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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

卑微　人的

祂顧念



月

10/19接待美國路德會Chief Mission Officer Rev. 

Williamson等五位代表，透過這次交流，未來美國路

德會將與本院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今年學院46週年校慶，收到第八任信神院長尼光耀

牧師的賀禮，將七十大壽禮金全數轉為學院奉獻，

為此感恩。

2013年第一季院長室接待海外貴賓行程，請為彼此

有美好團契及具體合作方案代禱。

1)新任芬蘭差會華人區主席Mr. Jan-Eerik Leppänenㄧ    

　月蒞院訪問。

2)美國福音信義會北加州監督三月蒞院訪問。

3)挪威差會總幹事四月蒞院訪問。

2012

2013
12

院長室

動 態 消 息各部門

1.

2.

3.

12/20(四)上午11:00-12:00於學院稱義樓舉行聖誕崇

拜，由潘佳耀牧師主禮，敬邀弟兄姊妹一同歡慶救

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歡迎弟兄姊妹參與學院學期間之早崇拜，每週二、

四上午11:00-12:00於稱義樓舉行，主題暨講員訊息

可至學院首頁或學務處網站瀏覽

http://www.cls.org.tw，下學期之早崇拜表將於開學前

（2013/2/19前）公佈。

學務處

分部招收越南籍學生已於十一月順利底台，預計花

兩年時間修習中文，在進入學士部就讀，未來將牧

養在台越南移工。

信徒神學最新招生課表將放在網路上，歡迎弟兄姊

妹能踴躍參與，將神學教育普及化。

網址為http://www.cls.org.tw/branch/branch618.htm

研發處-分部
1.

2.

2013年1-3月各區課程熱烈招生中，有心裝備的弟兄

姊妹請把握機會報名。

基宣部已有Facebook(臉書)，歡迎基宣學生及畢業學

友上去留言，讓基宣家族有更好的聯結(搜尋:信神基

宣)。

研發處-基宣部
1.

2.

以馬內利靈修會館提供眾教會和福音機構舉辦退修

會、營會靈修默想空間，歡迎使用，意者請上信神

網站申請：

http://www.cls.org.tw/administration/accommodation或

電洽服務中心陳忠信弟兄03-571-0023 ext.3115。

本學期學校聘請洪嬿陵姐妹擔任廚師，將以往外膳

改為自製提供健康飲食，餐廳擺設也由以往傳統食

堂用餐環境改為餐廳氛圍，讓全校師生同工有更親

切、輕鬆的用餐環境和對身體零負擔的健康膳食。

行政處-總務部
1.

2.

2013年寒假密集課程資訊如下，歡迎弟兄姊妹報名

選修，報名截止日為2012年12月21日，課程詳細內

容請參閱信神網頁http：//www.cls.org.tw。

選修本學院之課程皆須先通過教會進修生招生考

試，考試及報名截止日期如下（101年12月6日考

試，報名截止101年11月26日），歡迎在職教牧同工

及熱心事奉主之基督徒，踴躍報考。

2013年4月將於中區、南區舉行聖經與神學專題講

座，5月舉行路德神學營，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隨

時參閱信神網頁查詢活動消息。

教務處
1.

2.

神碩2013年課程：2/25～3/14由普愛民牧師教授「路

德神學研討2」課程。

神研所
1.

1.

2.

誠徵圖書館同工：

大學畢，已受洗一年以上之基督徒，教會生活穩 　

定，需有牧者推薦信。

圖書資訊相關科系、具網頁維護與設計能力者佳。

工作時間有時需配合晚上輪班。詳細請參本院網頁

http://www.cls.org.tw/001.htm/並下載履歷自傳表格註

明應徵類別，填畢請e-mail至wintonh@cls.org.tw或電

洽03-571-0023 ext.4210黃主任

圖書館

1.

2.

3.

2~

　2013/1/5(六)晚上18:00-21:00，於本院舉辦募款餐會

與健康講座。敬請牧長、兄姊們代禱與支持。

　2013/1/7(一)09:00-12:00舉辦葉高芳博士「家庭導友

與家庭事工」講座，歡迎牧長、兄姊們報名參加。

意者請上學院網站，或電洽企劃03-571-0023*3114

周弟兄報名。

　2013/3/11(一)舉辦APELT「洋溢福音的敬拜」研習

會，歡迎牧長、兄姊們參與研習，一起探討真實敬

拜的意義與實踐。

1.

