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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專欄

我們不是天使我們不是天使



一、天使美稱由來已久

� � � � 好萊塢在�1�9�8�9年上映了一部電影「我們不

是天使」（�W�e’�r�e� �N�o� �A�n�g�e�l�s）。內容描述兩名越

獄的逃犯，在陰錯陽差的因素下，偽裝成兩名

神父（由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 和西

恩‧潘�[�S�e�a�n� �P�e�n�n�]主演）。兩人在伺機偷渡期

間，竟弄拙成巧地導致警察擊斃殺警真兇，亦

使一位天生聾啞少女痊癒，而讓村民及少女母

親視為天使。事實上，這部電影正以反諷手法

表達：我們就是天使！

� � � � 人們常稱有愛心，又願幫助、保護他人者

為天使，古今中外皆然。所以我們會稱護士為

「白衣天使」，因為他們純潔善良，好像是奉

神差遣來到人間護理救人；稱郵差為「綠衣天

使」，因為他們忠心勤奮，秉承使命必達的送

信任務，為人帶來希望與溫暖。現在台灣更出

現號稱「藍衣天使」的緊急救護服務協會的公

益團體，專司基本救命之訓練。如果還有「紅

衣天使」的話，大概就是指聖誕老人了。

� � � � 大凡只要掛上「天使」之名號者，我們的

印象都是相當正面的。從五月天的阿信所寫的

一首歌「天使」可得到印證；其中一段是「像

孩子依賴著肩膀，像眼淚依賴著臉龐；你就像

天使一樣，給我依賴，給我力量。」此外，王

菲也唱了另一首「天使」，作詞者黃舒駿則是

從第一人稱描述，其中一段是「我溫柔天使的

心，只要你生生世世守著我；我永遠為你甜甜

蜜蜜日日夜夜真心愛著你。」天使已經成為善

良、愛心、忠誠、能力的綜合代名詞。也難怪

美國職棒大聯盟裡，也有一支球隊以「�A�n�g�e�l�s

」為名。經常在教會內，我們也不忌諱這樣稱

呼我們所感激的弟兄姊妹；甚至我們也會玩起

「小天使」的遊戲，來模擬避免自己的身份被

發現下，照顧我們的小主人。

二、偏差認知相當普遍

� � � � 這些經歷千百年、家喻戶曉的傳統，看似

美麗浪漫，卻一直隱藏著一個嚴重的錯誤認知

與神學偏差，竟然未被揭露！這一切的根本，

就是不清楚、不知道「我們不是天使」！如果

我們真的瞭解「人類」和「天使」的差異，沒

有人會想成為天使的；更不會稱許他人為天使

。如果我們明瞭天使的本質與命運，就會明白

，稱別人為天使，其實是明褒暗貶！而且貶得

甚重！

� � � � 雖然真正的天使鮮少被人看見，但天使是

真實存在的。新舊約中都不乏對神的使者的描

述與記載，據此，即可認定天使乃真有其本，

非虛構或神話中的產物。善良的天使會受到羨

慕、尊敬、甚至崇拜（啟�2�2�:�8），不是沒有原

因的。他們神聖榮美，能在神的寶座周圍事奉

神；能力浩大，可以對抗撒旦，保護選民；擁

有特權，能飛天遁地通行無阻；長生不老，智

慧又超凡入聖；執行力強，受神差遣，傳神旨

意。難怪許多聖經著名人物，包括平凡的牧羊

人（路�2�:�9），看到天使時的反應，幾乎都是

「甚懼怕」！

三、三個角度顯出差異

� � � � 相形之下，同是受造物的人類，卻在這些

榮美、能力、智慧、地位、特權上，都付之闕

如，遠不及天使於萬一。只不過，這樣的認識

都是膚淺的比較。希伯來書的作者至少告訴我

們三項重要的真理，讓我們深刻體會身為人類

的尊貴及價值是遠超過天使的。

� � � � 首先是從天使的地位看，天使是服役的靈

（�m�i�n�i�s�t�e�r�i�n�g� �s�p�i�r�i�t�s），他們受造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林盈沼老師

（來�1�:�1�4）。換言之，天使雖位高權重、智能

絕倫，但他們受造、存在的目的，是作上帝的

僕役；亦即受上帝差遣，為所有將蒙恩得救的

人效力。他們的體質構造，可能比人類更精緻

奇特，但他們不像人類是按神的形像和樣式所

造。他們的智能無與倫比，但他們不像人類可

自主運用自由意志，他們的行動及思想是被神

預定的。天使不能反抗，否則將萬劫不復（詳

見最後一項比較）。而軟弱渺小的人類，只要

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成為天使服事的對象

。這一切恩典，源自於地位遠超過天使的耶穌

。當我們以神的兒子耶穌為救主，生命就與祂

聯合（羅�6�:�5），在救恩歷史中的身份地位自然

就超越天使了。

� � � � 其次是從天使的任務看，神原沒有計畫將

未來的世界，交給天使管轄（來�2�:�5），而是

要交給受造的人類管轄。作者引用詩�8�:�4�-�6證

明這個論點，且神是從創世之初就開始訓練暫

比天使低微的人類管轄這個世界。但人類犯罪

墮落，失去這項尊榮治權（來�2�:�6�-�8）。是耶

穌道成肉身，為人類經歷痛苦、代受死罪，並

從死裡復活，進入榮耀，而成就掌權之實質意

義（來�2�:�9）。這位地位尊榮遠超越天使的耶

穌，為什麼也降卑暫比天使低微？因為祂要認

同被罪與死亡權勢所轄制的世人，所以祂也親

自成為血肉之體；再藉著受苦、死亡與復活，

敗壞掌死權的魔鬼。當祂將這復活的生命賜給

信靠祂的人，這些人就從罪和死亡權勢中得釋

放，不再畏懼。信徒也因此成為神的兒女，與

耶穌合一、一同進入榮耀的地位，同享來世的

治權，甚至以弟兄相稱（來�2�:�1�0�-�1�5）。將來

負責管轄及審判之責的，不是天使，而是耶穌

與擁有救恩者。聖徒甚至有審判（墮落的）天

使之權柄（參林前�6�:�2�-�3）。

� � � � 最後是從天使的命運來看，耶穌並不救拔

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來�2�:�1�6）。

這點大概是最震撼的宣告：天使沒有救恩！作

者也點出人類和天使最大的差異。和合本翻成

「救拔」的希臘文　　　　　　　，多半表達

「緊緊抓住」的涵義，不過�B�D�A�G《新約及早期

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認為在這裡應意謂

「關心、對…感興趣」。換句話說，耶穌並不

關心、也不在乎天使！祂真正在乎、關心的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那麼，這群人指的是誰呢？

保羅已經告訴我們，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人，

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羅�4�:�1�6�;� 加�3�:�7）。當我

們相信神使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因而得以稱義

，我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羅�4�:�2�4）。天使

一旦犯罪、墮落，淪落兩種下場：一部份「被

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彼後

�2�:�4）；一部份被神容許擁有有限的自由（像

是撒旦），但將來仍會受審判，被扔至硫磺火

湖受永刑（啟�2�0�:�1�0）。天使沒有悔改的機會

，一旦犯罪、違抗神命，就永無翻身之日，只

能面對永恆的審判刑罰。相反的，作為人類，

卻因著耶穌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祂從未認

同天使是祂的弟兄；卻認同我們，為我們的罪

行付出重價，流血捨身，挽回上帝對罪人的忿

怒（來�2�:�1�7）。不但如此，祂自己既然被試探

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2�:�1�8）。耶

穌的拯救，有永恆的效果！今生陷於不斷受試

探而一再跌倒的人類，因擁有耶穌的救贖，可

以因悔改認罪，經歷神再三的赦免（約一�1�:�9

）。總結就是，天使永遠不能犯錯、信徒卻永

遠擁有再一次機會。

四、我們真的不是天使

　　經過如此比較，還有誰相信被稱許為天使

，是無比美好的恭維？在教會年預苦期時段，

我們透過人類與天使的比較，來思想耶穌受苦

、受死與復活的意義，將有更強烈的感恩與感

受。這個比較與反思，絕對不是要我們輕看天

使。如果（正派的）天使向我們顯現，我們應

是敬畏與順服，沒有任何妥協與折扣，因為他

們代表上帝執行其旨意。然而，身為擁有救恩

的信徒，並不需要羨慕當天使，不必稱讚別人

為天使，也不要再玩小天使遊戲了。因為我們

真的不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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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天使



