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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的 話

靠主得力，靠主得勝！
劉孝勇 牧師

主裡的弟兄姊妹們平安！
一年一度的將臨期，提醒我們—主離我們好近，還是好遠？現在世界各地，包括基督教國
家和非基督教國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流行過聖誕節。許多西方國家的教堂，平時門可羅
雀，參加主日崇拜的人少得可憐；聖誕節一到，教堂卻常常高朋滿座，一位難求。是的，聖誕
節一到，家人要團聚，學生、政府、公司行號要放假，商人絞盡腦汁要大賺一筆，人人寄聖誕
卡、聖誕簡訊、聖誕Line，大家互贈禮物、互道聖誕快樂……，彷彿全世界的人剎那間都變成
了基督徒。然後呢？然後呢？教堂再度人去樓空，商人再悄悄地把聖誕招牌換成別的神、別的
宗教，許多喜歡過聖誕節的人再把仇視基督的眼鏡戴上，完全撇清自已和基督信仰的關係，深
怕稍有沾染，就會身敗名裂。基督降生，為這充滿罪惡的世界帶來平安，但這世界的罪人卻把
祂釘在十字架上。祂應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
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想不到，在祂裡面，我們這樣軟
弱可憐的罪人，都可以享受所賜下的平安。
人人都需要平安，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平安。多年前，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救世軍在
地區廣播電台的頻道節目裡，不斷地播放著一則廣告：「朋友們，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件東西，是
人人想盡辦法要得到，卻很難得到；就算得到了，也很快就會從你手中溜走。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讓我來告訴你，它就是－平安！」兩岸的最高領導人見面握手了，飛彈撤了，某位心儀的人當
選總統了，工作得到保障了，存款增加了，有學位了，有房子了，心想事成了……，就有平安了
？路德曾經在1530年說過一句話：「那裡有平安，那裡就有一半的天堂；換句話說，那裡若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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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那裡就是一半的地獄，或是地獄的前奏和開始。」(Luther Works, SL5, 711) 這句話很有意
思，不是嗎？不知道我這樣來理解這句話對不對：「嚐到主所賜的平安，就像活在天堂裡一樣；
經歷不到主的平安，那種生活就算不是在地獄，也是在往地獄的路上邁進了。」
主透過先知以賽亞給我們應許：「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賽二十六3）路德在四百多年前解釋這節經文的時候(1532-1534)，曾經指出：「人若不靠基
督，是得不著安息的。但是要倚靠基督不容易，因為人的心總是在尋求一些可以得到保障的事
物，卻不願倚靠那看不見的。先知要我們謹記於心的，就是人的這種尋求終致無用，因為人所
尋求的平安，只能靠仰望基督而得。」(Luther Works, SL6, 315)你想要得真平安嗎？你得倚靠基
督！
將臨期和聖誕節對我們來說，除了等候基督降臨之外，更特別的含義，難道不是更深地倚
靠基督嗎？我想—是的。祝您聖誕快樂，靠主得力，靠主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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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聖誕信仰的伊格那丟
潘佳耀 牧師
聖誕歌的內容大都述說 上帝成了肉身，為要拯救世人，保羅在提前三:16: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
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
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榮耀裏。
這節帶押韻的經文，事實上，是古代教會詩歌的一部份1，因為它的內容強調頌讚上帝在肉
身顯現，為要拯救世人。我願意稱它是一首最古老的的聖誕歌之一。為何保羅在寫信時，要用
當時熟悉的歌詞來勉勵信徒，在前面第一及第二章的經文保羅已警告信徒要防範一種異端名叫
幻影派的引誘。2幻影派主張耶穌基督以幻影的方式在地上，即他未曾在歷史中出現過。為何有
這樣的看法？簡單的說，就是當時希臘世界的宗教及哲學普遍認為神是神聖及超越的，所以不
應該與有限的污穢的物質世界接觸，因此耶穌基督在地上的生活，自然地被解釋為幻影般出現
。
幻影派的蹤跡在新約的書信中出現，例如哥林多書信，歌羅西書，教牧書信，約翰壹書等
。到了第二世紀初，它茁壯成威脅教會最大的異端，諾斯底主義。諾斯底主義迅速地傳播，讓
使徒所託付的真道岌岌可危，直到使徒信經的教義被確立，其氣勢才被攔阻。
為了駁斥這異端，教會強調道成肉身的神學。它是使徒保羅及約翰的神學中心。 在二人相
繼去逝後，繼續傳承並護衛這神學的，就是第二世紀初，安提阿教會的主教伊格那丟(Ignatius
of Antioch) 。本短文將簡介他如何護衛這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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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N.D.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Pastoral Epistles，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89.