2.

3.

行政處-企劃部

 

II  

 

 

日期  

1/07～ 2/01 

1/17～1/11  

1/20～1/25  

1/28～ 2/01  

課程名稱

希伯來文

親子關係與輔導

如何增進人際關係？

靈性指引

授課老師  

夏義正牧師  

葉高芳博士  

宋安娜教士、柯慧美傳道等師資群  

許德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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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的眼去看，

　　她生長於臺灣南部的貧窮家庭，十八歲被父親賣作娼妓，「工作」六年才重獲自由
。現在她五十多歲，身為祖母，但仍在這圈子打滾。
　　她每天要賺取五千臺幣，才僅夠償還向地下銀行貸款的利息，債臺不斷高築。
　　她是基督徒，但不敢禱告，更遑論上教會了，因為她深知自己活在罪中。
　　她十年前因丈夫去世，開始在茶室工作，她丈夫留下的只有鉅額債項及兩名在學小
孩，她實在走投無路。
　　她希望來生不用當娼妓。

　　上述均是臺灣臺北萬華紅燈區婦女的自白，她們有些在茶室工作，有些是街頭娼妓
，年齡介乎三十至七十歲，她們為了養活父母或兒孫、還債、維持生計，甚至因為幹了
二十多年而繼續幹下去。她們曾經收入豐厚，但現時風光不再，當中大多是單親媽媽、
寡婦或失婚婦人。
　　六年前我們開始接觸這些婦女，當時我們無從入手，但因著神的呼召及其信實的帶
領、激勵，我們恐懼戰兢地出去，滿心歡喜地回來，從而明白神迫不急待要幫助我們。
以下是我們在事奉上學到的功課：

　　海外基督使團（OMF）批准我展開茶室小姐的服事，但有先決條件：基於安全理由，
我不能單獨外出工作。起初這成為事奉的攔阻，因為那時沒有同工協助。當神預備工人
，我才明白團隊服事的重要。同工各具不同性格、背景及恩賜，深得萬華區婦女的欣賞
，每個都成為如何愛和跟隨耶穌的活見證。這群婦女有很多需要，當她們前來參加聚會
，我們也有足夠人手作個別關顧。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十六7）

並不孤單

　　我們的第一步就是「街頭事工」:探訪在街頭兜搭客人的婦女，還想出不同的禮物贈
送她們，包括月餅、肉粽、復活蛋、聖誕卡，冬天送暖包，夏天送扇子。贈送禮物不但
容易與人打開話題，亦能表達愛心和尊重；我們還派發福音材料，如《蒲公英》、《中
信》、《有福報》等，漸漸便發現哪些婦女喜愛閱讀書刊。這是向她們傳遞正面信息的
好方法。
　　然而接納比施予更重要。從萬華區婦女過去的經歷及現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了解她
們如何在壓力下掙扎求存。縱使好言相勸，希望她們「逃出火坑」，但當娼妓並非她們
的意願，因著不同理由，她們只好「留下」。惟有體會這群婦女背後的掙扎，我們才能
以神的愛和智慧，向她們說話。
　　多聆聽這群婦女的故事，有助我們欣賞和尊重她們，藉此建立信任，互信的關係就
是福音的橋樑。我們常與她們作短暫交談，純粹為帶給她們一些歡笑及打發時間。
　　當然有些婦女態度不友善，就算她們拒絕我們，或者拒絕接受福音，我們仍會持之
以恆地接觸她們，其實對方想試探我們的動機：「你們只為傳教？還是真正關心我們？
」

　　據我所知，沒有其他基督徒到萬華紅燈區傳福音，但這不代表神沒有在該區的婦女

建立信任

留意：「神已動工」

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 林迪真
以神的心去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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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基層宣教部的師生、輔導所設立的園地，
為您報導基宣的現況，

