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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變像

馬太福音十七：1-9
3/4早崇拜講章
柯安得 牧師

Rev. Dr. Jukka Kääriäinen

奉基督耶穌的名，阿門！
一位小女孩曾解釋說：「當神到地上來，祂有一個人的形象，就是耶穌。但祂回
天上的寶座，我不知祂現在長的樣子，但無論如何，一定有一張臉(兒童屬靈生活)。
接著她開始畫神的臉：一個大圓，很開的微笑，長長波動的頭髮、脖子。然後猛然停
住。老師溫和的問她為何不畫臉以外的部位？要不要畫身體？「不！」因為我只想到
神的臉，當我描繪神，我只看到祂的臉。
神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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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人又如何呢？當你描繪神，你看到什麼？看到臉嗎？看到Salmon畫的有名
的耶穌頭像嗎？看到微笑的耶穌？大笑的耶穌？生氣的耶穌？溫柔的耶穌？神到底像
什麼？這是個百萬徵答，一個長久以來幼兒、老少都在問的問題，你知道神像什麼？
在你覺得這問題幼稚、微不足道，不想理會前，讓我告訴你，世上再沒有比「神
像什麼」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神像什麼，祂如何顯露自己，會跟我們是否能自在的
信任祂有關，不是嗎？當你初遇一個人，一個陌生人，你第一眼看什麼，最初吸引你
的是什麼？我們直覺是看他們的臉。根據專家說法，我們在十二秒內就決定是否喜歡
此人，是否信任他。只是瞄一眼人的臉，十二秒時間我們就決定他們是那類人，如何
與他互動。
朋友們，今天讀的第二段，福音書中的登山變像，正是
關於神的臉，關於祂像什麼。聖經上告訴我們「神已經照在
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整個聖經最熱烈的問題就是這個耶穌是誰？在前幾節經文
，耶穌直接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
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路九：20) 這個問題的發展，在山
上時達到最高潮。如果你想知道神的面貌和榮光像什麼，就
看變像的耶穌面貌！當我們如此做時，我們看見什麼？我們
看見1.發光的臉，2.垂死的臉，3.如何與耶穌連結。

首先，馬太福音呈現耶穌發光的臉。經上告訴我們，當耶穌帶著門徒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太十七：2-3) 發生了
什麼事？這發光的臉是怎麼回事？這改變形像，榮耀的臉，正是耶穌短暫地拿下面具
，拉開簾子，最終的偷瞥和預覽祂真正的身份。事實是耶穌在永恆裡有張發光的臉，
有一天，祂會帶著發光的臉回來，在此之前，祂讓我們先偷看一下。這臉告訴我們什
麼呢？耶穌是誰？祂是超人性，超自然的宇宙主宰和神自己。祂超自然地從童女所生
，祂過著有能力的神蹟和醫治的超自然生活，後來祂超自然地從死裡復活。祂是穿著
人衣的神；祂是超自然的王和救主！這就是耶穌，除此以外的耶穌都是虛構的耶穌，
假的耶穌。
當門徒看到發光的臉，意識到耶穌真正的身份時，發生了什麼事？第6節說「門
徒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當他們意識到是與神面對面，他們嚇傻了、嚇壞了，正
如他們理當有的反應！但耶穌做了奇怪的事─祂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第7
節)

祂怎能如此說呢？罪人在聖潔的神面前理當害怕！耶穌警戒我們「掩藏的事沒有

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如果你不
投影機和螢幕，播放出來的不是經過剪輯的真人實秀，而是你一生中心中最黑暗的想
法，你暗中做的事，你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事，你最虛偽的時刻，你最感到羞恥的事
。如果給眾人看的不是你最好的一面，而是最壞的一面；不是光鮮的一面，而是晦暗
的一面？你的感受如何？如果是我，我會爬走躲在角落裡，羞愧臉紅。我們的生活毫
無保留的曝光，是很具破壞性的；我們將會震驚害怕。這正如同面對聖潔的神，我們
做的每件事祂都看穿了。好慘阿！
門徒怎能不害怕，我們怎能不害怕？
朋友們，每個人都不用害怕，因為耶穌沒有留在山上。彼得試圖留在那裡，浸潤
在榮光中，但耶穌沒有。耶穌清楚自己是誰，衪來做什麼。衪下山了因為還有工作要
做，有使命要完成。祂的臉在另一座山上已堅定的設立好，祂要到另一座山上戴上另
一個臉，一個比較不使人膽怯和害怕的臉。祂要前往另一座山去失去天父的臉和聲音
。在那各各他山丘，耶穌要經歷前所未
有的極端大變裝：尊貴的榮光將被嘲弄
踐踏，明亮的晨星將被熄滅，救主將失
去自己，生命的主即將死亡，造物主將
被殺害釘十字架，發光的臉將被吐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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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站在聖潔的神面前是令人害怕的事，想像一下以下的畫面：我們在眾人面前架好

、鞭打、瘀傷成帶血的臉。為什麼？為什麼耶穌如此做？為什麼祂將自己光榮的臉交
換成帶血的臉？聖經告訴我們：「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
架的苦難。」祂追求的是什麼樣的喜樂讓祂願意為此捨命？那就是你；你是祂的喜樂
！耶穌如此愛你，你對祂是如此有價值和珍貴，以致祂為得到你、拯救你，放棄一切
！朋友，耶穌願意用祂本來榮耀發光的臉交換帶血、羞辱的臉，所以我們這蒙羞、罪
污的臉可以變成榮耀、喜樂的臉！祂從死裡復活做為保證，所以我們敢相信祂的應許
。現在我們可以微笑以對這事了！當你看祂的臉，慈愛、流血、垂死為要得到你，那
不是一個值得信賴、值得愛、值得跟隨、值得認識更多的臉嗎？
最後，我們如何和耶穌連結？兩個實際的應用。第一，照天父說的做。祂在山頂
說什麼？太十七：5「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學習聽見耶穌；確定祂說的一
切都聽見。有時我們練習選擇性的聽見或聽從；我們不想聽不舒服的事、關於自己的
殘酷事實，所以我們聽卻沒聽見。在你的禱告生活、讀經中，當你傾聽耶穌說關於你
的生活，一定要聽得小心、聽得完整、聽得明白，不要聽不見！你有分別出足夠安靜
、不被打擾的時間聆聽神嗎？在你的聆聽中，定睛在臣服神的意志，完全順服神，做
祂所要你做的。用聆聽來順服、跟從，不是評估！我們常常想決定什麼是對我們最好
的，什麼是我們要做或不要做的，我們是否要聽從。如果耶穌真是你登山變像的主，
神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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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用順服和聽從來視祂如主。有名的詩歌「信而順服」完整的道出它，但聽從和跟
隨如何發生呢？
透過第二個應用，那就是你不能單獨前行，你不會獨自遇見祂。什麼意思呢？看
看耶穌出現的地方：三個門徒，摩西和以利亞！當耶穌應許「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
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祂是非常認真的。你試圖單飛嗎？你在
過基督徒生活嗎？我們和基督連結並且一起在社群中與祂相遇。這就是為何一起敬拜
是好的。但一起敬拜只是起點，還不夠。第一應用要點是：進入一個團契、小組、讀
經班、支持團體。如果你找不到團體加入，找一位基督徒朋友，特別排定時間彼此真
誠的分享、禱告和鼓勵。你無法獨自過基督徒生活，你需要如此做，才能成長。不管
任何時候耶穌呼召人跟隨祂，祂總是讓他們進入一個小團體。耶穌從來沒有過獨行俠
，單獨的追隨者。如果有，我們也無法從聖經得知，因為不持久。我們是為社群、為
分享、為關懷被建造，那也是你可以發現耶穌，和耶穌連結的所在。如同你需要雙腳
正常行走，你也需要雙腳來過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一隻腳是大團體的慶祝和敬拜，如
同我們現在。另一隻腳是我們需要一個小團體，來成為一個健康、成長的基督徒。你
兩者都需要。如果你感到你的基督徒腳步跛腳而行，可能你不在某小團體的團契中！
你需要小團體的親密、接納軟弱、誠實、支持和鼓勵來成長。透過認識其他聆聽和順
服的人，與他們同行來學習聆聽和順服。讓我們一起來做吧！阿門。