2

Ibid.，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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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告訴我們，伊格那丟是安提阿城的第三任主教，他在羅馬皇帝特拉
雅（Trajan，98-117）統治期間殉道。我們對他的認識，主要以他從安提阿押解至羅馬殉道的
途中，所寫的七封書信。這七封書信有六封是寫給教會的，以弗所人書，馬夏內人書，他拉勒
人書，羅馬人書，非拉鐵非人書及士每拿人書；第七封寫給坡旅甲(Polycarp)主教。上述的教會
除了羅馬之外，其餘都為小亞西亞的教會。所以從這些書信我們可以得知一些第二世紀初小亞
西亞的教會面對異端威脅的處境及他們對信仰的認知。
在押解的途中，他在士兵的勉強同意，及趕路急迫下，也面對殉道死亡的陰影下，倉促地
寫下心中最關切的事。什麼是他念茲在茲的事？依其在信中出現的次數，有四件事：一為異端
猖獗於教會，想盡辦法要引誘信徒；二為教會內分離份子挑戰主教領導的權柄；三為將臨到的
殉道；四為教會中聖餐的爭論。看起來有四個不同的挑戰，事實上歸根結底，都與道成肉身的
神學在教會內不彰有關。第一所謂異端，就是從使徒時代開始，就在教會中興風作浪的幻影派
，他們否定道成肉身的歷史事實；其次教會的分離運動，那些領頭者大都是反對道成肉身的幻
影派；至於他面對的殉道， 也是證明死亡的經歷是活生生的事實，不是虛幻，以此證明耶穌的
死，也是確實發生，因此就見證基督真實的成了肉身；最後教會中反對聖餐的意見，其實也是
來自幻影派反對復活的基督的肉身臨在聖餐。簡言之，不管他駁斥幻影派或推動教會的合一，
或走向殉道之路，或護衛聖餐都是與闡釋道成肉身神學息息相關。
古代教會對基督論的看法大致有三種傾向。3第一為遵守使徒傳統，強調耶穌基督具有神性
及人性的存在，就如保羅在羅馬書一:3-4所論述的:『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
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上帝的兒子』，通常被稱為二階段的基督論，4所謂二階段指以
先後次序的兩個事件（出生及復活）來證明祂具有人性及神性。第二為人性化的傾向，過度強
調耶穌的人性否定祂有神性，例如具有猶太色彩的伊便尼派(Ebionites)。第三神性化的傾向，
強調基督的神性否認基督具有人性，就是幻影派。可見後兩者，不是忽略了基督的神性，就是
忽略祂的人性，在救恩所扮演的角色，各走向不同的極端。

3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73-174.
4

Ernst Kasemann， Commentary on Rome ，(Grand Rapids:Eerdmanns， 1980 )， 45. Kasemann 認為甚至二階段的基督論是
保羅承繼在他之前的教會已有的基督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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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丟繼承上述使徒的傳統，特別保羅及約翰的思想，5但他在二性合一的基礎上，特別
突顯人性的部分及有限性。例如，他把有限的人性與超越的神性對立，要突顯這位基督上帝披
戴人性，為要拯救受局限的人類：
『有一位大醫生他屬乎肉體也屬乎靈性；是受生的但也不是受生的；他是在人裡面的....他
出自馬利亞也出自上帝…他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6
還有比上述更大膽表達：關於基督上帝披戴人性的措辭，例如用『上帝的血』出現在給以弗
所教會的信：『你們效法上帝藉著上帝的血激動了你們的友愛事業....』。7這些都是針對教會中
的幻影派。
他的信言辭犀利，充滿了火氣，因為異端危害太深了。其跟隨者有些是教會有名望者，可
能他認識的，教會似乎無法將他們逐出。因此他的怒氣帶著無奈說，他們『若頌讚我卻褻瀆我
主，不承認他具有肉身的，那於我有何益處？』8『我認為不應當寫出這些不信者的姓名，但巴
不得我甚至把他們忘了....』。 9
其次要談的，他的殉道也成為護衛這真理的機會。在信中他流露對殉道的期待及對死亡美
化，這樣的言辭常令一些讀者不禁懷疑他的心智是否正常，認為他激進顛狂，似乎是殉道情結
的流露。 10
例如他對殉道的期待：『我渴望著那為我預備好的猛獸，我禱求使他們可以快快成事，我
也願意讓他們快快吞噬了，假如野獸們不願來碰我的話，我要強令他們來做』。 11
他美化死亡的言辭：『我是上帝的麥子要在野獸們的牙齒裏被磨，可以做成基督潔淨的餅』。12

6

5

William R. Schoedel， Ignatius of Antio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20.

6

伊格那丟， 以弗所人書 7:2

7

Ibid.， 以弗所人書1:1.

8

Ibid.， 士每拿人書5:2

9

Ibid.， 士每拿人書5:3

10

Paul Foster， The Expository Times， Vol. 118， No. 1， (2006):7.

11

伊格那丟， 羅馬人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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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他很清醒，因為他明白正朝向上帝安排的殉道前進。殉道不是出自他的殉道情結
而是上帝的呼召。就如他在給羅馬教會的信上寫道，是這位上帝『應允了敘利亞的主教，曾從
日出的地方召喚了他，讓他在日落的地方顯現出來』， 13使他 『可以作成上帝的道』。 14
在日落之地（羅馬）成為『上帝的道』，及『顯現出來』 是什麼意思？就是向人見證道成
肉身的神學，因為異端否認耶穌的受死及受苦是真實性，所以伊格那丟認為，若藉著殉道的死
可以與耶穌的死連結，以曝露異端錯誤，否定耶穌的死亡及復活的歷史事實，使道成肉身的真
理可以被顯明出來。
因此，他堅定的宣告基督具有人真實的肉體，甚至復活之後也一樣，就像使徒們在耶穌復
活後，與祂會面『摸到他，便相信了，因為他們跟他的身體與靈會合起來，所以他們輕視死亡
並得超出了死亡。』15這也是依格那丟可以在殉道的途中，得著力量向死亡誇勝，見證這位上
帝，以『人身顯現使人以新生的樣式而永生。』16

12

Ibid.

13

Ibid.， 羅馬人書 2:2

14

Ibid.

15

Ibid.， 士每拿人書 3:2

16

Ibid.， 以弗所人書19:3

明 年 信神50歲了
在上帝恩典扶持中，信神即將走過半世紀。
感謝您們，在這50年中不斷的代禱與支持。
神透過您們的同工，使學院能不斷地積極發展院務。
在這50年的歲月中，不只有神的腳步，也有您們的足跡與信神同行。
我們將透過50週年的校慶系列活動，見證上帝的作為，數算祂的恩典！
屆時非常歡迎您一同分享我們的喜悅，鼓勵信神邁向百年神學院。
敬請留意學院的活動消息，期待您的參與！
以馬內利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7