與您分享師生的見證及課程心得。

宣教部基層
　層心基 特刊



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
豐豐
盛盛

左營區本季第一次開「豐盛生命的建造」一課，由林佩玉牧師授課，共有14位學生

參加。

本課程首先學習從上帝的眼光認識自己，再從原生家庭、社會人際關係及教會人際

關係來認識並探討自己生命的過程。

林牧師教學活潑且實用，不但利用實物，如盆栽、蝴蝶幼蟲及遊戲來體驗生命成長

的過程，幫助學生建造更豐盛的生命。同學由原本的生疏、羞澀到彼此敞開分享，課堂

上同學分享生命的過程，常讓大家感動得落淚。

老師和同學課堂互動、分享之外，更透過網路在FB(臉書)開闢一個社團分享區，延

伸到平常的生活中互相鼓勵、加油打氣！以下是摘錄FB學員分享：

挑戰真愛
佩玉牧師：鍾大哥，記得明天是第一位分

享「挑戰真愛」不是分享以前的事。

鍾大哥：若僅是要交篇＂文情並茂的文章

＂，我沒問題，隨時揮筆即得！但這個課

程，我想真實的去面對「真情」／「真

愛」，不管是甜蜜的？或遍體鱗傷？心裡

淌血的？但需要一點時間和心情整理！

佩玉牧師：「文情並茂的文章」沒有要分

享這種，想聽聽「這個課程，我想真實的

去面對「真情」／「真愛」您的過程。這

個課程無法修滿分的，您、我都一樣，一

直到進上帝的家，才拿到100分，OK！

鍾大哥：
我們像一隻隻毛毛蟲，經課程的學習

裝備，浴火蛻變成美麗的大蝴蝶！

我們每個人被聖靈充滿，篤行實踐，

再造更豐盛的生命！

弟兄姊妹虔敬努力，行義路，做義

事，鍛造成更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是主在

世上的光和鹽！…

佩玉牧師養的毛毛蟲 蛻變成美麗的蝴蝶變繭了

【院訊】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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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見證分享