一、天使美稱由來已久

� � � � 好萊塢在�1�9�8�9年上映了一部電影「我們不

是天使」（�W�e’�r�e� �N�o� �A�n�g�e�l�s）。內容描述兩名越

獄的逃犯，在陰錯陽差的因素下，偽裝成兩名

神父（由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 和西

恩‧潘�[�S�e�a�n� �P�e�n�n�]主演）。兩人在伺機偷渡期

間，竟弄拙成巧地導致警察擊斃殺警真兇，亦

使一位天生聾啞少女痊癒，而讓村民及少女母

親視為天使。事實上，這部電影正以反諷手法

表達：我們就是天使！

� � � � 人們常稱有愛心，又願幫助、保護他人者

為天使，古今中外皆然。所以我們會稱護士為

「白衣天使」，因為他們純潔善良，好像是奉

神差遣來到人間護理救人；稱郵差為「綠衣天

使」，因為他們忠心勤奮，秉承使命必達的送

信任務，為人帶來希望與溫暖。現在台灣更出

現號稱「藍衣天使」的緊急救護服務協會的公

益團體，專司基本救命之訓練。如果還有「紅

衣天使」的話，大概就是指聖誕老人了。

� � � � 大凡只要掛上「天使」之名號者，我們的

印象都是相當正面的。從五月天的阿信所寫的

一首歌「天使」可得到印證；其中一段是「像

孩子依賴著肩膀，像眼淚依賴著臉龐；你就像

天使一樣，給我依賴，給我力量。」此外，王

菲也唱了另一首「天使」，作詞者黃舒駿則是

從第一人稱描述，其中一段是「我溫柔天使的

心，只要你生生世世守著我；我永遠為你甜甜

蜜蜜日日夜夜真心愛著你。」天使已經成為善

良、愛心、忠誠、能力的綜合代名詞。也難怪

美國職棒大聯盟裡，也有一支球隊以「�A�n�g�e�l�s

」為名。經常在教會內，我們也不忌諱這樣稱

呼我們所感激的弟兄姊妹；甚至我們也會玩起

「小天使」的遊戲，來模擬避免自己的身份被

發現下，照顧我們的小主人。

二、偏差認知相當普遍

� � � � 這些經歷千百年、家喻戶曉的傳統，看似

美麗浪漫，卻一直隱藏著一個嚴重的錯誤認知

與神學偏差，竟然未被揭露！這一切的根本，

就是不清楚、不知道「我們不是天使」！如果

我們真的瞭解「人類」和「天使」的差異，沒

有人會想成為天使的；更不會稱許他人為天使

。如果我們明瞭天使的本質與命運，就會明白

，稱別人為天使，其實是明褒暗貶！而且貶得

甚重！

� � � � 雖然真正的天使鮮少被人看見，但天使是

真實存在的。新舊約中都不乏對神的使者的描

述與記載，據此，即可認定天使乃真有其本，

非虛構或神話中的產物。善良的天使會受到羨

慕、尊敬、甚至崇拜（啟�2�2�:�8），不是沒有原

因的。他們神聖榮美，能在神的寶座周圍事奉

神；能力浩大，可以對抗撒旦，保護選民；擁

有特權，能飛天遁地通行無阻；長生不老，智

慧又超凡入聖；執行力強，受神差遣，傳神旨

意。難怪許多聖經著名人物，包括平凡的牧羊

人（路�2�:�9），看到天使時的反應，幾乎都是

「甚懼怕」！

三、三個角度顯出差異

� � � � 相形之下，同是受造物的人類，卻在這些

榮美、能力、智慧、地位、特權上，都付之闕

如，遠不及天使於萬一。只不過，這樣的認識

都是膚淺的比較。希伯來書的作者至少告訴我

們三項重要的真理，讓我們深刻體會身為人類

的尊貴及價值是遠超過天使的。

� � � � 首先是從天使的地位看，天使是服役的靈

（�m�i�n�i�s�t�e�r�i�n�g� �s�p�i�r�i�t�s），他們受造的主要目

的之一是：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來�1�:�1�4）。換言之，天使雖位高權重、智能

絕倫，但他們受造、存在的目的，是作上帝的

僕役；亦即受上帝差遣，為所有將蒙恩得救的

人效力。他們的體質構造，可能比人類更精緻

奇特，但他們不像人類是按神的形像和樣式所

造。他們的智能無與倫比，但他們不像人類可

自主運用自由意志，他們的行動及思想是被神

預定的。天使不能反抗，否則將萬劫不復（詳

見最後一項比較）。而軟弱渺小的人類，只要

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成為天使服事的對象

。這一切恩典，源自於地位遠超過天使的耶穌

。當我們以神的兒子耶穌為救主，生命就與祂

聯合（羅�6�:�5），在救恩歷史中的身份地位自然

就超越天使了。

� � � � 其次是從天使的任務看，神原沒有計畫將

未來的世界，交給天使管轄（來�2�:�5），而是

要交給受造的人類管轄。作者引用詩�8�:�4�-�6證

明這個論點，且神是從創世之初就開始訓練暫

比天使低微的人類管轄這個世界。但人類犯罪

墮落，失去這項尊榮治權（來�2�:�6�-�8）。是耶

穌道成肉身，為人類經歷痛苦、代受死罪，並

從死裡復活，進入榮耀，而成就掌權之實質意

義（來�2�:�9）。這位地位尊榮遠超越天使的耶

穌，為什麼也降卑暫比天使低微？因為祂要認

同被罪與死亡權勢所轄制的世人，所以祂也親

自成為血肉之體；再藉著受苦、死亡與復活，

敗壞掌死權的魔鬼。當祂將這復活的生命賜給

信靠祂的人，這些人就從罪和死亡權勢中得釋

放，不再畏懼。信徒也因此成為神的兒女，與

耶穌合一、一同進入榮耀的地位，同享來世的

治權，甚至以弟兄相稱（來�2�:�1�0�-�1�5）。將來

負責管轄及審判之責的，不是天使，而是耶穌

與擁有救恩者。聖徒甚至有審判（墮落的）天

使之權柄（參林前�6�:�2�-�3）。

� � � � 最後是從天使的命運來看，耶穌並不救拔

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來�2�:�1�6）。

這點大概是最震撼的宣告：天使沒有救恩！作

者也點出人類和天使最大的差異。和合本翻成

「救拔」的希臘文　　　　　　　，多半表達

「緊緊抓住」的涵義，不過�B�D�A�G《新約及早期

基督教文獻希臘文大詞典》認為在這裡應意謂

「關心、對…感興趣」。換句話說，耶穌並不

關心、也不在乎天使！祂真正在乎、關心的是

亞伯拉罕的後裔！那麼，這群人指的是誰呢？

保羅已經告訴我們，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人，

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羅�4�:�1�6�;� 加�3�:�7）。當我

們相信神使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因而得以稱義

，我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羅�4�:�2�4）。天使

一旦犯罪、墮落，淪落兩種下場：一部份「被

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彼後

�2�:�4）；一部份被神容許擁有有限的自由（像

是撒旦），但將來仍會受審判，被扔至硫磺火

湖受永刑（啟�2�0�:�1�0）。天使沒有悔改的機會

，一旦犯罪、違抗神命，就永無翻身之日，只

能面對永恆的審判刑罰。相反的，作為人類，

卻因著耶穌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祂從未認

同天使是祂的弟兄；卻認同我們，為我們的罪

行付出重價，流血捨身，挽回上帝對罪人的忿

怒（來�2�:�1�7）。不但如此，祂自己既然被試探

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2�:�1�8）。耶

穌的拯救，有永恆的效果！今生陷於不斷受試

探而一再跌倒的人類，因擁有耶穌的救贖，可

以因悔改認罪，經歷神再三的赦免（約一�1�:�9

）。總結就是，天使永遠不能犯錯、信徒卻永

遠擁有再一次機會。

四、我們真的不是天使

　　經過如此比較，還有誰相信被稱許為天使

，是無比美好的恭維？在教會年預苦期時段，

我們透過人類與天使的比較，來思想耶穌受苦

、受死與復活的意義，將有更強烈的感恩與感

受。這個比較與反思，絕對不是要我們輕看天

使。如果（正派的）天使向我們顯現，我們應

是敬畏與順服，沒有任何妥協與折扣，因為他

們代表上帝執行其旨意。然而，身為擁有救恩

的信徒，並不需要羨慕當天使，不必稱讚別人

為天使，也不要再玩小天使遊戲了。因為我們

真的不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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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二月中，從台中特來支持畫家的老

朋友約我去新竹馬偕看畫展，是一位平信徒程

蘭鈺女士的油畫個展。四十多幅畫作大都是仿

中世紀聖經故事畫作，有些內容有自己的重組

和些微變化，顏色較鮮艷，線條肌理較誇張，

但每一幅畫都附有經文和信息。心覺沒有什麼

創意，大部分畫作原稿已看過；然而，讀完畫

者的心路歷程見證，深受感動。

　　程女士經歷家暴、離婚獨居、親人消逝、

財物損失、親情破裂、兒女無靠，自己又得直

腸癌腫瘤二期，在絕望無助想要自殺之時，上

帝讓她回想到自己曾許下的諾言：六十歲之後

，用十年時間繪出六十幅聖經故事畫作以傳揚

福音、見證神恩。於是賣了房子，去學畫、買

材料，借住教會空屋開始畫畫；當畫作完成有

四十多幅之時，為節省開支，自己接洽聯絡、

從南到北張羅展出，中間繼續繪畫直到完成六

十幅畫。在作畫的同時，她經歷上帝的心靈醫

治，肉體雖然漸漸敗壞，但上帝的恩典夠用。

　　可惜的是，各地教會及展出地對程女士這

樣有心的聖經信息畫展，似乎沒有熱烈支持和

推廣；當我二次去到新竹馬偕醫院第十三樓展

場觀畫，在場者只有我一人；或許，其它時刻

總有觀賞者吧！

　　這讓我想到台灣教會的藝術家，當歌星、

演員、音樂家、插畫家、文藝寫作的基督徒是

不少，出名的也有，但真正創作基督教氛圍的

經典藝術作品者有多少？教會開課教導和鼓勵

信徒培養對藝術作品欣賞者幾何？邀請基督徒

藝術家多開專題講座者有多少？而一般基督徒

所買回家掛上的藝術品，大都是中世紀幾幅有

名的仿畫──最後晚餐、好牧人…，也不太支

孫玉芝老師

持華人創作的稀少藝術作品。

　　藝術家對社會的認識和觀察可能比一般人

們多些敏銳，若願意運用上帝賜下的恩賜，自

己所熟悉的素材和技巧掌握，創作出其所徹悟

的宗教意象藝術作品來傳遞自己內心所信仰的

真理和價值，可以引導人們更體會上帝創造的

奇妙，以及有價值的信仰！因此，華人基督徒

藝術家更應該在自己所處的世代，盡心盡力去

發揮上帝所賜的藝術恩賜，創作出帶有福音信

息的作品，創作出能帶出生命反思的作品，引

導人們認識耶穌、接受福音，也誘發觀賞者更

接近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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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信仰