活出信仰

教會節期的教育價值
孫玉芝老師
節期，之成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宗教的節慶紀念活動，是因它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文化上
、民族性上、宗教信仰上，有著不可磨滅的過程、經歷和教訓，當長輩向子孫述說這些典故時
，總會帶出某些信仰和教育價值的傳承意味。
基督教會則希望通過具體生動的崇拜禮儀和教導將耶穌救贖事跡表達出來，於是由主耶穌
的出生、顯現、受難、復活、升天、聖靈降臨等，根據救恩歷史的順序構成一個完整而又各自
獨立的教會年曆，以堅固信徒的信仰。基督教節期教導，可以掌握些什麼價值體系？
1.為人的價值：基督教的節期都和人類本身有關係。上帝看重我們人類，祂不願意見到有
哪一個人沉淪在罪中或生活在撒但控制之下，祂願萬人得救；節期，就從上帝的救人計劃開始
了。當教會進行節期教導時，也就帶出人之所以有價值的教育重點。
2.興趣價值：興趣是維持學習或工作的一種情緒狀態，學習者的努力或成功與否都和興趣
濃淡有著密切關係。教會節期帶有強烈的戲劇性或故事性，又具有設計的特性，就具備了維持
學習的價值性。
3.積極的價值：也就是正面的價值。基督教節期和耶穌基督的一生有關，耶穌的一生又和
我們的生命與生活有關；為什麼？因為愛。這愛，就帶來了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肯定；這愛，會
使人產生一種內在愉悅的感覺。
4.引導的價值：教會節期教育是在引導信徒學懂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救恩計劃，引領信徒
明白上帝在個人生命歷程中的旨意，並倚靠聖靈指引過一個行善成聖的在世生活。
5.感官的價值：兒童和青少年正是倚靠感覺器官來學習。教會節期無論是用禮儀崇拜、話
劇、偶戲、歌舞劇、默劇等設計，加上音樂、服裝、詩歌、對話等視聽效果，足以滿足感官和
帶來具體學習的價值。
6.精神的價值：精神價值高於感官價值，感官學習是主觀的，適用於兒童階段，精神層面
是客觀的，適用於青年以上的學習。教會節期涉及到宗教信仰的價值，它談到生命的價值，它
帶來心靈層面的反省，它挑戰精神生活的價值創新，思想自己能為生命意義付出什麼。
7.美育的價值：愛美，是人的天性。節期崇拜禮儀或教導是在上帝所定的藝術結構－真、
善、美、聖的準則中創作和設計的，在這個結構中正是把基督所更新的生命彰顯出來；它是美
的，它是一種藝術教育。
信仰，常是先由主觀感受而得，基督教節期中的戲劇性和故事性就帶給信徒直接可觀賞或
可參與的主觀經驗。節期崇拜禮儀和教導，可使信徒更主觀而深入地去感受、去經歷上帝的愛
和主基督的救贖，因而形成了新的客觀經驗，提醒我們記得要好好地做主的門徒，要快樂地為
主作見證，要在世儆醒生活以迎接主基督的再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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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紀實

發現阿卡
何建榮同學
四年前我也曾參加過學院舉辦的曼谷短

加查經禱告會，我發現他們的客廳都僅有一

宣，所以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國外的短宣。之

盞四十燭光的燈，這種亮度對我們而言相當

所以會參加第二次除了必須符合學院的規定

地微弱，甚至要看聖經都覺得吃力，但他們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現在服事的教會是一個

卻相當地習慣，而且很少有人近視。同工的

積極參與宣教的教會，未來能帶領教會的青

辦公室也同樣如此，此次為了接待我們特別

年組成短宣隊，帶領他們實際參與宣教的工

增加了許多盞燈，讓我們能看得見。

作。這次短宣主要的對象是阿卡族，屬於跨

二、普遍的教育程度低

文化的宣教，不同文化之間總會有文化上的

過去阿卡族由於常常四處遷移，在這種

差異，因此，我就針對此次短宣所看見的彼

不安定的環境之下，不容易有受教育的機會。

此之間處境不同點，簡述如下：

由於教育水平低，就業機會相對地減少，婦女

一、燈光很暗

多半是負責農事，年輕人多數前往都會區工作

阿卡族過去住在山上，山上沒有電燈。

或到台灣打工。也因為教育程度低所以只能靠

他們已經習慣在昏暗的燈光之下工作，燈光

勞力謀生，不容易擺脫貧窮，但現在他們越來

太亮對他們的眼睛反而造成負擔。我們這次

越看重下一代的教育，很多小孩子白天上泰文

的短宣有機會到三個不同的弟兄姐妹家裡參

學校，下午到晚上至中文學校上課。希望教育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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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紀實