【院訊】 2014年3 月
孫玉芝

信仰 與 實踐

曾任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講師，
中國主日學協會教材主任
道光主日學課程主編

實踐的信仰
信仰是人類情感上自然的趨向，每一個人都有信仰，雖然所有的人未必相信同一
件事，然而人人都有所相信的事。當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與思想，就產生了共同的信
念，可以分享，可以傳揚；若再加上習慣與傳統的經常重複，在集體的贊同之下，信
念往往就成為不變的真理，又在同一個目標下齊心努力，終而形成團體或宗派。
因此，信仰就由許多不同的因素而形成，如：父母的影響、他人的勸說、傳統的
力量、宗教的環境、特殊的經歷，研究的默化等。雖然形成各人信仰的因素不同，但
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每個人必須自己有所感受，有所經歷，並承認信仰的價值與
對有關神之事感到需要而產生的仰慕心理。
在宗教領域裡，信仰是要尋求生命的終極意義，在尋求過程中涉及生活各個層面
，涉及自己也牽涉他人；不僅是言語，也是思想；不只是事物，更是包括一切的實際
作為－－信仰促使個人體認真理，欣賞美善，也承受愛的責任。
非常贊同田立克（Paul
（Ultimate

Tillich）對信仰的詮釋，他說：「信仰就是一種終極關懷

Concern）的態度。」（田立克《信仰的動力》，頁3）這終極關懷是無條

件的，是無限而全然捨己的。這終極關懷的意義首先是由上帝的話「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衍生出來的；這句話明白地揭示了真信仰的特質，也就是
說：因為上帝祂自己先立下了終極關懷的榜樣－－因愛降世、十架救贖、天國永生，
因此，基督徒也必須完完全全臣服於這終極關懷的要求－－盡心盡力地去愛上帝；上
帝就是基督徒個人最終關懷與無條件去回應的最高對象。

信仰的實踐
上帝既然是基督徒個人終極關懷的最高對象。那麼，個人又要如何表現出對上帝
的信仰呢？是藉著「愛人如己」這樣的行動顯示出對上帝的積極回應。對基督徒而言
，信仰不只是人在內心裡對上帝的一種含蓄仰慕觀念，信仰本身是一種回應行動，能
激發信徒對其所敬拜的上帝有所回應、行動和交流。但綜觀各教會中大多數都充滿了
「頭大、臀大－－坐而不動」的基督徒，信仰似乎只是成為一種傳統，信仰似乎不能
成為活潑的盼望。

活出信仰

功能。信仰因而是人思想、感覺、需要、興趣和願望的總和，是人格整體的反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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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 信 仰
基督教教牧者，必須在自己的世代中，以當代發現的新知識和其對以往真理的價
值，為基督教信仰的真理重新闡釋和表達；聖經教導絕不可侷限於字面和抽象觀念中
理論的教導，而是要設法創造生動、有效的學習經驗，藉此使教導者和受教者在相互
信賴和渴望學習的良好教學關係中，在基督裡相遇而連結為完整的肢體，同心經驗上
帝的真理和愛，從而引導信徒對上帝能有所回應，成為一個完整而全新的人。
教會教牧應積極地行動起來，去幫助信徒將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與他們的周圍
環境結合起來。事實上，這正是上帝在道成肉身上所用的教育方法，我們在耶穌基督
裡看見上帝成為人，把祂那愛的信息變成人人能明白的語言；今日教牧者也應當採用
這樣的「實踐」途徑。使徒雅各說：「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信心是與行為並
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雅二：17、22）既然，信仰是一種實踐行動，
教會教牧最常思想的應是：如何幫助信徒實踐信仰？如何化信仰為行動？
唯一的答案是：愛神、愛人。
實踐行動是愛的最直接表現。信仰裡包含了愛，而行動就是表現愛的最佳方式；
活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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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裡有了愛，就有實踐終極關懷的熱情，「關懷」這個詞本身就含有行動的意味。
作為一個實踐的信仰，因有愛的成分，也就決定了一個人的行為。因此，引導信徒經
驗上帝的終極關懷，親嚐基督的十架之愛，並且教導他們在基督裡長大成熟；那麼，
這樣的信仰也就能成為他們實踐愛與關懷的背後動力。
教會牧者也必須注意到非正式的學習情況，其中的活動、經驗、關係和團契生活
等，都是叫人們對上帝的創造和救贖之愛有所感受、以及能引起內心回應的自然工具
。我們的信仰教育是從行動開始，而不是從思想開始（非指不需要思想）；那幫助人
類得到福音的，並不是信經（這是已得福音者的信仰表白），而是「愛的行動」。

【院訊】 2014年3 月

新任院長 劉孝勇牧師
感謝上帝的恩典，祂垂聽眾人多年的禱告，為信神預備劉孝勇牧師擔任第十三
屆院長。劉牧師在中華信義會桃園永生堂受洗及受堅振禮。大學就讀中興大學中文
系，1995年本院道碩第二屆畢業。在福音信義會豐原豐恩堂牧養兩年後，即前往聖
路易協同神學院進修，1999年獲主修解經神學，副修系統神學的神碩學位。論文題
目是：「人生的空虛：虛空在傳道書中的角色與王弼之無的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
。2003-2006擔任美國路德會沐恩華人教會牧師。2007-2008受聘為北美華神兼任教
授。2008年完成聖路易協同神學院聖經神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我兒，要聽
你父親的訓誨：箴言一至七章的父親修辭如何在八至九章中持續並達到高潮之解析

劉牧師伉儷育有一女二子。長女就讀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次子今夏預備申請
大學入學，幼子將來新竹就讀小學。劉牧師在美事奉七月底結束，計劃八月中或下
旬攜幼子返台。侯任新院長將於今年九月一日履新。請特別為劉新院長返台的行前
準備及未來在信神的事奉代禱。

劉孝勇牧師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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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院長 劉孝勇牧師

。」2008-2014擔任北美華神教務主任及聖經研究與釋經學教授。

客座教授介紹
路德神學研究所新任所長

歐使華牧師 (Rev. & Dr. Jeffery A. Oschwald)
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博士，現任美國路德會聖路易
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解經神學系副教授。

1994-2002年曾於本校任教，主授新約。2013年12月起，接任本院路德
神學研究所所長。本學期將教授神研所密集課程：「路德神學研討IV
」(02/17-03/06)，並將擔任2014 APELT研習會「偉大的醫生與親愛的
醫生」主題講員。

羅恆理牧師 (Rev. & Dr. Henry L. Rowald)
美國路德會聖路易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榮休教授
客座教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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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1984年及1987-1995年，先後於台灣及香港擔任宣教士，並參
與神學院校教學。2009年自協同神學院榮休後，仍繼續協助東亞地區
神學教育事工，亦曾多次來院提供密集課程教學。本學期羅恆理牧師
將開設密集課程：「耶利米書」（上課日期：02/24-03/28）。

包蒂蕬教士 (Dr. Unndis Bergaas)
挪威Bergen大學英語及基督教研究碩士，美國Biola大學Rosemead心理學院博士（主修臨
床心理學），博士論文主題為The Relationship of Spirituality to Burnout and Coping Among
Norwegian Missionaries。現任挪威Haraldsplass Deaconess Foundation心理學家，並協助設立
Haraldsplass協談中心。主要負責青少年及成人個人心理治療，並注重靈性與心理治療之整
合。包教士曾於1982-1990年來台宣教，參與青少年事工。本學期她將開設密集課程：「
教牧輔導者的資源與任務」（上課日期：04/14-05/16）。