藝術、信仰、教育
一位基督徒的心願

◎筆者簡介－孫玉芝

現任：中華信義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兼任老師

經歷：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基督教教育講師

　　　11年、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教材主

　　　任及道光課程主編和著作者11年、

　　　教會傳道人2年、主日學老師30年、

　　　幼教老師15年、培訓課程（基督教

　　　教育、插花）老師。

學歷：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香港

　　　信義宗神學院宗教教育碩士、省立

　　　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夜間部）。



研發長兼宣教中心主任　魯思豪　老師

　　又到了各神學院招生的「旺季」，考生們除了需抽空預備學科考試外（聖經、英文等），由於

各神學院相當注重考生的委身心志和服事的長遠性及專注性，「清楚蒙召」也是入學前的重要檢視

項目（通常透過考生的自傳和口試方式，來瞭解學生的就學動機和澄清期望）。這些立意良善、嚴

謹的的入學流程，行之有年，慢慢的「個人的感動（特別是來自某段聖經話語的提醒）－環境的印

証（週遭人的肯定）－順利的生涯轉換（在順利中看到上帝的賜福）」似乎在考生心中成了一個慣

用的「公式」。但就筆者觀察及經驗，發現這個「公式」，也產生了一些未預期到的「觀念」在教

會中流傳：

　　首先，多數考生因具備一定的職場及教會服事經驗，因此依循此公式成為理所當然；但在經驗

上，也有部分考生，在嚴謹的面對自己生涯轉換時，因缺乏「某段聖經章節」的感動，而懷疑自己

是否有來自「上帝的呼召」？即便萬事俱備，仍在不確定中徘徊。另有一些較主觀的考生，其聖經

基礎、教會閱歷仍有成長的空間，但卻懷抱浪漫的服事夢想，因急於入學，把自己的呼召理想化，

甚至誇大自己的「蒙召經歷」，卻刻意的忽略來自週遭牧者及同工的友善建議。也有部分「有潛力

」成為傳道人的肢體，雖然心中「有感」，但因種種的現實因素，認為自己時候未到，選擇「迴避

」這種來自心中的「有感」」，年復一年，磋砣歲月。面對上列各種情況，筆者建議考生可以「羡

慕善工」（提前三：�1），作為檢證自己服事動機的起點、並諮詢牧者及同工的意見作為個人服事

生涯轉換的參考。

　　其次，在上述「公式」的影響下，考生於入學前應有的「基本能力」－聖經的熟稔度、讀書的

心志或基本的學術能力－反而被忽略。入學後，在緊湊的課堂學習、靈性紀律操練、和教會實習節

奏中掙扎；相對的，也影響了課程目標的達成，間接的影響了日後教會服事的果效。筆者建議，當

您心中「有感」作為傳道人時，除了開始有計劃的在教會服事外，應即早養成速讀聖經、查經、閱

讀神學書籍及英文能力的加強。傳道人是「道」的宣講者，也是「道」的教導者，更是以「道」牧

養、勸誡、安慰信徒的服事者（參徒�6�:�4�;�1�0�:�4�2�/� 羅�1�0�:�1�4�/� � 提前�2�:�7�;�4�:�2）；學「道」不精，小則

誤人子弟（律法與福音的宣講不清，導致信徒生活靈性的恐懼或苟安中），大則貽害教會（許多極

端、異端或新興宗教，均因道不純精而偏向旁門），不可不慎。對多數考生而言，讀神學院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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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生涯轉換，除了自己應有好的預備外，教導上帝純正話語和重視聖經、聖禮教導的神學院，

將直接影響日後的服事觀和教會觀；考生可酌參牧者的建議並儘量參加神學院自辦的神學體驗營，

慎選名實相符的神學院，為入學作好預備。

　　最後，在上述「公式」的影響下，多數弟兄姊妹形成一種「要當傳道人才讀神學院」的想法。

久之，「神學院」成了傳道人的專屬機構；多年來，神學院所提供的「信徒神學教育」資源，即使

教會肢體有心，也常因神學院的推廣不足，而未被廣大的教會肢體使用，非常可惜。事實上，台灣

早已邁向已開發國家，早年由於台灣經濟尚在發展中，神學院多半集中資源專注於牧師、傳道的養

成訓練；但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教會發展的需要，神學院已基於呼召的不同，為教會弟

兄姊妹開辦許多一般信徒在職場、家庭、教會服事、社會公民等不同角色及呼召所需的裝備課程，

裝備信徒認識神（何�6�:�3），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現代意義（參�:出�1�9�:�6�/彼�2�:�9）。以本院為例，遍佈全

省的信徒神學分部、基層宣教課程，即為此而設；期能實踐「信徒皆祭司、神學普及化」時代使命。

　　我的民因無（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

。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何�4�:�6）

　　何西阿的時代，上帝責備祭司宥於自我物質安逸的追求而昧於上帝話語的教導與宣講，致使百

姓不認識上帝而滅亡。上帝「忘記」祭司的兒女，也預表著世襲制的祭司職，將被上帝「忘記」，

將因基督耶穌而使全部的信徒（基督徒）成為上帝國的祭司，以此作為世上萬國萬民歸主的器皿。

願我們以此「君尊祭司」的位份，終身學習上帝的話（不棄掉認識上帝的知識），知所信、行所信

，除了自己蒙福，也成為鄰舍蒙福的管道－萬國萬民（未信主者）歸主。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又到了各神學院招生的「旺季」，考生們除了需抽空預備學科考試外（聖經、英文等），由於

各神學院相當注重考生的委身心志和服事的長遠性及專注性，「清楚蒙召」也是入學前的重要檢視

項目（通常透過考生的自傳和口試方式，來瞭解學生的就學動機和澄清期望）。這些立意良善、嚴

謹的的入學流程，行之有年，慢慢的「個人的感動（特別是來自某段聖經話語的提醒）－環境的印

証（週遭人的肯定）－順利的生涯轉換（在順利中看到上帝的賜福）」似乎在考生心中成了一個慣

用的「公式」。但就筆者觀察及經驗，發現這個「公式」，也產生了一些未預期到的「觀念」在教

會中流傳：

　　首先，多數考生因具備一定的職場及教會服事經驗，因此依循此公式成為理所當然；但在經驗

上，也有部分考生，在嚴謹的面對自己生涯轉換時，因缺乏「某段聖經章節」的感動，而懷疑自己

是否有來自「上帝的呼召」？即便萬事俱備，仍在不確定中徘徊。另有一些較主觀的考生，其聖經

基礎、教會閱歷仍有成長的空間，但卻懷抱浪漫的服事夢想，因急於入學，把自己的呼召理想化，

甚至誇大自己的「蒙召經歷」，卻刻意的忽略來自週遭牧者及同工的友善建議。也有部分「有潛力

」成為傳道人的肢體，雖然心中「有感」，但因種種的現實因素，認為自己時候未到，選擇「迴避

」這種來自心中的「有感」」，年復一年，磋砣歲月。面對上列各種情況，筆者建議考生可以「羡

慕善工」（提前三：�1），作為檢證自己服事動機的起點、並諮詢牧者及同工的意見作為個人服事

生涯轉換的參考。

　　其次，在上述「公式」的影響下，考生於入學前應有的「基本能力」－聖經的熟稔度、讀書的

心志或基本的學術能力－反而被忽略。入學後，在緊湊的課堂學習、靈性紀律操練、和教會實習節

奏中掙扎；相對的，也影響了課程目標的達成，間接的影響了日後教會服事的果效。筆者建議，當

您心中「有感」作為傳道人時，除了開始有計劃的在教會服事外，應即早養成速讀聖經、查經、閱

讀神學書籍及英文能力的加強。傳道人是「道」的宣講者，也是「道」的教導者，更是以「道」牧

養、勸誡、安慰信徒的服事者（參徒�6�:�4�;�1�0�:�4�2�/� 羅�1�0�:�1�4�/� � 提前�2�:�7�;�4�:�2）；學「道」不精，小則

誤人子弟（律法與福音的宣講不清，導致信徒生活靈性的恐懼或苟安中），大則貽害教會（許多極

端、異端或新興宗教，均因道不純精而偏向旁門），不可不慎。對多數考生而言，讀神學院是一項

　　蒙召全職事奉而尋求裝備的人，當如何選擇神學院呢？這個問題我至今仍未得著標準答案。只

見上帝一步一步引領，我在一步一步跟隨之際欣嚐主恩的美善。

　　起初僅知應確認服事方向，以決定需要何種裝備。自大學時期蒙召宣教以來，接續五年多的職

場生涯我嘗試過數個海內外短宣，直到分辨出對母語聖經翻譯事工深具負擔後，便將「原文」視為

裝備要項。據此仔細對照各神學院的課程安排，發現雖多有開授新約希臘文及舊約希伯來文，但惟

信義神學院將二者皆列為必修學分、各擇書卷深入研經，使學生在原文釋經的基礎上繼續思考教義

內涵及操練宣講。在理念明確的課程設計外，更看見學院樂意將資源投注於「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

