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福龙神学教育基金 
 

 

引言 
 

杨福龙神学教育基金由 ACTS 学院设立，由锡安全备福音教会提供资金，通过奖

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支持 ACTS 学院的神学教育。基金以锡安全备福音教会的

主任牧师杨福龙牧师（2004-2016 年）命名，以示尊重。 
 
 
 

 
 
 

杨牧师除了牧养之外，也曾在神召会神学院（ACTS 学院前身）担任客卿讲师，

传授辅导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杨牧师一生的负担在于触摸生命，尤其是

弱势群体。因此他也创立和主持新加坡神召会社区关怀协会的工作。杨牧师在

神召社群内备受尊重，因此连续几期获选加入神召总会执委会。 
 
 

杨牧师在各方面参与服事，靠着主的恩典，带领锡安全备福音教会力上加力，

因而传为佳话。他致力爱教会、牧养教会，使教会增长。他了解神学培训的需

要，也为未来神召会领袖开拓机会，所以经常提醒教会支持 ACTS 学院的工作。

锡安全备福音教会本于对主的敬拜和感恩，与 ACTS 学院合作设立“杨福龙神学

教育基金”，让受惠学生能纪念和传承杨牧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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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龙神学教育基金（奖学金） 

 

申请资格 

奖学金公开给 ACTS 学院所有通过面试入学的学生（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新生若有意申请，就必须同时呈交入学申请表格。优先考虑的条件是： 

1. 卓越的学术表现，即：硕士生总学分至少 3.3，本科生总学分至少 3.0。

新生资格将视他以往的成绩而定。 

2. 目前正活跃于教会事奉。 

3. 接受神学装备，预备进入全职服事。 

4. 面对经济困难。   

5. 品格端正，是好榜样。  
  
 

奖学金的价值  

奖学金将根据学科阶段分发，奖学金得主能够在某学科阶段毕业后，升上另一学

科阶段后重新申请。每次申请将重新根据申请者当时的需要，及以往的成绩来

评估。每份奖学金提供以下津贴： 

1. 学费，以及所有跟学术方面有关的费用，直到该学科阶段结束。  

2. 每个课程$50 书本津贴。 

 
 
 

杨福龙神学教育基金（助学金） 
 

申请资格 

助学金公开给 ACTS 学院所有通过面试入学的学生（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申请者必须在 ACTS 学院修读过至少两个课程，并且确实有经济需要。此外，申

请者应具备： 

1. 令人满意的学术表现，即：硕士生总学分至少 3.0，本科生总学分至少

2.3。 

2. 目前正活跃于教会事奉。 

3. 品格端正，是好榜样。  
 
 

助学金的价值  

助学金按年份分发，申请者在该学年结束后，可以重新申请。每次申请将重新

根据申请者当时的需要，及以往的成绩来评估。每份助学金提供得主 50%学费津

贴（该学年所有报读科目）。 
 
 

 

 



 

 

评估过程 

奖学金/助学金每年分发两次（6 月和 12 月）。申请者需填妥相关申请表格。所

有申请需在每年 4 月 30 日或 10 月 30 日之前，亲自呈交到办公室。未完全填妥

的申请表格将不获得处理。 
 
 

所有申请将由奖学金/助学金委员会评审。只有获选的奖学金得主，会被通知前

来面试。所有成功的申请者，都会获得书面通知。 

 
 

奖学金/助学金委员会的所有决定将成为定案，不接受任何诉求。 

 
 
 

奖学金/助学金得主的承诺 

奖学金/助学金只适用于 ACTS 学院，得主必须承诺如下： 

1. 投入时间和精力在其学业上，达到令人满意的进展并顺利毕业。 

2. 不能同时接受其他奖学金或助学金，除非获得 ACTS 学院的书面批准。  

3. 得主需接受和遵循奖学金/助学金的所有条例和义务。  

4. 奖学金得主需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学业，即全时间学生 1 年，部分时间学生

2年。 

5. 若奖学金得主因品格问题（详情如下）促使 ACTS 学院中止奖学金，得主

必须在 3 个月内归还所有奖学金数额。 
 
 
 

取消与中止条款  

若得主呈现以下行为，ACTS 学院保留权利，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即刻减少、暂

停或中止奖学金/助学金： 

1. 触犯法律  

2. 行为抵触学术的尊严或基督徒的见证  

3. 无法获得学分的基本要求 

4. 触犯 ACTS 学院校规，受纪律处分或退学  

5. 申请过程中不诚实  

  
 

若呈现这些行为，奖学金得主必须在 3个月内归还所有奖学金数额。  

 



 

 

 

 

杨福龙神学教育基金 

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表格 

 

 

我申请以下事项： 

[     ]     奖学金 

[     ]     奖学金-更新 

[     ]     助学金 

[     ]     助学金-更新 

 

 

I. 学生详情 

姓名 (如登记/护照所显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 女 

     请在姓氏 / 家族姓名下划线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 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 (住家)  ________________ (办公室)    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登记/护照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民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日/月/年): ____ / ____ / ______ 婚姻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人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学术详情 

请选择你目前修读的学科:  

[     ]   神学证书                   [     ]   神学研究生文凭  

[     ]   神学文凭                  [     ]   神学研究硕士 

[     ]   神学学士    [     ]   道学硕士 

 

学年 (学期 / 年份 – 例如 02 / 2015): ____________ 预计毕业年份: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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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事奉详情 

 

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牧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 ___________________ 

 

请列下你目前在教会的服事（以及参与的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申请奖学金）请形容你未来的事工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经济状况 

你若获得或预计会获得任何其他奖学金/助学金/赞助（个人或机构），请在此列明： 

 

奖学金/助学金/赞助      数目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固定收入？  [     ] 是   [     ] 否  

若有，请注明每月薪金数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需要养家？   [     ] 是   [     ] 否 

若需要，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其他经济责任？  [     ] 是   [     ] 否 

若有，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有债务负担？  [     ] 是   [     ] 否 

若有，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证实以上申请表格所填写的详情，在我所知范围内，皆属实且完整。我同意在接获

任何其他经济支援或奖学金后，立即通知学院。 

我的申请若批准，我会签署一封承诺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