普及之後能使他們擺脫貧窮。

統將雙胞胎殺掉，他們面臨很大的挑戰及壓

三、婦女、孩童地位低微

力，但夫妻兩人決定不論如何要保住孩子的

我們短宣第一週和義大及國防所組成的

性命。最後在他們的堅持及宣教士的幫助之

醫療短宣隊配搭，前往偏遠地區義診。由當

下總算保住孩子的性命。如今孩子都已經長

地教會的弟兄姊妹為我們預備午餐，我發現

大成人，媽媽也成為教會很重要的同工。

他們的婦女及孩子都在我們用完餐之後才開

五、隨處可見螢火蟲

始吃飯，而且在旁邊吃。由此可見他們對於

在短宣的第一個禮拜三晚上，我們走路

客人相當地重視，婦女和孩童的地位相對的

前往教會會友家中參加家庭禮拜，在回程的

低微。

時候發現路旁的水溝有螢火蟲。這在台灣是

四、口傳文化

相當稀奇的，然而當地卻是隨處可見。可想

阿卡人早期並沒有文字，後來宣教士將

而知，他們的環境還沒有遭到工業的汙染，

他們的語言用文字記錄下來。早期阿卡人沒

他們習慣與自然共處。然而，他們似乎沒有

有文字靠口傳文化，他們相信祖先所留傳下

環保的觀念，路邊時常可以看見垃圾。

來的敘述。但阿卡族有些口傳文化以現代的

六、烤肉用塑膠袋點火

觀點來看是相當地殘忍，例如：他們認為生

在我們培訓結束的那一天和阿卡的同工一

雙胞胎是惡鬼降臨，於是根據祖訓要殺死雙

起烤肉，他們也是用木炭烤肉，在生火的時候

胞胎，舉寨搬遷。在這次短宣我們認識一位

就將裝木炭的塑膠袋放下去點火，不管塑化劑

姐妹，她先生是當地的村長，他們夫妻當年

的問題。因為過去他們在山上都從自然界中取

生下一對雙胞胎，之後全村的人都希望按傳

材，這些材料都是健康不受汙染的，然而進入

10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宣教紀實
工業發展的都市，對於工業污染所造成的傷害

需要我們好好地為他們禱告。

，他們可能比較不注意，也不了解其影響。而

這次的短宣發現我們的文化和阿卡族文

我們入境就隨俗吧，反正在我們的環境中早已

化之間的差異，不同的文化之間並沒有對錯

不知吃下多少的塑化劑了。

的問題，而是彼此之間要學習尊重及接納。

七、受泰國政府的歧視

如何放下自己的身段去發覺不同的文化之美

阿卡族屬於少數同胞，分散在五國，由

，調整自己對文化差異之間的成見，才能看

於是少數民族受到泰國政府的歧視及刁難，

見上帝所造的萬民之獨特性。這次的短宣帶

要取得正式的泰國身分證相當的不容易，沒

給我個人很大的收穫及省思，期盼宣教的負

有身分證的阿卡同工相當的辛苦。例如有一

擔藉此機會不斷的在我裡面長大成熟，我已

位在緬甸的同工要來泰國參加第二週的培訓

經和當地同行福音團契的劉總幹事取得共識

課程，在經過定點的攔檢哨，警察懷疑他吸

，希望兩年後帶領教會的同工再次前往泰北

毒將他帶到醫院驗尿，經過一晚的折騰付了

阿卡族宣教，我衷心期盼能夠將我個人在短

兩千塊泰幣後才被釋放，但第二天又被警察

宣所領受的，傳遞給教會的弟兄姐妹，使他

攔下，警察又懷疑他吸毒，再次將他帶到醫

們明白上帝願意使萬人得救明白真道的心意

院驗尿，隔天又到警局報到，現在每週都必

，並願意投入宣教的工作。最後，願上帝賜

須去驗尿，需要四個月的時間。所以當地的

福在阿卡族、及普世的宣教工作。

同工受到泰國政府的歧視及不公平的對待，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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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層新需要
－設計基層宣教進階課程的緣由
研發長兼宣教中心主任

魯思豪

牧師

鑑於台灣教會會友多半屬於中產階層，佔台灣人囗比高達65%以上的主力族群（工、農、
小型自營工廠、第一線交通及服務業從業人員），反而少有人信主成為基督徒，本院自1994年
創設「基層宣教」學制，採「作中學」為原則，以模組化及彈性化教學的方式，提供廣大教會
會友認識真理並向這個廣大的主力族群傳福音的機會。二十年後的今天，除本院已有近五百位
畢業生外，超過一百七十間的教會一起參與，台灣至少有四所訓練傳道人的機構，設有「基層
宣教科」或學程，秉持同樣的目標，訓練學生向基層傳福音。
台灣社會在過去的二十年，亦有極大的變化，作為一個滿有上帝恩典、秉持純正福音、火
熱宣教的神學院，透過宣教研究及實踐的經驗，我們在多年前，即開始關注台灣的新基層－來
自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泰國的跨國移工，及東南亞裔新住民配偶：本院宣教中心與德國馬
堡差會合作多年，除了建立了湖囗泰國勞工之友教會之外（該教會目前已有泰文及越南語二個
不同族群的崇拜），師生同工也長期參與台灣9間泰勞之友教會的服事，及北部四個外籍移工
收容所的福音事工。此外，本院學士班除了有本國生就學外，亦招募東南亞裔學生，服事桃園
印尼語活水教會及新竹越南語教會。也邀請
包括台北信友堂、新竹北門聖教會等數十間
教會，支持長期性的教會事工發展及經費需
要。
今天，全台東南亞裔跨國移工及新住民
配偶和他／她們的子女，總數已逾一百一十
萬人，台灣每七個新生兒，就有一位出自東
南亞裔新移民配偶的家庭。跨國移工更是台
12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新移民配偶合照

灣基礎產業（製造、營建、水電、漁業）的主力；至於遍佈這麼多長者家庭的東南亞裔家庭看
護工，更是默默的為忙碌於工作、事業的雇主，替他們克盡孝道照顧長輩，成為家中長輩的「
虛擬」親人…。這廣大的一百多萬人囗，與台灣現有的基督徒人囗相當；就某種意義而言，宣
教已不再祇是遠渡重洋，宣教士被差派「去」遠方傳福音，而是上帝已將他們帶「來」台灣二
十年，進入您的家庭、工廠、成為您我鄰居，他／她們就在您我的家門囗，這些家門囗的朋友
、新移民，就是台灣的新基層。
他／她們有極獨特的福音需要：
泰國是小乘佛教盛行的國家，曼谷一千多萬人囗中，祇有不及0.4%為基督徒，許多人一生
多次進入廟宇，長、短期出家，累積功德，卻從未聽聞福音，祇有來到台灣工作，離鄉背景，
才有機會思想生命的意義和認識耶穌。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在印尼因為社群結構的關係和穆斯林律法規定，穆斯林歸
正信主不易且公開傳福音視為非法，相對而言，在台灣這個自由的寶島，傳福音給他們，邀請
聚會，卻是輕而易舉。
越南是共產主義國家，無神論主導的意識型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金錢」成了新
的膜拜對象，許多人在這波膜拜的狂潮中淹沒，過著空虛及無益來生的生活，祇有福音能照亮
他們。
菲律賓則是亞洲最早輸出勞動力的國家，人力仲介也較有制度，許多天主教信仰背景歸正
的基督徒，常能有效的分享福音給她們的雇主及家人，除了貢獻經濟力，他／她們也在家庭中
有不小的屬靈影響力。
另一項需注意的現象是，根據國內宗教學及社會學研究所的相關研究，台灣在過去二十年
，各宗教人囗成長均趨向靜止，唯佛道及民間信仰人囗增加約1%，學者指出，此項人囗的增