」，兩層樓挑高空間藏書中英四萬餘冊且持續擴充書目，引導神學研究者站在知識與傳統的巨人肩

膀上獨立學習（�i�n�d�e�p�e�n�d�e�n�t� �s�t�u�d�y）。

　　自此我對這個不標榜超宗派、反而取「信義」（宗）二字作為校名的學院產生興趣，便報名參

加兩天一夜的神學營，主題是「路德神學中的應許」。在此之前我不認識路德、也不清楚神學，卻

意外在此講座中深得安慰。知道自己要走這事奉道路，從來我注目十架只見基督的受苦榜樣，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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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生涯轉換，除了自己應有好的預備外，教導上帝純正話語和重視聖經、聖禮教導的神學院，

將直接影響日後的服事觀和教會觀；考生可酌參牧者的建議並儘量參加神學院自辦的神學體驗營，

慎選名實相符的神學院，為入學作好預備。

　　最後，在上述「公式」的影響下，多數弟兄姊妹形成一種「要當傳道人才讀神學院」的想法。

久之，「神學院」成了傳道人的專屬機構；多年來，神學院所提供的「信徒神學教育」資源，即使

教會肢體有心，也常因神學院的推廣不足，而未被廣大的教會肢體使用，非常可惜。事實上，台灣

早已邁向已開發國家，早年由於台灣經濟尚在發展中，神學院多半集中資源專注於牧師、傳道的養

成訓練；但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教會發展的需要，神學院已基於呼召的不同，為教會弟

兄姊妹開辦許多一般信徒在職場、家庭、教會服事、社會公民等不同角色及呼召所需的裝備課程，

裝備信徒認識神（何�6�:�3），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現代意義（參�:出�1�9�:�6�/彼�2�:�9）。以本院為例，遍佈全

省的信徒神學分部、基層宣教課程，即為此而設；期能實踐「信徒皆祭司、神學普及化」時代使命。

　　我的民因無（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

。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何�4�:�6）

　　何西阿的時代，上帝責備祭司宥於自我物質安逸的追求而昧於上帝話語的教導與宣講，致使百

姓不認識上帝而滅亡。上帝「忘記」祭司的兒女，也預表著世襲制的祭司職，將被上帝「忘記」，

將因基督耶穌而使全部的信徒（基督徒）成為上帝國的祭司，以此作為世上萬國萬民歸主的器皿。

願我們以此「君尊祭司」的位份，終身學習上帝的話（不棄掉認識上帝的知識），知所信、行所信

，除了自己蒙福，也成為鄰舍蒙福的管道－萬國萬民（未信主者）歸主。

道學碩士一年級 許帆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叫我深感艱難恐懼�;� 然而由於路德重新發現因信稱義的福音，並強調正確分別律法與福音，以致於

基督徒應「首先把基督當成恩禮，才能把祂當成我們的榜樣或典範」！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救恩是

「為我」，這是傳道人首先要接受的福音！也使我警覺：我所認識的神勢必成為我所傳講的神，一

個神學教育能否教導純淨的福音以供學生挖掘與經歷，是何等要緊！

　　實際走訪幾間神學院後我只報考了信神，關鍵也許在於：我上帝在此地。無論是角落禱告默想

主題、教會年節期佈置、聖餐禮儀崇拜或校園空間設計，都在在深化我對這位所要跟隨的主之認識

與關係，培養長期事奉的穩固根基。此外，不若過份敬虔或禁慾苦修，學院的老師及同工身上可見

一種自然親近的特質，實踐超越言語的愛心，令預備傳道的我好生羨慕。後來瞭解到在此背後的靈

修神學觀，原是本於「歡迎神的愛、愛神、正確的顧惜自己、同樣地照顧別人並料理全地」，我也

願意如此。

　　以上種種，皆不是起初懞懂尋求時所能想見的。回想自己曾孜孜追求神的意旨無獲，卻領受到

「不為宣教、乃是為愛，妳必須先被我的愛得著」�;� 而今成為正式生後不斷發現信神之合適於我，

著實令我一再感恩上帝奇妙的愛！如何明白神在您神學裝備上的心意呢？相信此刻祂已經在引領您

了！

招生 特刊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為何選擇中華信義神學院？



　　蒙召全職事奉而尋求裝備的人，當如何選擇神學院呢？這個問題我至今仍未得著標準答案。只

見上帝一步一步引領，我在一步一步跟隨之際欣嚐主恩的美善。

　　起初僅知應確認服事方向，以決定需要何種裝備。自大學時期蒙召宣教以來，接續五年多的職

場生涯我嘗試過數個海內外短宣，直到分辨出對母語聖經翻譯事工深具負擔後，便將「原文」視為

裝備要項。據此仔細對照各神學院的課程安排，發現雖多有開授新約希臘文及舊約希伯來文，但惟

信義神學院將二者皆列為必修學分、各擇書卷深入研經，使學生在原文釋經的基礎上繼續思考教義

內涵及操練宣講。在理念明確的課程設計外，更看見學院樂意將資源投注於「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

」，兩層樓挑高空間藏書中英四萬餘冊且持續擴充書目，引導神學研究者站在知識與傳統的巨人肩

膀上獨立學習（�i�n�d�e�p�e�n�d�e�n�t� �s�t�u�d�y）。

　　自此我對這個不標榜超宗派、反而取「信義」（宗）二字作為校名的學院產生興趣，便報名參

加兩天一夜的神學營，主題是「路德神學中的應許」。在此之前我不認識路德、也不清楚神學，卻

意外在此講座中深得安慰。知道自己要走這事奉道路，從來我注目十架只見基督的受苦榜樣，往往

　　在信神僅過一學期的學習，但內心卻湧出如獲至寶般的喜樂！經過這短短幾個月浸淫在因信稱

義的福音，一面反省與回想過去的事奉，同時腦海竄出當今時代與教會危機的省察，而使我對「律

法與福音」有更深刻的體會；當傳統被後現代摒棄、當正統被自由派篡改、當數字成為能震動教會

的一股力量⋯⋯許多過去以往不曾聽過的屬靈新名詞相繼而出，此時身為一位傳道人或神學生，我

怎麼知道「神究竟要我怎麼做？」，我怎樣才能緊緊抓住聖經的中心思想，而不被似是而非、以假

亂真的世界潮流所淹沒？感謝主，馬丁路德所遺留的寶貴資產，即使已過四百多年，至今仍是亂世

中一道耀眼光芒，指引我進入那永恆的真理！

　　雖信主僅有七年的時間，但我嘗試過許多所謂的「基督教復興運動」，請各位讀者見諒，我絕

非刻意貶低任何引起教會大復興的屬靈運動，而是多年以來，我聽過、也被教授過許多實作方法或

屬靈原則，並將之實踐在我自己的靈修與事奉裏，而我相信這是出自神的帶領，幫助我建立信仰根

基以及靈命的操練，使我走到今日⋯⋯然而在信神就讀期間，一個意念進入我的心思：「你的靈命

成長（與神的關係）不在乎你為自己做多少，完全在於神！」過沒多久，又一個新的意念進來：「

能使人經歷耶穌的事奉不在乎你有多少能力，完全在於神的意願！」我相信成熟的基督徒都不會誤

會我的表達，因為就連路德的召命觀都在警告我們不要逃避人應當盡的責任！也許我還在懵懵懂懂

的神學生階段，有些人會嘗試修正我的看法，不過沒關係，因為至終能帶領我進入真理的絕對不會

是其他人，正是在我裡面因「信」所領受的聖靈！這是我在信神的最大收穫：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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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一年級 謝孝宜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叫我深感艱難恐懼�;� 然而由於路德重新發現因信稱義的福音，並強調正確分別律法與福音，以致於

基督徒應「首先把基督當成恩禮，才能把祂當成我們的榜樣或典範」！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救恩是

「為我」，這是傳道人首先要接受的福音！也使我警覺：我所認識的神勢必成為我所傳講的神，一

個神學教育能否教導純淨的福音以供學生挖掘與經歷，是何等要緊！

　　實際走訪幾間神學院後我只報考了信神，關鍵也許在於：我上帝在此地。無論是角落禱告默想

主題、教會年節期佈置、聖餐禮儀崇拜或校園空間設計，都在在深化我對這位所要跟隨的主之認識

與關係，培養長期事奉的穩固根基。此外，不若過份敬虔或禁慾苦修，學院的老師及同工身上可見

一種自然親近的特質，實踐超越言語的愛心，令預備傳道的我好生羨慕。後來瞭解到在此背後的靈

修神學觀，原是本於「歡迎神的愛、愛神、正確的顧惜自己、同樣地照顧別人並料理全地」，我也

願意如此。

　　以上種種，皆不是起初懞懂尋求時所能想見的。回想自己曾孜孜追求神的意旨無獲，卻領受到

「不為宣教、乃是為愛，妳必須先被我的愛得著」�;� 而今成為正式生後不斷發現信神之合適於我，

著實令我一再感恩上帝奇妙的愛！如何明白神在您神學裝備上的心意呢？相信此刻祂已經在引領您

了！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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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選擇信義神學院只是就近選擇方便的神學院，沒有想到這裡是上帝為我預備的地方；可以