成長

藉著遊戲，體驗天路
      有＂同伴＂相扶持東山：感謝天父上帝，讓我能過正

常的生活，而且有十全教會這屬靈的家。

牧師們的教導，弟兄姐妹們的分享、幫

助、鼓勵、代禱，及基宣的課程，讓我得

著許多的激勵。

閱讀＂挑戰真愛＂後，才知道過去傷

害家人那麼深，我現在最需改變的就是脾

氣，無論對待任何人，不只是配偶。1.避

免不必要的苛責：要將難以入耳的斥責轉

化成容易接受的言語。2.放下自我：看見

她(他)的需求，互相幫補，協助解決他的

需求，不要擔心自己的權益受損，拋開固

執、頑固，樂於與人合作，不要再愛找藉

口。當爭執發生時，要先釋出善意，寬恕

對方，家人、妻子、兒女的愛，不可否認

的，對你(妳)的愛都是真愛，可是都是短

暫的，是有保存期限。唯有天父上帝的愛

才是永恆的真愛，願我能持守在主的真愛

裡。　

世民：從前總是對愛半信半疑，也

曾經尋找，可是所得到的結果，總是不如

人意，直到來到沐恩之家，每天都沐浴在

神滿滿的恩典裡，也從十全教會的牧者，

弟兄姐妹身上讓我真真實實的看到，也感

受到唯有在神的國度裡，透過神話語和聖

靈的指引，讓我能夠一天天靈命漸漸的被

更新。雖然並不是馬上就有很大的改變，

但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平安、喜樂，從

神而來的愛和恩典，怎麼算都算不完。非

常感謝中華信義神學院，開辦這堂基宣的

課程，雖只是基層的宣教課程，但只要根

基扎的穩，相信也可把福音傳給需要的

人，更感謝老師的教導和關愛，及同學對

我的包容和幫助。

鍾大哥：種花和愛人的道理是一樣的：花

兒需要灌溉/施肥/呵護…愛情需要經營/

滋潤/疼惜…

鍾大哥：陰溝裡翻船！我的那盆花，竟然

被我下肥給肥死了！

鍾大哥：＊反省：「愛」適度就好！不要

給超多，會有反效果！

豐盛生命的建

造最需要的是相互

扶持，無論你的角

色是「背的」還是

「被背的」同是重

要的。「兩個人總

比一個人好，因為

二人勞碌同得美好

的果效。若是跌

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

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

了。」(傳4:9-10）

佩君：那天從遊戲體會到肢體間的

關懷及扶持真的很重要，我們都有迷失的

時候，傾聽同伴的耳提面命，適時的拉他

一把，才不會迷失方向。

花木-呵護是辛苦也是甘甜！

背
　
有
你
真
好

背
　
有
你
真
好

～～

佩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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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1.

1.