印尼活水教會10週年慶

泰勞之友教會牧者就職禮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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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層心

特刊

越籍移工(中戴帽者為好嘉鄉餐廳老闆娘)

泰勞之友教會牧者就職禮

長概因東南亞裔配偶嫁入夫家，為求入境隨俗，即放棄原信仰，歸從夫家的信仰，以協助夫家
延續傳統信仰。
以上的獨特性，均指導著我們，反省台灣本土福音宣教的新需要。
今年，適逢本院基層宣教學制開辦21年，基於神學院體察時代及為教會培育宣教工人的職
責，我們將在既有基宣課程基礎上，建構「進階班」，並將在2016開始招生，歡迎廣大的基宣
畢業生及在學生，仍本過往學習的熱忱及福音宣教的負擔，利用工作餘暇，再進修、再實踐、
再成長，並跟隨課程設計進度，一同跨進福音宣教新領域，讓家門囗的福音，遍傳寶島；筆者
相信，這將是一趟激勵您服事心志及信仰更新成長的學習之旅。

國際學生(印、越、韓籍學生在好嘉鄉餐廳聚會)

14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台中區

「婚姻與家庭」心得分享
台中基督徒教會／莊志榮弟兄
因著對家庭經營的生疏與誤解，在牧師與師母的輔導及教會肢體的鼓勵下，接連上了教會
的「親子成長班」與基宣所開設之「婚姻與家庭」課程。
兩個原本各自認為不錯的個人，按著神的旨意，接受親友、父母與教會的祝福而結合為一
體，不是應該受到大大的祝福，創造出遠大於1+1的、出乎人想像的效益？落到最後，還要重
新學習婚姻經營與教養子女？心情真是糟透了!再加上自身的驕傲與叛逆，很多對配偶負面的
控告與不滿陸續的跑出來。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從課程中我有許多的學習：
一、重新認識自己
唯有了解自己被傷害的點，放下，才能得到釋放與醫治。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人，藉著神的
醫治與釋放，舊事已過，如今都是新造的人。兩個都是健康心態的新人，可以建立一個合乎神
旨意的幸福家庭，就算夫妻只有一人是健康心態的，也會因著神的愛，對另一半凡事忍耐，又
有恩慈，陪著配偶成長。
二、男女大不同
男生與女生，從內在的想法，情緒、心情的分享與發洩，遇見事情的處理態度，都完全不
一樣，再加上後天的家庭教養環境，學校的養成教育，與社會的不同閱歷與經驗。因此，在遇
到爭執時，我不要再固執己見，多站在對方的觀點與益處設想，讓事情有一個圓滿的發展。
三、婚姻在創造對方之最大利益，再求自己之益處
老師說：現代人計算太精細，擔心吃虧，所以很難進入婚姻。建議未婚的同學，認真的經
營自己，成為別人的夢想與祝福。認真工作、認真生活、認真的追求夢想，也成為別人夢想的
動力。
四、完美婚姻的迷失
除了耶穌，世界再也找不到完美的人。沒有完美的人，自然就沒有完美的婚姻。所以對於
大小爭吵不斷的婚姻，孩子哭，老婆〈先生〉吼的家庭，老師的教導，彷彿溺水者抓到一根浮
木，重燃生命盼望。彭懷真老師在其著作「婚姻與家庭」，對婚姻有一個很巧妙的比喻：婚姻
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過程中，高低起伏、迴旋衝拉，夫妻倆一起尖叫、一起陪伴、一起經歷
；誰想中途下車，是一件很危險的事。當然，也不能太刺激！怕心臟不夠承載！?只要無怨無
悔，精彩就好！
五、以神為中心
耶穌是我們家的頭。不是做先生的一意孤行，也不是作妻子的硬頸，強出頭。我禱告妻子
與我可以永遠、時時刻刻抓住祂的應許，親近祂，行祂所喜悅的事，並帶領我們兩個小孩一起
前進。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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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層心

特刊

基層宣教部
第一季招生 2016.1-3月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

一、新莊區

二、龜山區

科目：豐盛生命的建造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潘美惠 牧師

科目：基礎神學
苗其華 牧師

2016年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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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02-2997-9177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3337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03-334-3213

三、楊梅區

四、埔心區

科目：向基層傳福音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內地會團隊

科目：基礎神學
鄭志仁 牧師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32658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45號4樓
03-482-5823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32654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177號
03-482-3543

五、新竹區

六、台中區

科目：關懷與探訪
邱正平 牧師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新約人物
張 忠 牧師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中華信義神學院
30080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03-571-0023*3170

台中基督徒教會
4066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329號1樓
04-2241-6637

七、豐原區

八、左營區

科目：舊約人物
顏添祥 牧師

2016年1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豐原行道會
42044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24號 04-2526-6366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科目：新約人物
張 忠 牧師

2016年1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81359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07-558-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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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各部門院訊動態
【院長室】

【學務處】

1.12/7舉行APELT常務委員會，以及學院第十屆第七次

2.學務處近期活動：
12/9 將臨期角落禱告

常務董事會
【教務處】

12/10 學生會改選

1. 2016年寒假密集課程資訊如下：

12/17 聖誕崇拜

◆日期：1/11～15

12/31 學生會交接

課程名稱：E世代家庭危機與家庭事工

【研發處】

授課老師：葉高芳博士

1. 基宣部2016年1-3月課程自1/4開始上課，求主賜福老

◆日期：1/25～29

師的授課，使學生有豐富的領受，成為教會的祝福。

課程名稱：情緒與靈修

相關訊息請上基宣部網站查閱：

授課老師：許德謙博士

http://www.cls.org.tw/grassroot/grassroot.htm。

※歡迎校友、教會進修生回校選課，寒密選課日期為
2015年12月28~31日。
2.2016年春學期新課程介紹：「發展心理學」、「輔

2. 12/1起基宣部將於各區舉行季後評估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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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理論與實務」、「助人技巧」，授課老師-謝娜敏