很快適應這裡的生活，一年以後，依然有驚喜待你發掘！

　　這裡所繼承的路德精神，不只在課程中的教學內容，也透過學院生活與崇拜信息與師長的牧者

胸懷中，自然而真實地流露。課程中神學反省的基礎，不是從真空的學術象牙塔而生，完全來自對

人的生命實況深邃的認識，所以在裝備、訓練的講述中，不會淺薄、過度樂觀地太強調人性的稱義

與可貴，也不至於悲觀無望地認為，人總在墮落中擺盪而無能為力，這繼承了路德「同是罪人與義

人」的教義特色，平衡地牧養在成聖過程中，各種生命困境中、不同需要的信徒。

　　在學院的崇拜中，也不斷示範「十架為中心」、分辨「律法與福音」的獨到信息內涵，因為唯

有具備律法與福音的分別智慧，才能正確的選用教導、責備在罪惡中沾沾自喜的罪人；或是安慰、

醫治在試探困苦中憂傷悔罪的信徒；信息背後的神學基礎，唯有把十架檢視一切置於中心，才能幫

助人全然放下種種依靠自己的善工，轉而信靠神的應許與大能。

　　在學院生活中，師長也在生活的潛移默化中，教導學生面對上帝的呼召。也許課業與生活規範

的壓力多少都有，但既然統管萬有的上帝呼召是神聖而巨大的，回應呼召的人也必須刻意地，經過

漫長並付代價的裝備過程，並過著被聖靈管理的紀律生活。

　　也許學院中依然有著缺點與限制，但這裡的恩典與美好卻遠大過那些，願你也能體會這種精彩

豐富的蒙恩生活！

道學碩士二年級 蔣伊鈞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道學碩士三年級 譚俊彥

招生 特刊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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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被神呼召從職場離開後，去了一趟美國在聖荷西享受一段安靜的時光與神親近。之後的二

年進入了神學院重新拿起書本，啃著又難又硬的神學，聽著又深又老的古久詩歌，這種自以為的修

道生活，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我原本的以為從此離開掌聲的地方，神卻讓我來到一個充滿笑聲的地

方，這不是同病相憐也不是患難與共，而是有志一同，大家笑看自己，明白神不是使我們受苦、而

是使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長大，有歡笑有淚水，我們擁有同樣讀神學的日子，知道服事神不是一條

苦路，而是一條甘甜之路。因此，雖然啃書本每天塞著車，但日子總是過得很有意義。

　　一個國際交流生的機會，我去年八月到了香港信義宗神學院�(�L�T�S�)，開始我三年級上學期的課

程在香港修課。以前去香港都是去玩或出差，但這次是去讀書而且要停留超過四個月以上，也就是

要住在那邊過香港人的生活。這是全新的體驗，因為不管語言上還是生活上，對我都是極大的挑戰

。從來不知道不會說廣東話會對生活造成麻煩，上課的廣東話老師說的、同學說的，那不再是以往

聽粵語的美妙，因為你有字幕可看，現實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會有字幕，但你必須懂它！曾

經我一天�2�4小時不停放著廣東話的節目，希望能在睡眠中也能學習廣東話，但真的沒那麼簡單。感

謝神，上帝總是有預備的，香港的同學用接力的方式幫助我在許多堂課上為我翻譯，用他們不太好

的普通話讓我至少明白老師課堂上講些什麼？在香港的日子是辛苦的，但一樣很有意義。我把握這

難得的機會，實現了上帝給我的恩惠去看看世界，去看看神所呼召的人如何回應他的呼召，在國際

上，神一樣使用祂的每一個僕人，去成就神對全人類的計劃。

　　還有半年的神學生生活，我感謝神使祂如此豐富。每一個日子都有祂的美意，我還要繼續完成

我的畢業講道和專題報告以及這學期的課業要求。也許有些人比我更辛苦，也許有些人已經等著畢

業了。但這就是我的神學生生活，跟著呼召往前走。

道學碩士三年級 林錫安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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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美芬老師

　　每次看到信神的外籍生，就會想起自己留學美國的日子。簽證、氣候、飲食、經濟、健康

，在在都考驗著外籍生是否能順利達到目標。而語言，必定是每個留學生最擔心的問題。老師

教的聽不聽得懂？考卷會不會寫？上台報告怎樣能不害怕，怎樣能順利畢業…這都是留學生在

生活的適應之外，心心念念的掛慮。

　　現在自己當老師，就會想儘量幫助外籍生克服困難，表現出最佳實力，不要因為語言障礙

讓學習或成績打很大折扣。對剛來台的同學，我會准許用英文或較習慣的簡體字寫考卷。畢竟

，繁體字太難了，有時候我們自己也寫不出正確的繁體字。

　　很高興學院在開學前，讓我有機會與五位外籍生訪談，我把幾位同學的回答用不同顏色呈

現。

1.請問來信神讀書之前，你最擔心什麼？

　�(�1�)我最擔心就是我的中文不好，修課會有問題。

　�(�2�)擔心語言障礙，如聽不懂上課的內容，跟不上學習。

　�(�3�)繁體字。

　�(�4�)我們來信神讀書之前，最擔心的是語言和適應方面。

2.請問老師的教學方式，哪一種讓你無法有好的表現？哪一種容易有好表現？

　�(�1�)上課有講義，老師按著講義講，比較能明白老師講的是什麼，如果沒有講義，光聽老師講� 

　　� 話，自己作筆記就比較困難，也不知道自己聽的對不對。

　�(�2�)如果老師考試的資料在講義內，就比較容易；如果要看很多參考書寫報告，我讀得慢，就

　　� 不容易。

　�(�3�)當老師教學用快速度方式時，我們無法有好的表現；但當老師願意比較慢教學又給我們� 

　　� 機會表達時，我們就比較容易有好的表現。

3.請問同學之間的討論，你認為與你以前在自己國家上課有什麼不同？

　�(�1�)這裡的同學對外籍學生非常好，很包容。

　�(�2�)老師問同學意見，同學可以各自抒發，沒有彼此間的爭論。

　�(�3�)同學之間的討論，我們認為與我們以前上課都差不多，沒有大不同，只是因為我們的中文

　　� 程度不足，所以我們就無法造成與同學之間順利討論。

4.請問讓你最願意在信神讀下去的動力在哪裡？

　�(�1�)信神的老師、同學、辦公室同工都對我非常好。不論哪個生活方面的問題，大家都幫助我。

歡迎到信神來留學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招生 特刊

　�(�2�)老師們上課很認真，有愛心關心每一個學生的狀況，願意幫助學生解決困難。

　�(�3�)我希望讀完能回以前服事的地方，繼續宣教，這是我的動力。

　�(�4�)信神讓我們最願意讀下去的動力是老師們的榜樣、愛心關心、及隨時幫助我們。

5.請問信神可以加強哪方面協助你？

　�(�1�)用中文修課的時候，或多或少一定會有問題，所以希望老師寬容些。

　�(�2�)外籍學生看書、寫報告、複習都需要台灣學生的兩倍時間，時間不夠的壓力很大，希望這

　　� 方面有些考量。

　�(�3�)我一小時可以看本國文字�4�0頁，但中文只能看�1�0頁，還要在旁邊寫上本國文，才不會看過

　　� 就忘。

　�(�4�)信神可以加強協助我們在完成課程、中文報告、及獎學金。

6.最希望信神改變的一條規定是什麼？

　�(�1�)沒有。

　�(�2�)早靈修有更多時間禱告。

　�(�3�)我們最希望信神改變的一條規定是增加一些同學之間的屬靈互動與活動，來加強同學們成

　　� 為上帝僕人的裝備。

　　其實，信神一直是一所國際化的神學院，除了師資中西合璧，近年來學生也更多元。許多

外籍生有異文化適應的經驗，又已經在國外宣教許久，培養出堅忍的個性，不怕困難的學習精

神，這些都是學院珍貴的資產，是我們本地師生可以學習的。而且這幾年我很驚訝地發現，外

籍生很用功，考聖經默寫或填空，成績非常好，甚至高過本地生，可見勤能補拙，勤勉努力能

補語文的不足。

　　看來，老師們能發講義、考量學生閱讀的速度、適當的作業量、考試範圍明確，是古今中

外留學生們一致的最卑微祈求。歡迎更多外籍生到信神來留學，你一定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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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看到信神的外籍生，就會想起自己留學美國的日子。簽證、氣候、飲食、經濟、健康

，在在都考驗著外籍生是否能順利達到目標。而語言，必定是每個留學生最擔心的問題。老師

教的聽不聽得懂？考卷會不會寫？上台報告怎樣能不害怕，怎樣能順利畢業…這都是留學生在

生活的適應之外，心心念念的掛慮。

　　現在自己當老師，就會想儘量幫助外籍生克服困難，表現出最佳實力，不要因為語言障礙

讓學習或成績打很大折扣。對剛來台的同學，我會准許用英文或較習慣的簡體字寫考卷。畢竟

，繁體字太難了，有時候我們自己也寫不出正確的繁體字。

　　很高興學院在開學前，讓我有機會與五位外籍生訪談，我把幾位同學的回答用不同顏色呈

現。

1.請問來信神讀書之前，你最擔心什麼？

　�(�1�)我最擔心就是我的中文不好，修課會有問題。

　�(�2�)擔心語言障礙，如聽不懂上課的內容，跟不上學習。

　�(�3�)繁體字。

　�(�4�)我們來信神讀書之前，最擔心的是語言和適應方面。

2.請問老師的教學方式，哪一種讓你無法有好的表現？哪一種容易有好表現？

　�(�1�)上課有講義，老師按著講義講，比較能明白老師講的是什麼，如果沒有講義，光聽老師講� 

　　� 話，自己作筆記就比較困難，也不知道自己聽的對不對。

　�(�2�)如果老師考試的資料在講義內，就比較容易；如果要看很多參考書寫報告，我讀得慢，就

　　� 不容易。

　�(�3�)當老師教學用快速度方式時，我們無法有好的表現；但當老師願意比較慢教學又給我們� 

　　� 機會表達時，我們就比較容易有好的表現。

3.請問同學之間的討論，你認為與你以前在自己國家上課有什麼不同？

　�(�1�)這裡的同學對外籍學生非常好，很包容。

　�(�2�)老師問同學意見，同學可以各自抒發，沒有彼此間的爭論。

　�(�3�)同學之間的討論，我們認為與我們以前上課都差不多，沒有大不同，只是因為我們的中文

　　� 程度不足，所以我們就無法造成與同學之間順利討論。

4.請問讓你最願意在信神讀下去的動力在哪裡？

　�(�1�)信神的老師、同學、辦公室同工都對我非常好。不論哪個生活方面的問題，大家都幫助我。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2�)老師們上課很認真，有愛心關心每一個學生的狀況，願意幫助學生解決困難。