普梅恩老師(Mrs. Meiken. Buchholz)
挪威宣教神學研究院(The 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Sravanger,
Norway)哲學博士候選人。1993-2006年任挪威信義差會(NLM)宣教
士，先後於新竹、宜蘭、台北等地服事，並參與神學院校教學。
2006年返回德國後，除協助差會文字工作外，亦關心德國當地華人
事工，2011年及2012年秋季曾回台協助本院課程。本學期普梅恩老
師將於分部開設課程：「從新約看上帝的國」（上課日期：新竹
03/04-04/08，台北03/0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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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預告
俞繼斌牧師

柯樂伯（Robert Kolb）著，基督教信仰要義：馬丁路德的闡述（The
Christian Faith: A Lutheran Exposition），林秀娟譯（新竹，中華信義
神學院，2014），568頁。
常在不同場合，聽見有人評論說：「馬丁路德不是一位系統神學家！」這話的含
神學課題，思路前後不一，彼此有扞格矛盾，未能成為一個天衣無縫的體系？還有，
所謂「系統」何指？是自成一個完整的網絡？還是借用外來的預設或框架形成一套緊
密聯結的神學體系，例如經院神學、過程神學、存在主義神學，或解放神學？
1

路德是一位神學家，尤其是一位嚴謹且富創意的解經神學家 ，這是絕大多數的學
者公認的事實。如果我們說他的神學缺乏一個包羅一切主題之系統的話，路德的確沒
有建立這樣的思想體系，他本來就沒有意圖要建構如此神學架構。讀他的作品，我們
甚至意識他明顯抗拒這樣的建構。
路德的寫作主要是為了牧養與護教。而他的牧養與護教，乃基於盡心竭力，堅定
忠實闡明聖經的啟示及教導。他從未致力成為一個系統神學家。他只是希望自己在傳
講或探討任何與聖經的教導及與基督的教會與信徒密切相關的課題上，始終委身於怎
樣讓聖經的觀點，能不受阻撓，不被掩蓋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路德的思想有其成長與
發展的路徑，綜觀他的作品，我們看見他的思路是通貫的，核心是不變的，信念是堅
定不移，始終如一的。換句話說，他發現因信稱義是揭開聖經最重要的一把鑰匙，藉
此鑰匙我們得以認識上帝作為的全貌，及祂虛己與捨己之愛的極致。
從信義宗釋經的角度全面詮釋基督教信仰的中文書籍向來稀少。最早有雅各布〈
Henry Eyster Jacobs〉著，伍禮德等譯之教義神學，原為上下兩冊，1928年出版，後合
訂為一冊，改名為基督教信仰總綱，1960由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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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預告

意是甚麼？是指路德的思想只是隨興而發，討論的主題前後串不在一起？或者處理的

新書預告
繼之有奧連〈G. Aulen〉著，謝受靈、王敬軒譯的基督教之信仰﹝信義宗聯合出版
部，1954﹞。再來是喬治．傅瑞勒〈George

Forell〉著，吳文秋譯，聖經系統神學研

究〈The Protestant Faith〉﹝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984﹞。傅瑞勒是蜚聲國際的路德
學者，這本是他在愛俄華州立大學為來自不同信仰背景之學生，講授更正教信仰寫成
的教科書。此書乃根據1960之英文版譯成，出版時有好幾所華人神學院列為教科書或
參考書。
柯樂伯博士的這本基督教信仰要義是他1993開始擔任聖路易協同神學院系統神學
的宣教教授那年出版的。柯博士是美國路德會中享譽世界的路德學者。 他出版了廿幾
本與路德及改教運動有關的著作，亦在學術刊物發表超過百篇論文。他與Timothy
Wengert同為2000年版The Book of Concord:The Confe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的主編。本院於2009年出版柯博士所撰，馬丁路德：上帝子民的牧者之中譯本
。他曾數度訪台，亦擔任過本院客座教席。
新書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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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要義是一本根據聖經的啟示，依照信義宗的信條，把聖經的重要教義
及與基督教會和基督徒生活息息相關的課題，作一清晰扼要的解說。路德的神學所呈
現的雖然不是一個包含一切的完備系統，但它所見證的卻徹頭徹尾，由裡而外，以神
為神，以基督為中心的信息。如果您想知道如何從藉恩因信稱義的解經鑰匙，帶領您
窺見獨行奇事的三一真神，祂話語的奧秘與作為的奇妙，這本書會成為您全面認識基
督信仰的指南，並建構您與神健全平衡及活潑踏實關係的基礎。

1

參Luther’s Works, Companion Volume:Luther the Expositor: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r’s
Exegetical Writings by Jarolsav Pelikan (St. Louis: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1959); Robert Kolb
and Charles Arand, The Genius of Luther’s Theology:A Wittenberg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Grand Rapids, MI:Baker Academic,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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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特殊兒家庭族群的事工
葉羅湘茵 牧師
「基督教關懷特殊兒家庭協會」成立於

簡介其中家長孩子和志工參與人數較多

民國100年年初，協會本著耶穌基督的博愛精

的三個活動：一是為期三個半月的「家長喘

神，對有身心障礙特殊兒的家庭，在關懷中

息服務」，因為身心障礙孩子的父母在生活

願意用愛心積極去服事，透過各項對特殊兒

上較無暇經營夫妻關係，夫妻之間也少有共

家長及孩子的服務活動，傳遞福音的好消息

同的休閒時間，所以藉著本協會的喘息服務

，幫助他們認識其生命價值，成為社會的祝

要讓每日忙於照顧身心障礙孩子的父母，能

福與資源。

在周五的晚上，將家中孩子都交給本協會照
顧，夫婦放鬆心情單獨相處，再建彼此之間

別的身障兒提供了許多訓練和照顧，提供家

的新甜蜜關係；其次是進行一整年的「親子

長們有益的資訊。其實不論是台灣眾多社福

共做糕點」活動，這是在周六進行的健康親

團體或是本協會對這一族群做如何的服務，

子活動，藉著輕鬆的三小時共做糕點課，增

也都是有限的、一時的，如果他們沒有一個

進家人親密的互動關係，也增加特殊兒家庭

真實的信仰帶給他們心中真正的平安，他們

的社會群體活動機會；還有連續兩年的「父

肩上的重擔和心頭的壓力很難釋放，唯有得

母成長團體課程」，提供特殊兒的父母們，

著耶穌基督的救恩，才能活出生命的盼望和

有效教養孩子的方式，透過學習與分享討論

信心。身心障礙特殊兒也是神所賜下的禮物

，發展出良好的親子關係，協助家長紓解情

，也是神用祂獨生子耶穌的寶血買贖來的，

緒，獲得支持力量，激勵出生活生命活潑的

上帝的價值觀與我們的價值觀不同，祂可以

盼望，進而見證到上帝的賜福，也能成為別

把軟弱變為剛強，祂可以拉開這群特殊兒家

人的祝福。

人生命的格局！

家中有個特殊兒，帶出的會是人類共同

本協會服務的對象不是只有身障孩子而

的渴望－愛，愛也許無法改變身心障礙的事

已，而是以家庭為單位，以親子活動和家長

實，但愛可以發揮生命的潛能，完成不可能

團體為主。身障兒是大家看得見的弱勢，但

的任務！本協會繼續對身障特殊兒的家庭族

大家看不見的是身障兒家長的壓力、痛苦、

群愛、關懷、傾聽、支持、禱告，並從教會

孤單、憂慮、及外面歧視眼光的傷害。如果

、特殊教育、社會資源、醫療復健機構的提

家長長期壓力無法釋放，心情緊繃壓抑，那

供資訊來幫助更多特殊兒家庭，希望本協會

麼在照顧身障兒、在維持家庭和諧與經營夫

是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尋求到溫暖的另一

妻關係時，又怎麼能有心有力有盼望去做呢

個大家庭；本協會願意帶領家長們倚靠上帝

？為了特殊兒家庭的生活得力，本協會舉辦

的話語和力量，來幫助家中特殊兒就醫、就

過的活動有「父母成長團體課程」、「家長

學、就養、就業等不一樣的人生功課，使其生

喘息服務」、「媽媽查經班」、「親子共做

命更加寬廣深厚，並能成為更多特殊兒家長們

糕點課」、「家長讀書會」、「家長拼布班

的幫助；且要加強推動社會大眾更認識與了解

」、「親子特教講座」、「親子英語福音班

特殊兒的家庭，予以正確的眼光來注視他們，

」等，藉著不同活動提供他們扶持與幫助。

一起推動我們的社會「有愛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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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在台灣有眾多公益機構團體，為不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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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層心