【企劃部】

博士。客座教授普梅恩博士將開設「新約神學專題-

1. 請為2016年度的神學主日的邀約及安排順利代禱，

從新約看神的國」。請把握修課的機會。
3. 2016年1月21日教會進修生招生考試
(報名截止日：1/18)。
4. 2016年1月18~22日教會進修生選課。

求神保守每場次的安排都能符合教會的期待，亦請
為企劃部與新配合的教會聯繫時，有良好的溝通代
禱。
2. 請為明年度學院50週年校慶的各項籌備代禱，願50

5. 2016年2月15日104學年春學期正式上課。

週年特刊的編輯能按進度完成，亦請為年度系列活

【神研所】

動的規劃順利禱告，求神使用各項活動，使學院與

1.2016年神碩招生考試日期 – 3月28日
（報名截止日：2月19日）

眾教會有美好的連結。
3. 請為2016年舉辦的德國改教之旅行程規劃禱告，預

【學務處】

計明年7/21-7/31舉行，求神保守領隊普梅恩老師的

1.早崇拜時段為每週二至週四上午11:00-12:00 ，歡迎

聯繫順利，希望能於明年初開始推廣，並能達到招

主內弟兄姊妹參與；「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音

募40位成員。如有興趣者，歡迎致電企劃部。

檔」，歡迎至學院首頁或學務處網頁下載聆聽。

03-5710023分機3114洽詢報名。

www.cls.org.tw

10/14舉行全院迎新郊遊

地點：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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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報導

學院獲頒內政部104年度績優宗教團體
由董事長杜聖恩牧師代表領獎

夏義正牧師獲頒內政部績優外籍宗教人士

9/10-9/11於苗栗通霄迦南園營地舉行學前靈修會

學前靈修會 主題：身心靈整合
講員：楊素娥老師

學前靈修會全體師生同工大合照

學前靈修會-新生合照

18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花絮報導

10/27學院49週年院慶感恩禮拜
主禮：院長劉孝勇牧師

10/27學院49周年院慶感恩禮拜

資深同工表揚-歐祈人牧師 年資15年

資深同工表揚-戴文維主任 年資15年

資深同工表揚-林盈沼老師 年資10年

資深同工表揚-陳忠信弟兄 年資5年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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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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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E-mail：clsaa2003@cls.org.tw
劃撥帳號：01121881中華信義神學院
(註明校友會會費／校友會奉獻)

越 事 奉越 甘甜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
陳立澤教師
信義會枋寮教會

高齡85歲的家父於今年農曆年後接受左大腿髖關節置換手術，手術後恢復得還算不錯，
雖然醫生囑咐了不可以隨意爬上爬下，容易發生危險，但是他老人家只要一有狀況，還是會
往屋頂上面爬，附近的鄰居看到了，除了會上門關心以外，還會對我們這些一個禮拜才只能
夠輪流回去一兩天的子女們嘮叨上幾句，說這樣很危險，我們應該更常常回去陪陪他老人家
、看著他，免得他又會做出什麼危險的動作；所以每次颱風前後，我總會打電話先跟他預告
，我什麼時候會回去清屋頂上的排水管，免得他一急又上屋頂了。
有一次因為時間不湊巧，所以多延了兩三個禮拜才回去清屋頂上的排水溝。當我爬上屋
頂的時候，屋瓦因為在炙熱的太陽曬到發燙，讓我想到以賽亞書35章7節那裡形容被太陽曬到
發燙的沙子叫做發光的沙，這對我來說並不特別，因為每次只要是夏天爬到屋頂上來，都是
這樣的情景，不過當我開始要清排水溝時，卻聞到一股濃濃的惡臭，原來這已經淤塞的排水
溝，因為隔了太久沒清，在太陽的曝曬下，已經開始發臭了。
挖過臭水溝的人都知道臭水溝有一個特性，就是越挖它就越臭，再加上排水溝裡面除了
塞滿了大片的樹葉以外，還混雜了很多的木麻黃樹葉，木麻黃的葉子不像一般的樹葉是一片
一片的，而是像針一樣，所以當我在清排水溝的時候不但忍受一陣陣撲鼻而來的惡臭，手上
雖然有戴手套，但是像針一樣的木麻黃樹葉還是時常會
穿過我的絨布手套，刺到我的手指頭。烈日下腳底開始
發燙、惡臭以及手指頭一陣陣的刺痛，讓我在工作開始
一小段之後忍不住想要發怨言。
當我們在進行一項服事，如果服事的對象是人，當
事情發生困難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可以喊停，除非對方願
嘉南區校友聯誼會-路德會台南頌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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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付出相當的代價，不過如果是這樣子就不能稱作是服事，而是比較像是對價關係；所以保
羅勸勉人服事人要像服事主（弗六：7），耶穌也說：「……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
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不過當我們開始把服事的對象轉移
成為主耶穌的時候，我們的肉體很容易就產生一種迷思，特別是當一根根像針一般的木麻黃
葉刺在手指頭上的時候：『我不是在服事主嗎？這樣的服事不是應該會越來越順利嗎？』當
這樣的聲音越大時，我們就越容易因為遇到困難而逃離我們的服事。
在聖經裡面「服事」原來的意思是成為僕人，當一個僕人原本就沒有權利選擇什麼要做
什麼不要做，耶穌自己就做了最偉大的僕人的表率，而他自己也做了最偉大的服事，就是甘
願走向各各他，為了擔負世人的罪孽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曾經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以前在神學院的時候，常常會聽師長說：生活即是服事，生活即是背起十字架。所以當
服事得越辛苦，就越能夠體會當時耶穌的服事所遭遇的，炙熱的太陽、水溝的惡臭和扎手的
樹葉，雖然跟耶穌當時所受的比較起來輕省太多了，但是卻可以更多體會一點點耶穌當時所
受的，「與耶穌同行」不就是這樣嗎？所以當服事的時候如果遭遇更多的艱難，那就越服事
越甘甜了。
我自己在屏東鄉下的教會牧會已經有超過七年的歲月，最近偶而有人會問起說：已經
七年了，會不會有七年之癢，想要換到都市比較舒適一點的環境服事？我的回答是想都沒
想過，在鄉下服事快樂多了，常常很有機會與主
同行。我的師母常常用「生活如何，力量也如何
」這句話來鼓勵正在患難中的肢體，上帝必定不
會把那超過我們所能負荷的擔子加在我們身上，
況且，當我們把自己與耶穌同釘十字架時，接下
來所要迎接的，就是有奇妙無比榮耀的復活的新
校友會聚餐