2.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陳炳金/高冬玉：為教會購買副堂所需的一切代禱，主

繼續擴張祂的帳幕，施行救恩在百合教會附近的社區、

鄰舍當中。

蔡勝財：為能夠在所服務的公司進行輔導協談，幫助有

需要的同事感恩代禱，求主成就祂的美意，使人心歸向

真神。

林謙真：為父親已安息主懷，求神安慰家人的心。

楊興榮：教會11月已搬遷到新會堂，為教會建造與靈命

成長禱告。

田榮道/陳美華：為兩個兒子一個高三，一個國三所面

對的升學考試代禱。為教會執事改選代禱，求主揀選愛

神愛人的同工一起興旺福音。

潘振發：為身體健康代禱，也為教會轉型的更新適應代

禱。

黃木升/徐淑瓊：為教會的修繕工程順利代禱。為淑瓊

的家人更深經歷主的恩典代禱。

陳春光/何美景：為女兒帶領同學認識福音到教會聚會

感恩代禱。為在教會/總會/社區的服事代禱。

何美華：感謝主！從美國回來台灣定居，求主繼續使用

我們在台灣服事有需要的人。

林錦松：為在教會的服事感恩代禱，求主繼續彰顯祂的

同在和恩典。

薛瓊美：為在教會的服事靠主得力感恩代禱。

范秉添/吳秀麗：為明年元宵節在新竹舉辦燈會，而教

會有機會在當中參與，並將以摩西在曠野舉銅蛇，和基

督的十字架，宣揚福音見證十架大愛感恩代禱，求主賜

智慧與保守整個預備的過程。

韓世馨：為兒子魯謙12/9退伍感恩代禱，求主帶領魯謙

的道路，也為他預備主所配合的配偶。為先生魯副院長

明年前往美國神學裝備感恩代禱，求主供應所需的經費

和力量。

黃銀成：為10/14按牧感恩。求主保守眷顧在教會及總

會的服事。

劉玉雙：為在龍潭聖潔會服事，能跟校友鄭讓牧師一起

配搭感恩。

呂逸帆/王沛琦：求主保守紀念在造橋鄉下的服事，在

廟宇林立和民間信仰的中間成為主的見證。為兩個孩子

李國揚：為我在沐恩之家的服事感恩代禱，求主施

恩運行祂的大能拯救被轄制的人，更求主記念他們

的家人。

李國棟：為李師母的身體健康代禱，求主醫治李師

母的暈眩。

劉若男：為我在雙和福音中心擔任小組長的服事感

恩代禱。

北區

桃竹苗區

牛振江：繼續為我二姊的女兒，在豐原恩友中心代

禱；求主憐憫眷顧讓她在恩友中心得主安置。

巫奇真：為妻子昕潔的生產順利感恩！也為我們在

教會的服事感恩代禱。

雲、嘉、南區

中區

陳立澤：為暑假期間有好幾次兒童的聚會感恩代

禱，為孩子們在營會中的學習和成長代禱。

高英茂：為日前手指被壓傷，經手術後，幸無大礙

感恩。求主保守高牧師承擔許多的服事，願主恩時

刻保守同在。

南區

馮秀玉：為我們在泰國的學習和生活感恩，能有許

多機會接觸泰國朋友向他們傳福音代禱。為我們接

下來的服事是否留在泰國代禱，求主引領開路。

翁瑞亨/蔡淑壬：1. 請為路加傳道會禱告，盼望能鼓

勵關懷在困難環境中的醫務人員，而且未來能支持

許多醫務人員，走上宣教之路。2. 11/4-11泰國基督

教總會的醫療委員，與四家基督教醫院的院長共十

位，已抵台參觀基督教醫院：馬偕、彰基、嘉基及

新樓醫院，並參加在台南的亞洲基督教醫院年會，

為行程順利感恩。也為他們有豐富的收穫，回泰國

後能應用且幫助當地的基督教醫院，推動醫療傳道

事工。

海外區

的照顧和成長代禱。

顧美芬：為過去這一年半，在進行翻譯馬丁路德加拉太

書講義，已經完成200頁，還有400頁，希望在改教五

百年時可以出版。求主賜下智慧與體力，紀律與耐心，

也保守校對的林大衛老師(英文)，白霈德牧師(德文註

腳)有時間體力與聰明智慧。

林春美：為教會經歷主的帶領和供應感恩，為改革宗長

老教會得知我們的需要，贈送教會一個精緻美好的講台

感恩。

彭月枝：為與先生一起服事的「恩典生命禮儀」感恩。

郭素鳳：為基宣的服事感恩，求主感動弟兄姊妹能有時

間接受裝備，也求主興起同工幫助願意成長的學員。

朱頌恩：為在信義神學院的服事及同時進行的博士論文

寫作代禱。

陳冠賢：為12/8的按牧禮拜感恩，為在信義神學院的服

事及博士論文的寫作代禱。

徐新民：雖然已經退休，依然蒙主差遣使用感恩。

邱正平/楊麗香：為能夠在校友會服事感恩，使我們有

機會看見、聽見上帝在各地所行奇妙的美事。為我們的

家人(正平87歲的母親，麗香的父親)信主得救代禱。

校校友友代禱代禱
2012/12月2012/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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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假 密集課程

2013年1月winter

指引靈性

本課程探討及介紹近年復甦的一項牧靈事工—靈性指引，指出其歷史
淵源及與其他近代牧靈事工的關係，並詳細說明與靈修的關係，讓學
員在課堂上實踐和經驗靈性指引。

課程簡介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許德謙 博士 現任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靈修中心靈修導師
美國 Graduat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心理學博士

葉高芳 博士
美國克雷蒙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美國克雷蒙神學院教牧協談與心理學哲學博士
著有「婚前輔導手冊」、「清官難斷家務事」、
「瞻望婚姻之旅」等書

2013/1/28～2/1

透過本課程的學習讓現代人在繁忙的工作壓力、經濟壓力和緊湊的生
活中，知道如何與孩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課程簡介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2013/1/7～1/11

師資群宋安娜 教士　柯慧美 傳道等

是由肯威廉博士 (Dr. Ken Williams) 所開發的。類似的工作坊曾在許多
國家舉辦。更多訊息都在部落格，歡迎進入http://www.itpartners.org/

課程簡介

授課教師

上課時間 2013/1/20主日晚間～1/25

親子關係

與 導輔

如何增進

人際關係

地點｜宜蘭中國信義會聖愛堂

講員｜陳冠賢老師

講題｜信義宗信仰的傳承

時間｜14:00-16:00

4/20 禮拜六 高雄區
講員｜朱頌恩老師

4/20 禮拜六 台中區
講員｜歐祈人牧師

3/23 禮拜六 宜蘭區 
地點｜嘉義雙福教會

講員｜陳冠賢老師

講題｜信義宗信仰的傳承

時間｜09:30-15:00

4/13 禮拜六 嘉義區 

地點｜中華信義神學院

講員｜陳冠賢老師

講題｜馬丁路德的靈命觀

時間｜19:30(五)-15:00(六)

神 學 營
5/3(五)～5/4(六)

(1)除「靈性指引」、「如何增進人際關係」之外，課程只開放本院學生及教會進修生選修，
     如欲報名之教會弟兄姊妹，需先通過本院教會進修生考試，考試及報名相關訊息，
     請參見本院網頁http://www.cls.org.tw/ 教務處。
(2)報名截止日期為2012年01月10日（五）

備
註

報名專線：03-5710023分機3132　 教務處楊心怡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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