特刊

曠野中的呼聲
基宣部主任

郭素鳳

經文：約1:19-28
在耶穌公開傳道之前，有一位為祂預備道路的，使人預備心來接受祂，他就是施
洗約翰。他在曠野的呼聲使得猶太人來接受悔改的洗，這樣的呼聲不僅在當時震耳欲
聾，發人深省，更是將耶穌彰顯出來，讓人認出真正的基督－耶穌，祂是彌賽亞，是
永生上帝的兒子。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19節），很清楚的表明他是來見證耶穌，不是來
說他自己的經歷。「見證」這個字貫穿整個約翰福音（出現32次），不管是施洗約翰
基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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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證，門徒的見證或耶穌祂自己的見證，都將祂的榮耀顯明出來，讓人更知道耶穌
的身份和使命，並使人跟隨耶穌。
當施洗約翰出來傳道，法利賽人派了祭司和利未人來問他話，他們問了二個問題：

1.「你是誰？」：他們問了三次，施洗約翰三次的否定，而且他的回答一次比一
次短，從「我不是基督」（20節）到「我不是」（21節）再到「不是」（21節）。約
翰對自己身分的回答是消極的，簡短而直接，連對自己的敘述都沒有，在被問了第三
次的時候他才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回答說，我就是在曠野呼喊的聲音：「為主修直他
要走的道路」；只有在敘述他所見證的那一位時，才變得滔滔不絕，他知道自己要作
的事是什麼，他不會喧賓奪主，更不會假裝是救主。
相對約翰所說的「我不是」，使徒約翰在本福音書中7次提到耶穌說「我是」：
生命的糧（6:35）、世界的光（8:12，9:5）、羊的門（10:7）、好牧人（10:11-14）、
復活和生命（11:25）、道路、真理和生命（14:6）、真葡萄樹（15:1）。這樣的對比
更讓人看出耶穌是誰。
2.你有何權柄為人施洗？他的回答是：我是用水施洗，但耶穌是用聖靈與火來施
洗。約翰施洗的目的是為要讓以色列人認識耶穌（31節），但顯然的，有人不信，包
含這些祭司和利未人，26節「是你們不認識的」指出上帝所揀選的以色列人不認識祂
所差來的彌賽亞，而且不願意接受祂，如同約1:11所說「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
人倒不接待他。」。不僅洗禮的不同，連身份也大大不同，約翰說自己就是給耶穌解
鞋帶也是不配的。解鞋帶在當時是奴僕的工作，約翰認知到自己是耶穌的僕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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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僕人還微小，因為連這個工作他也配不起。約翰不是自我謙卑，而是他真的認識到
自己的身份及耶穌的尊貴，所以，他才會如此說。
施洗約翰的一生沒有豐功偉業，但他活出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活出「祂必興盛
，我必衰微」這句話。對於人在信耶穌的這件事上，我們也只是一個預備，只是上帝
手中的器皿，如同林前3:6-7「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叫它生長。可見栽
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它生長的上帝」。另外，我們在
見證耶穌的事上，是否如施洗約翰一樣，讓人聚焦在耶穌的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上
，不是自己有多會傳福音，不是自己有多棒的口才，也不是自己有多神祕或美好的經
歷，而是是否有使人真正的認識耶穌基督，將人帶到祂的面前。
因著施洗約翰的見證，有人跟隨了耶穌，其中有安得烈、使徒約翰和彼得，他們
是第一批的門徒。「跟隨」有「成為門徒」的意思。基督徒不是信徒，應該是門徒，
因為我們跟隨的不是教主，是救主，是塑造我們生命，也要賜給我們豐盛生命的創造
祂是叫他來死。這種死可能像最初的門徒一樣，要離開家庭與工作來跟從祂，也可能
像路德之死一樣，必須要離開修道院到世界上來。但每一次都是同樣的死－死在耶穌
1

基督裡，在祂的宣召下治死老舊人。」

施洗約翰在曠野的呼聲，彷彿也在這個時候向我們發出，你真的知道、認識耶穌
嗎？你真的願意來跟隨祂嗎？這樣的呼聲也需要我們繼續傳承下去，呼召人來認識祂
、信靠祂、跟隨祂、服事祂，一起走在這條蒙福的道路。

1

潘霍華著，追隨基督－作門徒的代價，香港道聲，1965年，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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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既然是門徒，就像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所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

基層心

帶領 查經班

基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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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新豐區／中華聖潔會新豐教會
王莠婷
一開始其實覺得這堂課很有挑戰，而且覺得自己也沒有查經的經驗，就要學習「帶領」查
經班，有點期待又有點畏懼，但也想說反正可以知道「什麼是查經」所以一開始就憑著信心，
相信這是天父為自己預備的裝備。
上了第一堂課才知道，原來沒自己想像的困難，而且過去小組就有查經的經驗，只是自己
當初不曉得原來那就是查經，而且老師也說如果帶的好的話，是可以幫助對方引起讀經的興趣
，讓自己又有更多的期待也很興奮。
收獲最多的是改變讀經的方法，我也將上課的方法帶到原本自己帶的學青靈修小組，發現
讀經變得更生動、有趣了，也有學生主動詢問如何讓自己也有聖經，甚至靈修材料(豐盛人生)，
對我來說是上帝透過他們的反應來鼓勵我，感謝主給他們渴慕的心。
在實際帶領查經的實習中，我發現過去的瓶頸再次出現，可能他們覺得太深、看不懂，但
透過老師上課的分享以及神的帶領，讓我發現，原來是因為他們年輕經歷也沒那麼多，所以有些
經文無法體會是人之常情，比如他們無法以父母的角度去看事情，因為沒這樣的經歷，但因為他
們單純，會很直接的說看不懂、無法體會等字眼，這也幫助我更快的想辦法甚至透過禱告幫助他
們突破這樣的問題。我試著請他們想像自己已經成為別人的父母，自己會有什麼的想法與反應，
結果大家的反應非常地好，回答得更熱烈，也直接回饋說，這樣他們就懂了。
感謝神的恩典，雖然在實習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看似跨不過去，但感謝神的帶領以
及老師在上課的分享，反而得到更寶貴的經驗。將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自己也在當中領受到
，雖然上帝給我很多別人沒有的經驗，可能是為了要幫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同理，但藉著實
習、服事，也讓我發現，雖然這些經驗、恩典跟隨著自己，但上帝也更希望我們保持單純，單
單服事的心，單單的仰望祂、不倚靠自己的聰明。這是我在實習中，藉著學青的回饋中的發現
。也謝謝天父在當中的教導，讓我的服事擁有一個小小的突破。

基宣課程

心得分享

楊梅區／楊梅崇真堂

王文玲姊妹

感謝主！讓文玲可以一邊做癌症治療，一邊在信神基宣課程中學習。當初不僅身旁反對的聲
浪很大，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甚理想，但我始終相信神的應許，祂在以賽亞書四十一章中三次堅
固我「你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
我們的神不僅是位信實的神，更是滿有恩典慈愛和醫治大能的神，在一堂代禱的課程結束前
，老師請同學們圍繞著我，大家為我的治療按手同聲禱告，當時他們並不知道我乳癌患處惡化，
潰瘍流湯且疼痛難當（只有我和我先生知道）。感謝讚美天上的父神，奇妙事就那麼真實地讓我
親身經歷，經歷代禱的力量這麼大，經歷神透過義人代禱所行的奇妙神蹟－就在當天晚上，患處
開始不再流湯，不再發出惡臭，慢慢的結痂修復了，箴四：22「因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
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在神的愛中學習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享受，對神的渴慕透過老師們豐富的授課內容與實際操練，以
及同學們彼此討論分享，讓我心靈得著滿足，信神基宣的學習是充實而愉快的生命學習，好幸福哦！
聽道是為了行道，求主幫助我們能把從祂那裏所領受的點點滴滴，不單是自己得滋潤、建造
和醫治，重要的是能行出耶穌基督降卑捨己那愛的光彩，去傳遞、去分享，為完成神所託付的大
使命，向著祂的標竿直跑。
神的美好訴說不盡，神的恩典數算不完，神學是一生的學習，願將一切的榮耀頌讚歸於愛我們的
父神。