生命。

校友會經常費收支表
2015.05.01~2015.07.31

校友會至小琉球出遊

會 費 收 入

4,000

費 用 支 出

7,670

本 期 結 餘

(3,670)

前 期 結 餘

95,860

累 計 結 餘

92,190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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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神 繼續走下去!
我們邀請您關心神學教育，看重神僕的養成，透過您的奉獻、禱告同工，共同栽培神學生成為教會的祝福，
不虧缺神的榮耀。值此學院在校舍擴建完成後，多項神學教育事工，不論是教牧同工在職進修的教牧博士學程、
關顧與輔導碩士的恢復招生、基層和新移民的宣教實務、東南亞裔傳道人的神學培養、傳講因信稱義福音的神學
教育正蓄勢待發，希望您們可以繼續陪伴在信神神學教育的事奉，使我們更穩健，甚至能快步開跑，共同有份於
神要透過神學院完成的工作。
代禱事項：
1.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2.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3,299萬元無息借款能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供應。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SGD
USD

1,000 葉佳芬
200 王 梅(宣教)
廖信雄
500 Chinese Lutheran

2015/5/1－2015/7/31
3,000 主恩06

4,000 中嵙頌恩堂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10,000 吳家駿

王一言(宣教1,000)
主恩41
趙萬春
主知名
Church Of Honolulu
主恩54
劉娟
張秋玉
100 何謝艷鴻
成玲燕
潘咨蓉
莊建英
林淑敏
朱美蓉
潘聖姬
陳 平
厚賜堂
何藹棠
鄭紹武
陳恭猛
苓雅教會會友
吳佩憙
4,200 得勝堂(宣教)
鄧美芳
200 陳秀梅
吳進春
4,500 洪嬿陵
鍾志豪(宣教)
蔡美玉
李文樹
10,500
藍美琴
陳立梅
蔡美來
李季樫 李育靜(宣教)
10,700
1,010 王議寬(宣教)
嘉義榮光堂
魯思豪
李泳滿
12,000
羅東靈恩堂
300 吳天序 吳徐瑤華 1,200 台福基督教會(宣教)
李淑萍
5,000 于立本
梁諭蓉
金王慕珏
李惠珠
1,500 周仲平
主知名(宣教)
陳黃娟珍
沈瑞蘭
宜蘭聖愛堂
江素芬(代轉奉獻)
陳黎妃(宣教)
周秋燕
曹敏人(宣教)
吳富祥(代轉奉獻)
劉存恕
周純明
13,185
陳國雄
李朝崑(代轉奉獻)
500 王榮德
宜約堂
廖慧娟
迦南會聖教會中部
王廣輝(儲備師資)
林正雄 林愛花
13,840
蔡如珮
大專團契
白素玉
林雪玲(代轉奉獻)
2,000 丁秋貞
翁林秋容(代轉奉獻) 15,000
吳淑媛
板橋和平堂
王河華
張楚文(宣教)
周慶雲
施宗佑(儲備師資)
主知名
陳立澤
金其全
胡椿子
主恩39
黃國義
張文成
范秉添
台中基督徒
道聲出版社(宣教)
黃初枝(宣教)
苗其傑
16,000
榮中禮拜堂(宣教)
蕭淑拿
黃金定
徐忠良
16,900
民雄榮光堂(宣教)
戴正光(代轉奉獻)
楊秋慧(代轉奉獻)
徐菊珍
17,500
甘利江(宣教)
戴雅琪(宣教)
劉麗瑛
高聖臨
18,000
朱頌恩 黃博雅(宣教) 張忠正
鍾佩芬(宣教)
蔡志隆
20,000
竹北勝利堂(宣教)
譚俊彥(宣教2,000)
鄭發祥
張素禎
5,300 北投行道會會友
呂秀春(代轉奉獻)
600 三重宣聖堂會友
張寬宏
6,000 主恩01
李孝貞
沈碧秋
張憲文
22,300
房麗芬
生命堂
鄒麗花(宣教)
陳文暐
22,500
東山街浸信會(宣教)
吳海文
劉思薇(宣教)
700
陳立青
23,000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儲備師資3,000)
800 張秋香
陳明志
27,000
(宣教)
岡山教會
900 林昭明
陳信成
林康(宣教)
東勢施恩堂
秦文茹(宣教)
陳昭君
思恩堂(宣教)
恩寶(儲備師資2,000) 28,610
郭則修
陳姵樺(儲備師資)
29,000
施昭榮
傅振瑛
葉杏桃
陳婕宜(代轉奉獻)
30,000
陳文珍(宣教)
福恩堂
1,000 王天倫
陳雯靜
陳孟焄(代轉奉獻)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王鳳嬌
陳慈娥
33,000
陳昌隆 曾愛妹(宣教) 陳愛珠
戴文維(宣教)
台灣星光品格
33,100
6,270 台中基督徒
陳淑真(代轉奉獻)
江碧琴
陳麗玲
陳輝龍(宣教)
聚會處會友
吳嘉銘
景明珠(宣教)
35,000
7,360
陳
鐳
陳忠信(代轉奉獻
李成材
曾雅君(儲蓄師資1,500
彭少雄(宣教)
6,360)
李麗花
獎助學金1,500)
7,500 台北救恩堂
黃秋薇
周鳳滿
陽明山錫安堂
楊梅崇真堂(宣教)
杜聖恩(儲備師資
林春美
黃玉銣
萬國兒童佈道團
1,500)
林鄭秀錦
黃財尉
45,000
8,000 何南善(代轉奉獻
(宣教)
屏南教會(宣教)
黃執中
50,000
賈華英(宣教)
4,000)
徐麗梅
黃凱斯(宣教)
廖惠恩
路德會總會(宣教)
崔振恩
葉貴芳
劉王毓敏
盧之輝 許曉芬(宣教) 55,200
張天苗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60,000
劉孝煦
羅澤生(宣教)
張哲源
蔡勝財
69,000
8,550 許曉芬
潘宜君
張靜宜(宣教)
鄭芬蘭(宣教)
73,700
潘俊文
(代轉奉獻3,000)
許恆賓
鄭貴立
9,000
鄭馨(宣教)
楊尚恩(獎助學金
陳文怡
鄭翠津
鄭讓(宣教)
4,500儲備師資4,500) 100,000
陳光雄(宣教)
黎萬豐
115,000
璩胡照華(宣教)
盧志遠 張芬芬
陳佳君
賴炳輝
120,000
9,100 林盈沼
璩雅文(宣教)
陳明恩
駱君萍(宣教1,500)
130,000
2,010 黃華宗 林月珍(宣教)
9,300 台中基督徒聚會處
陳泉清
戴憲達
205,000
2,032 謝娜敏
9,500 郭素鳳
陳祈聖
璩雅倫(宣教)
2,100 莊朝順
9,600
潘佳耀
陳致仁
雙福教會
400,000
2,700 竹北勝利堂會友
(代轉奉獻1,100)
陳純全
蘇福全(宣教)
1,000,000
9,700 主知名(宣教)
得勝堂會友
陳嬿如
顧志浩
3,000 大寶寶
10,000 王燕芬(宣教)
陶白仁
顧清如
小港教會
左營復活堂
陶寶綠
3,600 台中聖恩堂(宣教)
方詠卉
何旭華(代轉奉獻)
黃德仁(宣教)
梁碧薇(宣教)
主知名
吳秀君
楊東和
3,900 新竹蒙恩堂會友

