻支持的同工行列。

您可以下列奉獻方案支持我們 :

A. 單次奉獻

B. 定期奉獻 ( 詳見右側夾頁 )

9,000萬元

擴校資金需要

線上信用卡授權

傳真刷卡單

改革宗神學院

CHINA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們期許以三年為計畫，邀集我們當中的每位教師能以奉獻支持 10 萬、

每位同工奉獻支持 9 萬，我們的 137 名學生、162 位校友及 150 位關

心改革宗神學院的支持者能以奉獻支持 5.4 萬或 3.6 萬（這可能是每月

3000、1500 或 1000 的三年奉獻累積）。同時，我們期許改革宗的教會

能奉獻支持 800 萬，眾教會為此有負擔奉獻 200 萬，並希望長期支持我

們的海外董事會成員能傳遞此負擔並籌集奉獻款 1600 萬。這一切需要付

出很大的犧牲，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在目標經費的一半路上。因此，

還需要祈禱餘下必須的 4500 萬經費，盼望神學院能得到重要奉獻夥伴的

支持，願意以一筆 1000 萬捐款、兩筆 300 萬捐款、四筆 200 萬捐款、十

筆 100 萬捐款及十八筆 50 萬捐款的奉獻支持一同完成這目標。

您的奉獻個資本院將妥善保密，並僅就此奉獻事宜作帳務必要處理外，不

做其他揭露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