基層宣教部
第二季招生 2014.5-7月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一、新莊區
科目：舊約人物
巫士椀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二、龜山區
科目：關懷與探訪
林藝春 傳道

2014年5月6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02-2997-9177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03-334-3213

三、大溪區

四、楊梅區

科目：帶領查經班
朱順慈 教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基礎神學
苗其華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員樹林基督教會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桃園縣大溪鎮三元二街2巷1弄90號 03-380-0384

桃園縣楊梅市瑞溪路2段145號4樓 03-482-5823

五、埔心區

六、竹東區

2014年5月7日開始
每週三晚上7:00～9:30

科目：舊約人物
廖元成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竹東懷恩教會

桃園縣楊梅市文化街177號 03-482-3543

新竹縣竹東鎮民德路46號3樓 03-595-2750

七、新豐區

八、新竹區

科目：向基層傳福音
OMF團隊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暫停

新豐聖潔會

中華信義神學院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45-1號 03-559-1898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03-571-0023*3170

九、台中區

十、豐原區

科目：關懷與探訪
丘素欣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基礎神學
康世孟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台中基督徒教會

豐原行道會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329號1樓 04-2241-6637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24號 04-2526-6366

十一、嘉義區

十二、左營區

科目：新約人物
劉士正 牧師

2014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帶領查經班
高英茂 牧師

2014年5月6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台灣信義會嘉南教會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嘉義市興業東路311號 05-227-2549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07-558-4516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學費：2500元（新生500元報名費）

◎安得烈優惠專案：在學學生邀請新生入學，本季二者可同享九折優惠
（不含新生報名費），歡迎多加利用。
◎修完九門課授信神基層宣教部「修業證明科」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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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心

科目：台灣民間宗教與福音
張 忠 牧師

校友會專刊
2014 年3月

Family News

地址：30080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11, Lane51, Tahsueh Rd .,Hsinchu300,Taiwan
電話Tel：886-3-574-4404
886-3-571-0023 # 3213
傳真Fax：886-3-572-6425 註明：校友會
E-mail：clsaa2003@cls.org.tw
Website：http://www.cls.org.tw/clsaa2003/
劃撥帳號：01121881中華信義神學院
(註明校友會會費／校友會奉獻)
校友會會長：陳立澤 教師
電話：08-878-2717
行動：0935-360474
信箱：knehc@yahoo.com.tw

會長 的 話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 信義會枋寮教會 陳立澤教師
去年十一月份的時候，學校同工打電話給我，問我對於明年校友會的運作有甚麼樣的
想法，當時剛接校友會會長一職，也還沒有時間想那麼多，只是想說應該要先把明年校友
會的時程先安排好；沒想到在安排的過程當中突然有一個感動，想要去尋找一些過去比較
沒有被關心到的校友，或是教會或個人正面臨到困難的校友，聯合各區的校友一起來關心
與扶助。但是要找到這些校友並不容易，通常在各區的校友會活動上或校友名錄上是看不
校友會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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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名字的，但是盼望能夠通過檯面下校友們的私下聯絡，獲得這些校友們的訊息，取
得聯絡的管道。
回想當初當前任校友會會長邱正平牧師打電話給我，詢問我是否願意擔任下一屆校友
會會長候選人時，原本認為自己只是個鄉下小教會的傳道人，又不是牧師職，應該還不夠
資格擔任校友會會長一職曾予以婉拒，但是就在邱牧師的再三拜託和內人的首肯之下答應
了，心裡想說反正只是候選人，又不一定能夠當選，後來想不到就真的當選了。其實校友
前輩裡面有許多傑出的人才，有的服事的教會人數成長甚多，建堂、擴堂或植堂；有的成
立關懷協會，照顧許多弱勢族群；亦有的成為宣教士，到國外更多需要福音的地方。相形
之下，小輩擔任會長一職實在末不敢當。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到3節說：「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
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
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
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告訴我們：
1.如果有那個能力能夠說全世界所有人的話語，也能夠體會其他人的心思意念（我們
說這個叫做同理心），包括那些狗與貓，小鳥和其他動物的語言也都能夠了解，甚至天使
的語言也能理解；這不是愛，這些都只是聲音而已，並沒有生命。恩賜與能力是上帝給人
的本事和才幹，而愛才是神的本質，聖經說神就是愛，愛賦與恩賜、才幹的價值，是運用
恩賜與能力的最佳指引。
2.許多屬靈的偉人能夠了解世界上所有的知識和道理，甚至包括深奧的上帝，並且有
令人驚異的信心，能夠排除巨大如山的困難；但這也不是愛，若沒有愛，這些便算不得甚
麼，在神面前絲毫沒有價值。恩賜、才幹和信心並不代表愛。

鄉下生活
2008年自神學院畢業以後，我就直接來到屏東縣枋寮鄉這個依山傍海的地方牧會，由
於這個地方有一個漁港，又號稱是吻仔魚的故鄉，所以一度想要把自己的職分從牧羊人改
為漁夫，只是在一次填寫會員卡的資料單時，在職業欄上還是毅然決然地勾選了畜牧業，
當人家問我是養甚麼的時候，我就回答養羊；於是決定了我在這裡的服事方向。
來到這裡一切都是從學習開始：
首先關於「食」的方面。從小就聽說鄉下的人都比較早起，所以我就想菜市場也應該
很早才對，所以有一次早上七點就去市場，結果發現幾乎沒有人，原來這裡的人不是早上
四點就去捕魚，就是五點以前要去果園工作，大約九點左右才會回來，那時才會很熱鬧。
有一回，早上九點半去拜訪一個家庭，結果那個家庭的長輩端了一碗飯出來，問我要不要
吃午飯，原來他們都是早上四、五點就吃早飯的。
在衣著上，一般去探訪都只要穿短衣短褲和拖鞋就可以了。有一回參加一個活動，我
因為要上台所以就穿襯衫打領帶，後來有人問我那天有沒有去參加那個活動，原來我穿了
襯衫打了領帶就有人認不出我來了。
住的方面，我是住在會堂的樓上，會堂是一棟小小的透天厝，會堂在一樓，大概只能
容納40個人左右，平常時候把椅子收起來，擺一張桌子作為週間聚會和學生課輔使用，到
了星期六晚上再把椅子擺出來，作為隔天禮拜使用；曾經有一位朋友來造訪，一進門就問
說：「你們不是住在教會嗎，教會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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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些善心人士把自己所有的都捐給有需要的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這些人的崇高
品德表現雖然能夠博得眾人的稱讚，但卻不是愛。人的善行與愛乃是兩碼子事。在愛裡必定
會有善行，但人的善行並不一定是出於愛。我們若追求神的愛，自然就會有善行；但我們若
只追求善行，那最多不過是和那些追求累積功德的人一樣，在上帝面前並沒有任何價值。
約翰福音十三章34節，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因著上帝的恩典把我們都圈在信神這個大家庭裡
面，我們如此蒙恩就更當因著主而彼此相愛。
在一個新的年度裡，很多人都盼望能夠得到更豐盛的福氣，一般傳統的觀念所謂福氣
總是離不開健康、長壽、富貴、好德性、善終等等，但耶穌在登山寶訓開宗明義第一句話
就講：「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所謂「虛心的人」就是指心靈貧窮的人
，這樣的人刻苦
己心，除了檢視
自己生命中的問
題之外，同時也
能站在最卑微困
苦人的立場，體
會其他人的難處
，看見自己的責
任。
高雄區校友聯誼會：探訪資深校友