李漢堯(代轉奉獻)
林昭安(宣教)
張美琦(宣教)
馮樹勻
福音信義會總會
龍潭活水靈糧堂
羅容恆(宣教)
顧美芬(宣教7,000)
王詩綺(宣教6,000)
永福基督教會
巫木誠(宣教)
柯安得
徐景奇
鄭國隆(代轉奉獻)
韓永昌(諸備師資)
聖餐崇拜(宣教6,210
儲備師資6,975)
朱頌恩
木柵靈糧堂(宣教)
王世吉
主恩23
新竹信義堂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許文青(代轉奉獻)
俞繼斌(代轉奉獻1,000)
陳冠賢(儲備師資4,500)
鄭燦鋒
左盛心
吳景文(宣教)
林君儀(宣教)
有志(代轉奉獻)
中國信義會總會
員樹林基督教會(宣教3,000)
主恩03(儲備師資4,000)
麥愛堂
民族路教會
新竹靈糧堂(宣教11,000)
林本堅(宣教)
恩光堂
林保瑩(宣教3,000)
劉孝勇 游文秋
(代轉奉獻1,000)
黃文娟(宣教30,000
代轉奉獻5,000)
楊麗萍(宣教20,000
代轉奉獻15,000)
談雲生
張金玲(宣教30,000)
台中市沐風關懷協會(宣教)
徐紹中
靈光堂(宣教27,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代轉奉獻)
勝利堂(宣教20,000)
北門聖教會(宣教60,000
代轉奉獻10,000)
王彤宜 李秀真(宣教)
台北信友堂(宣教)
台北信義堂(宣教100,000)
范壽康(宣教)
中華民國台灣信義會總會
(宣教5,000)
福音信義傳道會
台灣信義會總會

2015/5/1－2015/7/31
100 得勝堂會友
1,000 吳家駒

1,500

2,000
3,000

4,000

李孝貞
林忠雄
黃國義
賈華英
劉宏理
魏總潣
大寶寶
蔡如珮
謝淑惠
鐘水發
徐乙暄
曾憲富
主恩06
主恩41
朱育德
李淑汾
林世軒
胡椿子
徐忠良
恩光堂
張慧明
曾美蘭
葉肇鈞
劉佳音
顧美芬
恩寶

6,000 丁至剛

8,000
10,000
12,000
15,000
20,000
23,953
30,000
100,000
600,000

主恩01
主恩03
李明清
李美遠
曹克昌
郭素鳳
陳冠賢
董寶鴻
邱福生
周黎明
陳慧蘭
韓永昌
林昭安
吳聲昌
林明達
靈光堂
竹南勝利堂
主恩33
主恩51

一般經費

2015/8/1~2015/10/31
累積餘絀

-41,994,226

本期收入

6,598,103

本期支出

6,081,620

本期餘額

516,483

累積餘絀

-41,477,743

擴建基金

2015/8/1~2015/10/31
累積餘絀

1,365,379

本期收入

965,053

本期支出

-

本期餘額

965,053

累積餘絀

2,33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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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錯誤請
來電告知財務助理李育靜姊妹
(5710023#3111)更正。若以金融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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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迎 您 加 入 信 神之友的行列!
神學教育這永生的大計，需要弟兄姊妹的「遠」光，穩定的奉獻和經常的代禱。我們希望可
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期限以年度為單位，來幫助學院長期穩定
的規劃和策略，共同完成神國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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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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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擴建費，新台幣

元

□ 儲備師資，新台幣

元

□ 宣教，新台幣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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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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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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