　�(�3�)我希望讀完能回以前服事的地方，繼續宣教，這是我的動力。

　�(�4�)信神讓我們最願意讀下去的動力是老師們的榜樣、愛心關心、及隨時幫助我們。

5.請問信神可以加強哪方面協助你？

　�(�1�)用中文修課的時候，或多或少一定會有問題，所以希望老師寬容些。

　�(�2�)外籍學生看書、寫報告、複習都需要台灣學生的兩倍時間，時間不夠的壓力很大，希望這

　　� 方面有些考量。

　�(�3�)我一小時可以看本國文字�4�0頁，但中文只能看�1�0頁，還要在旁邊寫上本國文，才不會看過

　　� 就忘。

　�(�4�)信神可以加強協助我們在完成課程、中文報告、及獎學金。

6.最希望信神改變的一條規定是什麼？

　�(�1�)沒有。

　�(�2�)早靈修有更多時間禱告。

　�(�3�)我們最希望信神改變的一條規定是增加一些同學之間的屬靈互動與活動，來加強同學們成

　　� 為上帝僕人的裝備。

　　其實，信神一直是一所國際化的神學院，除了師資中西合璧，近年來學生也更多元。許多

外籍生有異文化適應的經驗，又已經在國外宣教許久，培養出堅忍的個性，不怕困難的學習精

神，這些都是學院珍貴的資產，是我們本地師生可以學習的。而且這幾年我很驚訝地發現，外

籍生很用功，考聖經默寫或填空，成績非常好，甚至高過本地生，可見勤能補拙，勤勉努力能

補語文的不足。

　　看來，老師們能發講義、考量學生閱讀的速度、適當的作業量、考試範圍明確，是古今中

外留學生們一致的最卑微祈求。歡迎更多外籍生到信神來留學，你一定不會失望。

宋主兒，韓國籍
神學士一年級

李榮宰�(左�)，韓國籍
道學碩士一年級

吳嘉祥傳道�(右一�)
印尼籍，道學碩士一年級

葉英嫩師母�(左一�)
印尼籍，神學士一年級

林文俊，越南籍
神學士一年級



　　從�2�0�1�2年來到信義神學院就讀轉眼已然三年級了，在這兩年多的學院生活中領受到的點點滴滴

，對我來說，是意外的驚喜，是我在就讀之前所未曾思想過的，願意在這裡作一點小小的分享。

信神是國內唯一研究馬丁路德神學觀的神學院，它是一所承繼與宣揚「因信稱義」福音，培訓十架

工人的學院。當初會選擇信神就讀，原因無他，就因為我來自於信義宗的教會，但經過兩年多的學

習，我慢慢地瞭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義神學院不曾標榜要成為跨宗派的學術殿堂，但

一切都回歸到最基本的信仰：「唯獨聖經」、「唯獨恩典」與「唯獨信心」，就如同馬丁路德所相

信：「靠著神的義，神的恩典和憐憫使我們得以因信稱義」，這個能夠白白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的

福音。

　　信神的同學們來自於不同的教會與國家，在接受呼召之前也都各有各的工作與職份，有來自東

南亞及韓國的牧師，有國內教會現職的傳道人、同工，也有放下職場生涯願意委身服事的弟兄姊妹

，透過神的呼召將我們凝聚在一起，讓我們這群願意成為全職傳道人的主羊都在這裡，堅定的回應

與順服地學習，希望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為主發光。

　　在學習的生活中摻雜著許多難忘的回憶，透過老師們課堂的分享可以讓我們體認到牧會的甘與

苦；參加以傳統信義宗禮儀進行的聖餐禮拜時，真實的感受到神就臨在我們中間；和德籍夏義正牧

師的團隊一起到外國人收容中心服事時，看到福音的果效這麼快地就進入到這些外籍人士的內心時

，頓時激起了滿腔宣教的熱忱；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設計的角落禱告，讓我們不禁要佩服自己的創意

與巧思；館藏四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與百餘種期刊的墨蘭頓圖書資訊中心，是我們課餘流連忘返的地

方。這裡不僅僅是傳道人學習與裝備的地方，它所代表的，更是一個充滿了呼召、傳統、福音、宣

教與靈命學習的生活。

　　每當我開車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時，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矗立在信神大樓上方巍峨的十

字架，尤其在夜間透過�L�E�D照明的紅色十架更顯明亮，十字架代表了人類永遠得救的標記，也提醒

著世人，因著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我們得以倚靠神的恩典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

得著永遠的生命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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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信義神學院104學年度招生簡章
一、宗旨

　　本院以「承繼因信稱義之福音，為華人教會陶塑十架神僕」為異象。並以造就學生對福音有深

切認識，對時代有敏銳體察，對宣教有火熱負擔，對牧養有真實委身為教學目標。

二、學科及招生對象

三、報考手續

�1�.凡欲報考本院者，可至本院網站下載招生簡章及各項資料表格，或向教務處索取電子檔案或書面

　資料。

道學碩士� 

三年制學程� 

招生對象� 

學歷：有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學士學位者。�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證並有穩定的教

會生活與服事的基督徒，亦需有教會�/機構牧長的推薦，且清楚蒙召，決志一生專職事奉主，

未來以牧會、傳道為職志者。� 

其他：若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 

畢業要求� 
修畢 �9�8 學分（必修 �8�4 學分，必選修 �8 學分，選修 �6 學分），完成教會實習及學院生活要求，

通過聖經熟讀測驗，修業年限為 �3年。� 

二年制學程� 

招生對象� 

學歷：神學學士�(�B�.� �T�h�.�)或宗教教育學士�(�B�.� �R�.�E�d�.�)� � 

資格：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三年（含）以上者� � 

其他：現職教牧需教會／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非現職者需教會推薦函。� 

畢業要求� 修畢 �6�3 學分�(必修 �4�9 學分，選修 �1�4 學分�)，修業年限為 �2年� 

 
關顧與輔導碩士� 

招生對象� 
學歷：有大學或同等學歷者。�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證的基督徒。� 

 
神學進修證書科� 

招生對象� 

學歷：有大學或神學院畢業具學士學位者。�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有心服事之基督徒，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

與服事，願意全時間進修碩士部一年制神學進修證書科。� 

畢業要求� 
修畢 �3�2 學分始得結業，其中必修 �2�0 學分（含聖經神學 �1�4 學分、教會歷史 �6 學分），選修 �1�2

學分。修業年限為 �1年。� 

 
碩士預科� 

招生對象� 

學歷：本科是為專科畢業生� �(二、三、五專�)或大學肄業者補足學歷所設，修畢後可直接修讀

碩士部學位。�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證的基督徒。� 

其他：若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 

畢業要求� 具二、三、五專學歷者須補足二年 �6�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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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名截止日前需繳齊之資料：

　�(�1�)入學申請表

　�(�2�)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3�)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兩張

　�(�4�)自傳（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及報考本院之目的）

　�(�5�)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所屬教會推薦書

　　� 各一份；在福音機構服事者，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及所屬機構主管為推薦人）。

　�(�6�)最近三個月體檢表（需包括�X光及驗血�-肝功能、梅毒、愛滋等檢驗項目）

　�(�7�)報名費：�1�3�0�0元整。（請利用劃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

　　� 會」，註明�1�0�4學年招生報考。）考生注意：繳交報名資料表及報名費後，不論是否通過初審

　　� 、筆試、口試均不退件和退費。

　�(�8�)有關資料齊全，經由本院招生委員會審查後，將於筆試前一週內以正式函件通知准考與否。

四、考試日期

　◆國外考生：【報名截止日：�1�0�4年�0�5月�1�3日】�1�0�4年�0�5月�2�7日�(星期三�)� 

　◆國內考生：�1�.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1�0�4年�0�6月�0�4日】

　　　　　　　　南區：�1�0�4年�0�6月�1�7日（星期三）北區：�1�0�4年�0�6月�1�8日（星期四）

　　　　　　　�2�.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1�0�4年�0�7月�2�2日】�1�0�4年�0�8月�0�5日�(星期三�)� 