校友會專刊
一開始我們還沒有福音車（後來接手了一輛幼兒園的十年娃娃車作為福音車），所以
我們都把腳踏車稱做是我們的福音車，因為枋寮地區不算大，比較有一點距離的地方只要
騎腳踏車就可以到，不然大都是用步行的，還好教會就在火車站附近，生活機能算是蠻方
便的。有一次腳踏車被偷了，結果隔兩天就有人送了一台二手的腳踏車給我們，過了兩年
那台腳踏車也壞了，鄰居就送我們另一台舊的，真好。因為常常騎腳踏車，所以每一年都
要磨破幾件褲子，可以說是用破褲子來寫日記。
因為要牧羊，所以就要懂得這裡人的生活方式、語言，枋寮除了有漁港，每年還盛產
蓮霧和芒果，會友當中就有幾位是種蓮霧和芒果的，由於種植和採收蓮霧的技術較高，所
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學習，但是芒果方面就有了，去年暑假就幫忙一位會友採收、分
裝芒果，因為果園是在山坡上，所以必須推著獨輪車載裝滿芒果的籃子上下坡，不但手掌
會磨破皮，還好幾次在中途跌倒、摔傷，真是「遜腳」。
原本以為做芒果的工作就很辛苦了，後來發現，跟種洋蔥比起來，這根本是小事一樁
。在我們教會裡面有一個家庭是從恆春過來的，這個家庭是種洋蔥的，我仗著有做過芒果
園工作的經驗，勇於接受挑戰，就去洋蔥田幫忙，後來發現，原來這根本就不是平常人在
校友會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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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工作，整天要頂著烈日和強烈落山風，彎著腰踩在泥濘的田裡鋤草、插苗，別人是工
作六天休息一天，我一開始幾乎是工作一天就要休息六天，因為腰酸背痛的要命，原本以
為這麼累的工作可以使我的體重減掉幾公斤，但是因為種洋蔥，一個星期只有動一天，其
他六天連平常的運動都做不了，所以反倒增加了幾公斤，真是划不來。
除了以上，我們還做過其他的一些事情，像是在夜市賣牙刷（為伊甸基金會籌款）、
作夜市結束後的清潔工作、幫花店作佈置、作母親節康乃馨和看店等等，在鄉下的工作很
務實，因為人家不是管你叫甚麼就把你當作是甚麼，而是看你做甚麼才叫你甚麼，在這裡
很多人還是稱呼我是「老師」，因為每個禮拜要教許多學生功課，有的人叫我牧師、有的
叫我傳道，其實我是教師
職，但不管如何，我都要
感謝主讓我可以在這裡服
事，這裡雖然資源少、會
友流動率高，但卻仍然是
一個屬於基督的快樂大家庭。

校友會經常費收支表
2013.11.01~2014.01.31

會
費
本
前
累

費
用
期
期
計

收
支
結
結
結

入
出
餘
餘
餘

9,500
2,438
7,062
52,551
59,613

2014年3月～5月 各 部 門 院 訊 動 態
圖書館
1.圖書館近日採購多本西文書及中文書籍，
內容涵蓋宣教、聖經議題、牧養及倫理學
等各方面，歡迎讀者多加使用。
2.圖書館2月底起恢復學期中開館時間為周一
至周四8:30-22:00，週五8:30-17:30
研發處-基層宣教部
1.4月份將舉行季後評估會議，透過會議討論
課程及學生學習情況，期使老師在備課上
更了解學生及他們的需要，能使學生有好
的學習。
2.5-7月基宣課程招生中，相關訊息請上基宣
部網站查閱：
http://www.cls.org.tw/grassroot/04_All_curricul
um.htm
研發處-分部
信徒神學部下學期課程已放在網路上，共計
在台北、桃竹苗、台中、高屏四區開12門課
，歡迎弟兄姊妹修課，接受優質的神學裝備
訓練。
行政處-總務部
有閒置二手燈具、吸頂風扇、二手傢俱，歡
迎有需要的教會肢體索取。
行政處-出版社
信神系列圖書是信神的寶藏，集結了近500年
來，屬靈領袖及教牧先進的經驗傳承，雖然
可能備而不用，但至少教會提供了環境，一
旦肢體有需要時，就能使生命得著再一次被
翻轉、光照、醫治的機會，希望能有100個教
會願意珍藏、傳承信神系列圖書〈目前已有
29個教會購買〉也能成為教會的寶藏。
※ 全套32本，特價：6800元。
行政處-企劃部
1. 2014年校友會會長由陳立澤教師擔任，各
區校友會日期如下：
(1) 02/10(一)高屏區校友會。
(2) 05/05(一)嘉南區校友會。
(3) 09/15(一)桃園區校友會。
(4) 09/29(一)竹苗區校友會。
(5) 10/06(一)宜花區校友會。
(6) 11/03(一)台北區校友會。
2.請為神學主日的邀約順利代禱，目前1-6月
已安排45場次，下半年度目標希望可達60
場次。
宣教中心
感謝主！2013年透過收容所和泰勞之友教會
佈道活動向五、六千位外勞朋友傳福音。請
為2014年福音車需30萬元維護費用支持代禱
，目前還不到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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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動態

院長室
1.神研所歐使華所長2/15來台教授神研所路德
神學最後一門課及擔任3/10APELT研討會講
員。
2.本院春季邀請到普梅恩師母、羅恆理牧師及
包蒂蕬教士，包教士曾為挪威差會在台宣教
士，專精諮商與輔導，來台於本部及分部授
課。
3.本院第46屆畢業典禮邀請到校友，現任道生
神學院院長翁瑞亨牧師為證道講員。
4.請繼續為本院三位儲備師資：林盈沼老師、
陳冠賢老師、朱頌恩老師的論文撰寫順利及
在美國韋恩堡協同神學院進修的魯思豪老師
代禱。
5.感謝眾教會及眾弟兄姐妹的奉獻與代禱，本
院無息貸款逐漸減少，懇請繼續為本院還款
代禱。
教務處
1.神學講座：
馬丁路德奇妙的發現-歐祈人牧師
4/12台中東海教會
福音洋溢的禱告-朱頌恩老師
4/13嘉義嘉南教會
4/19台中基督徒教會
有福的確據-林盈沼老師
4/26台中慕義堂玉門崇拜中心
2.2014神學營---路德神學中的應許
日期：2014/5/2-3
講員：柯安得牧師、陳冠賢牧師
3.密集課程4/15-5/16
教牧輔導者的資源與任務-包蒂蕬教士
歡迎校友、進修生選課
學務處
1.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早崇拜(每週二～四
AM11:00-12:00)，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參與，
詳細內容請參閱學院網站。
http://www.cls.org.tw
2.學務處近期活動：
3/12 預苦期角落禱告
4/17 主立聖餐日崇拜
4/18 受難日崇拜
4/24 路德盃運動日
5/29 宋安娜教士感恩惜別會
3.「角落禱告」資源－內容包含：將臨期、
預苦期、復活節、聖靈降臨期、心靈SPA、
諸聖日，歡迎眾教會與弟兄姊妹多加利用
。連結方式：1)學院首頁：直接點選【學務
-資源下載-角落禱告資源分享】、2)學務處
網頁／學院生活／角落禱告。

信神校舍擴建無息借款待償金額NT$436萬元(2/28)
「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的路徑都滴下脂油」，2013年，信神充滿了感恩的回顧：我們有四位預備的專任老師
皆在攻讀博士學位中；神差派了美國協同神學院歐使華博士接任路德神研所所長；董事會在今年確認了劉孝勇博士將在
2014年9月接任第十三屆院長；我們也邀請到美國陳義聖牧師擔任宗研中心的兼任研究員做客家福音的田野調查。課程方
面，2014年預計神研所重新招生，也開辦了二年制道碩，使教牧傳道可以繼續進修。宣教中心多增加了一處收容所和一
處監獄開放給我們定期訪視輔導。我們有11位畢業生進入禾場，也進來11位新生受裝備…。神在財務缺口上透過教會、
主內肢體的奉獻也給我們豐富的恩典，擴建無息借款金額降至500萬左右。信神一路走來，神透過弟兄姊妹的奉獻、代禱
、活動支持，見證祂的信實和大能。感謝您們對學院長期的關心和鼓勵，不斷地堅固我們的信心向著神呼召信神的神學
教育標竿奔跑前進而不疲乏困倦。2014年我們仍然需要您們的支持、參與和代禱，請為以下事項和活動代禱守望：
1.經常費缺口三千萬元。
2.為三位儲備師資：林盈沼老師、陳冠賢老師、朱頌恩老師的博士論文進度及在美國韋恩堡協同神學院進修的魯思豪老師代禱。
3.為2014年度招生活動，希望透過神學教育服事更多教會。
4.為九月新舊任院長交接。

洽詢或奉獻：
◆成為信神之友，按月奉獻
◆信用卡、匯款及其他奉獻方式，請洽電話：03-5710023 分機3110 張玉絲主任
◆郵撥：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 帳號：01121881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20 員樹林基督教會

USD
EUR 14,100 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
100 王平元(儲備師資)
石天翔(獎助學金)
林淑敏
柳秀芳
陳香朱
200 主知名(宣教)
林義銘(宣教)
馬辰政
郭凡甄
趙安玲
鍾旭南
300 吳天序 吳徐瑤華
吳承恩
宋懿君(儲備師資)
林秀妹(宣教)
陳玉蘭(獎助學金)
趙安惠
張秋香
400 范兆禧
高萬程(儲備師資)
500 文宣書坊
主知名(宣教)
主知名(儲備師資)
余俊達
李文元
林永智
洪賽娥
張文焜(獎助學金)
張美惠
陳亞辰
劉芬玲
蔡孟宗
鍾莊森妹
600 吳青鴻
武麗秀(儲備師資)
邱美蓉(宣教)
張智惠
黃美姮
800 劉存恕
870 主知名
900 呂志鴻
梁諭蓉
郭則修
葉杏桃
1,000 中嵙頌恩堂
王雅各
王禮邦
王儷蓉
古鴻廷(儲備師資)
台中勝利堂
白法正
任芝君
朱鴻鈞
吳方勤
李謝白棉
林慧美
胥弘道
胡春英
唐生文
翁國澤
基督徒重生禮拜堂
張美勤(宣教)
張雪娥
張樹雲
張鍾岫
許淑鵬(宣教)
陳光雄

2013/11/1－2014/1/31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2013/11/1－2014/1/31擴建
20,000 李素秋
6,000 東山街浸信會
1,000 陳明志
3,000 田美珠(宣教)
曾美滿
忠信堂
東勢施恩堂
江傳仁
6,000 丁至剛
200 俞繼斌
董孝雲
板橋和平堂
黃培真
吳進春
張秋香
李美遠
蔡宏智
板橋福音堂
鄧明瑟
李惠珠
小豬撲滿
322
牧恩堂
韓正倫
洪嬿陵
關永武
周純明
400 沈杏嬨
張樹權
魏總潣
陳奕光
宜約堂
靈光堂哈拿小家(獎助學金)
統一發票
曹克昌
陳恭猛
1,100 屏南教會會友
林正雄 林愛花
21,000 新竹錫安堂(宣教8,000)
蘭恩堂
郭素鳳
張中奕
鄭國隆(代轉奉獻)
星光品格協會
21,400 生命堂
張文焜
陳冠賢
500
鍾秀琴(代轉奉獻5,000) 24,000 王維卉
1,200 洪逸藍
胡椿子
陳美先
韓永昌
盧家權
韓永昌(宣教)
胡鵬英
李必忍(獎助學金8,000宣教8,000)
劉耀煌
主恩20
10,000
6,300
陳忠信(代轉奉獻)
1,300 主知名
范秉添
25,000 許文青(代轉奉獻)
張哲源
1,000
吳景文
6,360 聖餐崇拜(儲備師資)
劉耀煌(宣教)
范陽波
麥愛堂
陳蕙文
6,752
員樹林基督教會
1,400 主知名
呂惠萍
苗其傑
盧 凡
1,500 林瑞芳
葛瑞婷
桃園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7,299 聖餐崇拜(宣教)
林保瑩
26,500 潘佳耀(宣教20,000)
7,500 台北救恩堂
林鄭秀錦
張寬宏
蘇英傑
林恩聖
27,000 新竹靈糧堂
8,000 岡山教會
屏東民生路教會會友
張憲文
主知名
麥愛堂
30,000 主恩60
1,300
8,500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陳國雄
張素禎
程建宇
1,500 大寶寶
姚宏宗
廖慧娟
(儲備師資)
梁樂群
田榮道
11,000 主恩03
恩光堂
9,000 主恩62
潮州教會
莊建英
15,000 林昭安
蔡如珮
基督教比拉迦教會
蔡如珮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郭抒雯
鍾水發
20,000 吳綉喜
梁台蘭
鄭發祥
得勝堂(宣教3,000)
陳 瑜(獎助學金)
談雲生
4,000 宜蘭聖愛堂
苗栗福音堂
戴菊枝
貴格會大直教會
陳姵樺(儲備師資)
鄭炤仁
張麗莉
2,000
真道堂
9,930
蕭淑拿
1,515 干文國
陳淑女
35,000 基督教新生教團
謝美俐
陳錦華
10,000 Inger Marie & Oivind
1,800 基福造橋教會
陳雯靜
36,000
主知名
主恩41
3,000
黃執中
Paulsen
2,000 小港教會
陳愛珠
36,439 中國信義會總會
朱育德
25,000 盧 凡
王 林
丁秋貞
陳敬智
主恩03(儲備師資6,000宣教1,000)
40,000
王宏恩
王雲河
李一華
傅振瑛
27,585 主恩01
龍潭活水靈糧堂
王素真(儲備師資1,000)
何信恩
陽明山錫安堂
李孝貞
30,000 主恩60
45,100 俞繼斌(代轉奉獻13,000)
王曼媛
李珍琴
黃玉銣
邱福生
林木獅
50,000 金仲達
王逸君
李夢娥
黃國義
胡椿子
張貴香
59,700 北門聖教會(宣教51,000)
王蘊慈(宣教)
林政德
聖潔會竹北教會
苗其傑
柯安得
34,000
60,000 主恩56
王饒寒英
林恩聖(儲備師資)
葉貴芳
恩光堂
竹南勝利堂
35,000
候義如(宣教)
主知名
林惠娜(宣教)
董乾正
張慧明
36,500 靈光堂
主恩58(代轉奉獻)
孫際恬
桃園活水教會(代轉奉獻)
劉桂香
陳
瑋
高文彬
50,000
加恩堂(獎助學金)
徐紹中
67,122 竹北勝利堂(宣教32,122)
蔡勝財
曾美蘭
蕭燕珍
田在華
張成秋
90,000 中華信義會差會
戴憲達
曾憲富
吳聲昌
55,000
竹南勝利堂
許幼莉
雙福教會
93,000 台北信友堂
黃國義
60,000 主恩56
吳嘉魁
陳義聖
顧美芬
(宣教92,000代轉奉獻1,000)
葉肇鈞
李文雲
陳錦華(代轉奉獻10,000) 96,954 新竹浸信會
70,000 王立偉
3,100 陳 平
林 伸(儲備師資)
傅世雅
蔡玲慧
100,000 主恩13
3,200 邢明祥
98,000 勝利堂(宣教9,000)
施恩惠
馮藍欽
4,400 董寶鴻
3,400 沙晉康(宣教1,400)
鄭燦鋒 何南善
100,000 主恩13
胡中求
楊順華
3,500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會友
5,000 王金喜
恩霖堂(宣教)
103,000 顧美芬
曹之媛
聖愛堂長青園
3,600 伍祥鈺 葉麗卿
何惠民
125,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代轉奉獻75,000)
200,000 俞貴馨
10,800 盧春月(儲備師資3,600 200,000 信義宗福祉會
陳明恩
張樹權
吳讚平
主恩33
陶約翰(宣教)
獎助學金7,200)
3,796 何建榮
林志光
216,217 靈光堂(宣教18,000)
250,000 主恩51
11,600 台北信義堂
彭素琴
4,000 李居歷
300,000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松山福音堂
350,000
主恩57
12,000
彭懷冰
王榮德 梁望惠
紀元頌
王彤宜 李秀真(宣教)
500,000 王彤宜 李秀真
徐尚梅
曾玉瑩
李 班
陳福泰(宣教)
400,000 陳健興 魏靜姍
黃碧雪
勝利堂
楊麗美
李蜀蓮
傅李雪
600,000 徐景奇
劉仁海
1,000,00 中國信義會總會
13,000 余大鵾 謝春梅
聖潔會龍潭教會
4,500 吳海文(儲備師資1,000)
700,000 恩琳投資有限公司
13,500
葛玉容
朱頌恩
杜聖恩(儲備師資1,500)
葛瑞婷(儲備師資1,000)
福恩堂
嘉義榮光堂
擴建基金
一般經費
15,000 木柵靈糧堂(宣教)
廖秋志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廖瓊美
王世吉
羅東靈恩堂
2013/11/1~2014/1/31
2013/11/1~2014/1/31
劉志魁
王璋驥
5,000 大道善牧堂
劉治坤(獎助學金)
主知名
太保教會
-36,898,129
-10,057,802
累積餘絀
累積餘絀
蔡政憲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知名
韓文萍(儲備師資)
柯安得(宣教2,000)
任秀妍
7,107,077
4,193,207
本期收入
本期收入
徐力行 顧毓秀
2,100 莊朝順
呂仕華
新竹信義堂
2,500 林盈沼
6,697,504
0
本期支出
本期支出
洪英傑(儲備師資)
繆正泰
劉典謨
張祥漢
409,573
4,193,207
本期餘額
本期餘額
16,000 主恩01(宣教10,000)
簡麗花
賈元慧
陳冠賢(儲備師資4,500)
2,600 校園出版社
劉美君
-36,488,556
-5,864,595
累積餘絀
累積餘絀
勝利堂英文團契(宣教)
3,000 大寶寶
蔡玉梅
17,000 蘇英傑
王一言
蔡再添
17,500 桃園永生堂
王環苓(代轉奉獻)
謝淑萍
感謝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院聖工的支持與奉獻，本次徵信，若有錯
18,000 盧志遠 張芬芬
主恩28
謝雪芬(獎助學金)
誤請來電告知財務助理李育靜姊妹(5710023#3111)更正。若以金融卡
19,500 郭素鳳
主恩41
5,100 許曉芬
20,000 李志鴻
民雄榮光堂
6,000 主恩06
轉帳奉獻者，請來電告知姓名、地址及奉獻項目，以便寄奉獻收據。
甘利江
李建平(儲備師資)
何南善(代轉奉獻3,000)