五、考試科目

　備註：

　�1�.筆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聖經。

　�2�.國文考科：論述類文章摘要、時事議題為主題之作文一篇。

　�3�.英文考科：以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

六、成績計算

　�1�.每項考科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之。

　�2�.考試項目如有缺考者，不予錄取。

　�3�.外籍考生（限母語非中文者），各考科成績依原始分數加計�2�5％。

招生 特刊

� 道碩三年制� 道碩二年制� 輔� 碩� 
神學進修� 

證� 書� 科� 
碩士預科� 

筆� 

試� 

聖� � � � 經� ˇ� � ˇ� ˇ� ˇ� 

國� � � � 文� ˇ� � ˇ� ˇ� ˇ� 

英� � � � 文� ˇ� ˇ� ˇ� ˇ� ˇ� 

口� 

試� 

�1�.考生按教務處所排定之時間口試，入場次序於當天公佈，以住家區域較遠為先，不參加口試

者，視同放棄論。� 

�2�.報考碩士部已婚及已訂婚的考生，請配偶務必參加口試。� 

 

七、放榜、成績單寄發、成績複查與就讀意願調查

　�1�.預計於考試後一週內，以限時掛號寄發各考生成績單，並以�E�m�a�i�l同時通知考生。

　�2�.錄取考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於期限內繳交就讀意願調查表，請考生特別留意。

　�3�.錄取之新生須依本院規定之日期辦理報到，參加新生訓練之相關活動。

　�4�.因特殊困難未能入學者，可向本院申請保留學籍，保留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兩年，逾期以放棄學

　　籍論。

八、其他

　�1�.如因招生實際需要，各項招生預定日程有所變動，得於本校網站公告或以書面通知，

　　考生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予以補救，請考生特別注意。

　�2�.本簡章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決議、本校教務章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考生參加招生考試期間，可免費申請住宿，請依考試報到通知書上規定辦理。

九、報名專線

　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張姊妹；傳真：�0�3�-�5�7�2�6�4�2�5；�E�m�a�i�l�:� �a�c�a�d�e�m�i�c�a�@�c�l�s�.�o�r�g�.�t�w。



◎分部

◆為促進神學教育普及化，建立以地方堂會、福音機構為基地的整合裝備系統，提供植基聖經且

　有行動力的課程。

◆協助信徒以在職進修方式，裝備信徒成為「認識福音、體察時代、火熱宣教、委身牧養」之信

　徒祭司。

◆�4�-�6月份課程：【舊約中上帝的宣教】、【智慧文學導論】，詳情請上網：　　

　�h�t�t�p�:�/�/�w�w�w�.�c�l�s�.�o�r�g�.�t�w�/�b�r�a�n�c�h�/�b�r�a�n�c�h�6�1�8�.�h�t�m

◎基層宣教部

　　基層宣教課程可厚植教會信徒基礎神學訓練，是能立即學以致用的課程。只要您有一顆愛主

的心，願意受造就，不限年齡和學歷，但需由所屬教會教牧同工推薦。免筆試，只需口試。修完

九門課，授與「基層宣教修業證明」。

課程目的：

◆協助凡有負擔於基層福音工作者，瞭解並學習服事基層。

◆訓練基層人向基層人傳福音，並有效的參與教會服事。

◆協助教會建立成人信徒訓練系統，為教牧培養團隊同工；協助信徒靈命更新、事奉進深。

※各區課程詳情：�h�t�t�p�:�/�/�w�w�w�.�c�l�s�.�o�r�g�.�t�w�/�g�r�a�s�s�r�o�o�t�/�g�r�a�s�s�r�o�o�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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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名截止日前需繳齊之資料：

　�(�1�)入學申請表

　�(�2�)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3�)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兩張

　�(�4�)自傳（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及報考本院之目的）

　�(�5�)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所屬教會推薦書

　　� 各一份；在福音機構服事者，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及所屬機構主管為推薦人）。

　�(�6�)最近三個月體檢表（需包括�X光及驗血�-肝功能、梅毒、愛滋等檢驗項目）

　�(�7�)報名費：�1�3�0�0元整。（請利用劃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

　　� 會」，註明�1�0�4學年招生報考。）考生注意：繳交報名資料表及報名費後，不論是否通過初審

　　� 、筆試、口試均不退件和退費。

　�(�8�)有關資料齊全，經由本院招生委員會審查後，將於筆試前一週內以正式函件通知准考與否。

四、考試日期

　◆國外考生：【報名截止日：�1�0�4年�0�5月�1�3日】�1�0�4年�0�5月�2�7日�(星期三�)� 

　◆國內考生：�1�.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1�0�4年�0�6月�0�4日】

　　　　　　　　南區：�1�0�4年�0�6月�1�7日（星期三）北區：�1�0�4年�0�6月�1�8日（星期四）

　　　　　　　�2�.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1�0�4年�0�7月�2�2日】�1�0�4年�0�8月�0�5日�(星期三�)� 

五、考試科目

　備註：

　�1�.筆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聖經。

　�2�.國文考科：論述類文章摘要、時事議題為主題之作文一篇。

　�3�.英文考科：以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

六、成績計算

　�1�.每項考科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之。

　�2�.考試項目如有缺考者，不予錄取。

　�3�.外籍考生（限母語非中文者），各考科成績依原始分數加計�2�5％。

七、放榜、成績單寄發、成績複查與就讀意願調查

　�1�.預計於考試後一週內，以限時掛號寄發各考生成績單，並以�E�m�a�i�l同時通知考生。

　�2�.錄取考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於期限內繳交就讀意願調查表，請考生特別留意。

　�3�.錄取之新生須依本院規定之日期辦理報到，參加新生訓練之相關活動。

　�4�.因特殊困難未能入學者，可向本院申請保留學籍，保留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兩年，逾期以放棄學

　　籍論。

八、其他

　�1�.如因招生實際需要，各項招生預定日程有所變動，得於本校網站公告或以書面通知，

　　考生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予以補救，請考生特別注意。

　�2�.本簡章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決議、本校教務章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考生參加招生考試期間，可免費申請住宿，請依考試報到通知書上規定辦理。

九、報名專線

　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張姊妹；傳真：�0�3�-�5�7�2�6�4�2�5；�E�m�a�i�l�:� �a�c�a�d�e�m�i�c�a�@�c�l�s�.�o�r�g�.�t�w。



改革宗長老會民族路教會

廖元成牧師

　　基宣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成長的機制，不限學歷、不限年齡，只要是有成長的動機都

可以來上。在我所授課的不同班別中，我看見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教會特質，不同的

互動模式。但是我看見相同的一個特質就是渴望成長的心。你可能無法理解一個在上班

的人，下班後又趕到上課的地方，要付上多大時間與體力的代價。我在不同的地方，上

過不同的班別，發現遲到的比例不到�5�%。這些基層人對上帝的委身，對學習上帝的話語

的付出，實在會叫許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汗顏。� 

� � � � 幾次的教學下來，卻有意外的幾個發現：�1�.善用各地區教會場地。基宣強調「去」

而不「來」。基宣將神學院的課程帶去各教會，而不是大家千里迢迢的到神學院上課。

這個設計使許多渴慕進修的弟兄姊妹，在時間與交通的友善因素之下，讀神學院的課程

變為可能。這也為神的國度預備了許多的精兵。�2�.基宣的學生雖屬基層，他們學習的熱

誠卻令人感動。每一次上過一個地方的課程就好像已經認識這些學生好幾年。這種對於

學習的熱忱，每每讓人感動不已。�3�.神學院的輔導系統符合實際的需求。每三週的課程

之後，就有輔導協助學生了解授課的內容，減少學習的挫折，又促進學生與輔導之間的

關係。

　　詩篇的作者這樣禱告：「我心裏發昏的時候，我要從地極求告　。求　領我到那比

我更高的磐石！」（詩六十ㄧ�2）。在一波又一波的不景氣與蕭條的社會氣氛中，基督

徒可以向上帝求，祈求那種超越困境，向困境微笑的力量。基宣的課程就是這個禱告的

具體實踐。若是你也渴望這股學習的熱忱也進入你所屬的教會，鼓勵你也來加入信義神

學院基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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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心基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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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基宣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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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基督徒聚會處／魏國樑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大家團結一致，有一共同目標和願景，就是要到神所預備的

應許之地－迦南地。或許四十年的曠野沒有流奶與蜜，但有的是大家的心是在一起的，

每天與神同行。

　　但是一到了目地的有奶也有蜜，豐衣足食，但大家的心卻分離了，更重要的是忘了

神為何要帶領他們到迦南美地的原意。

　　當我們很幸福的可以在教會中聚會，是否也像是進入流奶與蜜之地，滿足於現況，

淪落到沒有目標與願景，更可怕的是彼此攻擊，導致教會分裂，忘了神召我們出黑暗入

光明的原意－榮耀神。

　　士師時期讓我學到的功課是，教會不可安於現狀，要合一，要訂定目標，個人的我

則要隨時注意靈命是否鬆懈停滯不前，要在屬天的道路上向著標竿直跑，直到見主面的

日子。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莫再興

　　老師說：敬拜神，是與神建立關係，而不是一項工作。工作有時間性、有酬勞、有

責任。與神建立關係，同樣也要花時間讀經、禱告、聚會；卻有別於工作性質。

　　與神建立關係時，要有迦勒的專心、基甸的勇敢和信心、約瑟的堅持。

　　學習神的話語要正確，不可有絲毫的偏差，以致於像耶弗他剛愎自用，錯用神學，

使自己和別人受傷害。

　　與神有良好的關係時，就有勇氣自我揭露過往的傷害，並破碎自我，讓聖靈進入心

中做醫治。

　　謝謝老師教導聖經真理，讓我更清楚明白神的道。

「舊約人物」心得分享

「舊約人物」課程：老師及修課同學團體照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第二季招生� �2�0�1�5�.�5�-�7月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學費：�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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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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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莊區� 二、龜山區� 