敬愛的信神之友，平安!
感謝您不斷的支持與關心。為了讓您奉獻更為簡便，我們已申請聯合信用卡中心與郵局自動轉帳
服務，您可以省去親自跑郵局劃撥的麻煩。如果您同意以信用卡或郵局轉帳方式為中華信義神學院奉
獻，請於下列授權書中填妥資料後寄回即可 (或傳真03-5726425)，我們將在每月辦理請款並寄上奉獻
收據。您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來電03-5710023轉3110張玉絲姊妹。
奉獻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別：□男

□女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公) _____________ (宅) 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願意 □每月

□一次奉獻 ：

□經 常 費，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³ □擴 建 費，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³ □儲備師資，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³ □宣

教，新台幣____________元

³ □其他 ____________ 新台幣 ___________元
我願意使用 □郵局授權

□信用卡授權

捐款期限： 自______年______月至
______年______月止，共_______次
-------- 下列表格請選擇一項填寫 ---------◎郵局授權書(信神負擔每筆10元手續費)
戶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儲戶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簿儲金局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簿儲金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劃撥儲金帳號： __________________(無者免填)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授權書(信神負擔2%手續費)
信用卡別： □聯合信用卡

□VISA CARD

³□MASTER CARD

□JCB

信用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_______年_______月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後三碼： __________

(同信用卡上簽名)

邀請您認識 中華信義神學院
學院期盼努力成為眾教會的僕人，一同興旺福音。並有機會與您分享從 神而來的各樣恩典
和領受，也期望能得到您更多的支持及代禱。懇請您在年度講台規劃中，讓信神老師有機
會至貴教會分享，我們樂於配合您的期望：
1.安排本院教師，前往分享主日信息、並報告學院事工。
2.貴教會可於主日崇拜後提供5～10分鐘，讓信神同工簡介信神事工。

神學主日邀請回應單
(請您傳真03-572-6425或寄回信神)
教會名稱：
聯 絡 人：
電

話：(

地

址：

)

E - Mail：
預計安排信神主日日期：

年

一、崇拜時間：□第一堂

□第二堂

□晚崇拜

月

日

□第三堂

□其他

二、預備相關文宣品份數：

份

三、指定分享方式：
□主日證道＋信神簡介
□提供5～10分鐘簡介信神
四、希望邀請講員：

□由學院指派；

希望分享主題：

□由講員決定

五、教會可提供之設備：（可複選）
□電腦及單槍投影機

□無

□其它

六、可否由信神提供專屬奉獻袋：□可□不方便
會後展售信神出版及義賣品：□可□不方便
神學主日聯絡請洽：企劃助理楊心怡姊妹
(O)03-571-0023分機3114(F)03-572-6425
(E-mail) promoting@cls.org.tw

神學士全修生招生
【招生對象與報考資格規定】
1、有心全職事奉，但苦無就學管道。
2、重生得救，受洗或堅振禮兩年以上，清楚蒙召，未來有志成為全職傳道同工者。
3、具高中（職）或同等學歷。
4、有穩定的教會服事及經驗，且有母會／機構支持及教會長執教牧同工推薦。
5、免筆試入學，只需經口試通過後入學，入學第一年為試讀期，第一年結束後給予學科總考
及術科評估後，再依序進入第二年以後之學士學程。
6、報考者若為已婚，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且支持其未來服事，以符合其報考資格，報考者夫
妻均需一同參與口試。
【課程特色】
◎以裝備未來有志於福音機構或教會全職事奉者為目標，核心課程為「聖經」、「神學英文」
、「教義問答」、「宣教牧養」四類為主，並著重於應用所學。
◎學生可於第四年選修碩士課程，為未來進入碩士課程預備。
◎本課程亦接受日間選修生，但須在院本部上課，有志未來全職事奉，目前無法全時間就學者
◎本學位為獲亞洲神學協會（A. T. A.）認證之神學士學位。
【學生見證】
◆劉耀煌弟兄
台中市活水浸信會會友，國二便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活。直到在高二那年遇見
了耶穌，並在營會中，願意將一生奉獻給主，為主所用，便在教會接受門徒
裝備訓練，然後進入神學院接受裝備，在神學上有更深的學習，渴慕透過專
業系統的教導，能更明白所傳講的福音和耶穌基督，使聽見的人都得益處。
◆杜頌平弟兄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靈光堂會友，爸爸雖然是牧師，但我在青少年期間因為迷
失自我而離開上帝，感謝上帝的憐憫，帶我進入基督教晨曦會，在那裏我被
上帝的愛觸摸，生命得著改變，與上帝、家人恢復關係。我也回應了上帝的
呼召，將來要服事青少年。去年九月正式進入神學院，透過更深的神學裝備
和教導，讓我將來能服事更多有需要幫助的青少年。
◆曾鳳梅姊妹
原新竹錫安堂會友，現與先生於中華信義會厚賜堂牧會，夫妻皆有全職為主
所用的呼召，透過信神神學學士的裝備訓練，牧會時能更多的輔助先生，尤
其是在姊妹的關懷探訪中。

★若您有特別推薦的學生，或想了解更多本學制，歡迎來電詢問，
聯絡電話：03-5710023#3161 陳詩達弟兄。

23

分部介紹

，可考慮部分時間於本部日間進修或在全省各分部夜間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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