科目：向基層傳福音� 

張仁愛� 傳道�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事奉與生活� 

于厚恩� 牧師�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 

�0�2�-�2�9�9�7�-�9�1�7�7�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0�3�-�3�3�4�-�3�2�1�3� 

三、楊梅區� 四、埔心區� 

科目：帶領查經班� 

朱順慈� 教士� 
�2�0�1�5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科目：婚姻與家庭� 

陳美華� 教師�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2段�1�4�5號�4樓� 

�0�3�-�4�8�2�-�5�8�2�3�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1�7�7號� 

�0�3�-�4�8�2�-�3�5�4�3� 

五、新竹區� 六、台中區� 

科目：基礎神學� 

� 鄭志仁� 牧師�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婚姻與家庭� 

曹佳瑋� 老師� 
�2�0�1�5年�5月�1�1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中華信義神學院� �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0�3�-�5�7�1�-�0�0�2�3�*�3�1�7�0� 

台中基督徒教會�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3�2�9號�1樓� � 

�0�4�-�2�2�4�1�-�6�6�3�7� 

七、豐原區� 八、左營區� 

科目：帶領查經班� 

賴瑞仁� 牧師�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基礎神學� 

高英茂� 牧師� 
�2�0�1�5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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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費英高牧師的問候
Dear friends,

As usual, we planned to write our Christmas letter early 
this year, and like previous years, we did not succeed. This 
year we had an extra reason for wanting to be early. We 
have moved and accordingly obtained a new address. So to 
get that out of the way, our address is:

Flaktveitgeila 88
5135 FLAKTVEIT
NORWAY

For our family this has been a year of many changes and new beginnings. This summer I became a pastor in 
the Church of Norway, and August 1 I began work as pastor of Ytre Arna parish east of Bergen city (though 
still within the municipality of Bergen). I know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worry about within the Church of 
Norway, but a pastor is allowed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bending it to popular opinion, in fact 
through ordination we are charged with the duty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ible and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The congregation at Ytre Arna is very fine. Also, I 
oft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to preach to people who are not regular church attenders –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s and funerals,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occasions too. Every year I get to prepare 
a bunch of teenagers for confirmation. Through that year they are required to attend at least eight Sunday 
morning services, and we have confirmation class every second week. Last Saturday we had invited all 11 
year olds for a sleep over in the church. We had program Satur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and early morning 
Sunday. Then they all attended the Sunday morning service. When they came Saturday afternoon, one of the 
boys went right up to the lectern and started reading one of the readings for the Sunday. “Do you want to read 
this text at the service tomorrow,” I asked. “Can I? Do you mean I will be allowed to read at the service?” he 
answered wonderingly. He did read at the service.

As the parsonage was not vacant, we bought a house in nearby Flaktveit. By car it is a ten minutes drive from 
my parish church and about fifteen from my office (we have our church office together with the neighboring 
Arna parish). Also we are half an hour from our oldest daughter and less than that from our son, so it is 
certainly a big change from being five hours apart.

God has granted us a beautiful place to live. Our house is situated high up on a hillside with a magnificent 
view on hills and mountains, a beautiful valley, and plains below, with lots of suitable places for walks and 
hiking in the vicinity. Also we have a nice garden with berries and plums. The bus to downtown Bergen 
leaves close by us every ten minutes most of the day. Down at the plains below us, there at all kinds of stores 
– we can actually walk down to buy not only bread and milk but also furniture, electrical appliances, farm 
tractors, cars etc. Still we feel we ar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Helga's new job is close by too – 9 minutes by car, 42 by feet. They are work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been 
abusing alcohol or drugs, focusing on pregnant mothers. It is well known that a mother's alcohol- or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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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during her pregnancy may damage the child. An early check-up on the baby for possible complications 
is therefore part of their program. In this way they hope to give the child a better start and a better life, and 
maybe change life even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unit is brand new, it opened November 1st. So Helga 
and her colleagu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lot of planning too. The unit is located in newly renovated 
premises with forest all around and a beautiful view towards the sea.

As if us moving and getting new jobs was not enough for one 
year, our youngest daughter was married in October. The groom 
is from Vancouver, Canada, and is named Gavin. Marion did her 
military service at SHAPE, the headquarters of NATO's allied 
command operations, at Mons, Belgium. Gavin is there 
working with the Canadian representation. The two met and fell 
in love. I officiated at their wedding (in fact this was my first 
wedding, the second will by just after Christmas). It was a 
mov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both of them looked very happy. 
We had a nice celebrat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afterward – 
before they had to heed back to Belgium. 

For the rest of this academic year Marion will be studying some 
more German and French, maybe even some Chinese. From 
next fall she plans to study  either languages or politics (or 
something else, she has many interests, and her ideas keep 
changing), possibly as a long distance student initially, but 
eventually they are considering relocating to Norway. 

Hanna still works with NAV – Norwegian Labor and Welfare Administration. Bjarte has switched to another 
company, but still a company managing seismic survey vessels. Fortunately, Bjarte's work is mostly here in 
Bergen, though he sometimes has to visit the ships. Hedda will be two years old in February. She is a quick 
little girl and talks a lot, though so far most frequently in a language none of us has studied.

Pål has been trying to work on a few school subjects this fall. Also he has had some work training on a farm 
close by. Recently he has moved from his street level room to one which provides an overview over the whole 
city of Bergen, while still being within easy walking distance from the main bus station, train station and 
actually the whole of downtown Bergen. He has quite a few friends in Bergen now, most of them students.

It's already well into the Advent season with its tree tenses of  the verb “to come”:
•He came – The Word became flesh –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He comes – Open wide the gates to your heart and let him cleanse your innermost temple and take up his 
abode there.
•He shall come – The trumpets shall blow, and the Son of Man shall come with the clouds, the dead will be 
raised imperishable, and all believers alive at that day will be changed. Advent announces a day when the 
dwelling of God is with humans, they wi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will be with them and be their God.

Helga and Ingvar wish you a happy Christmas and blesse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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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riends,

As usual, we planned to write our Christmas letter early 
this year, and like previous years, we did not succeed. This 
year we had an extra reason for wanting to be early. We 
have moved and accordingly obtained a new address. So to 
get that out of the way, our address is:

Flaktveitgeila 88
5135 FLAKTVEIT
NORWAY

For our family this has been a year of many changes and new beginnings. This summer I became a pastor in 
the Church of Norway, and August 1 I began work as pastor of Ytre Arna parish east of Bergen city (though 
still within the municipality of Bergen). I know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worry about within the Church of 
Norway, but a pastor is allowed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bending it to popular opinion, in fact 
through ordination we are charged with the duty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ible and the Lutheran confessions. The congregation at Ytre Arna is very fine. Also, I 
oft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to preach to people who are not regular church attenders –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baptisms and funerals,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occasions too. Every year I get to prepare 
a bunch of teenagers for confirmation. Through that year they are required to attend at least eight Sunday 
morning services, and we have confirmation class every second week. Last Saturday we had invited all 11 
year olds for a sleep over in the church. We had program Satur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and early morning 
Sunday. Then they all attended the Sunday morning service. When they came Saturday afternoon, one of the 
boys went right up to the lectern and started reading one of the readings for the Sunday. “Do you want to read 
this text at the service tomorrow,” I asked. “Can I? Do you mean I will be allowed to read at the service?” he 
answered wonderingly. He did read at the service.

As the parsonage was not vacant, we bought a house in nearby Flaktveit. By car it is a ten minutes drive from 
my parish church and about fifteen from my office (we have our church office together with the neighboring 
Arna parish). Also we are half an hour from our oldest daughter and less than that from our son, so it is 
certainly a big change from being five hours apart.

God has granted us a beautiful place to live. Our house is situated high up on a hillside with a magnificent 
view on hills and mountains, a beautiful valley, and plains below, with lots of suitable places for walks and 
hiking in the vicinity. Also we have a nice garden with berries and plums. The bus to downtown Bergen 
leaves close by us every ten minutes most of the day. Down at the plains below us, there at all kinds of stores 
– we can actually walk down to buy not only bread and milk but also furniture, electrical appliances, farm 
tractors, cars etc. Still we feel we ar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Helga's new job is close by too – 9 minutes by car, 42 by feet. They are work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been 
abusing alcohol or drugs, focusing on pregnant mothers. It is well known that a mother's alcohol- or drug 

abuse during her pregnancy may damage the child. An early check-up on the baby for possible complications 
is therefore part of their program. In this way they hope to give the child a better start and a better life, and 
maybe change life even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 unit is brand new, it opened November 1st. So Helga 
and her colleagu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lot of planning too. The unit is located in newly renovated 
premises with forest all around and a beautiful view towards the sea.

As if us moving and getting new jobs was not enough for one 
year, our youngest daughter was married in October. The groom 
is from Vancouver, Canada, and is named Gavin. Marion did her 
military service at SHAPE, the headquarters of NATO's allied 
command operations, at Mons, Belgium. Gavin is there 
working with the Canadian representation. The two met and fell 
in love. I officiated at their wedding (in fact this was my first 
wedding, the second will by just after Christmas). It was a 
mov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both of them looked very happy. 
We had a nice celebrat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afterward – 
before they had to heed back to Belgium. 

For the rest of this academic year Marion will be studying some 
more German and French, maybe even some Chinese. From 
next fall she plans to study  either languages or politics (or 
something else, she has many interests, and her ideas keep 
changing), possibly as a long distance student initially, but 
eventually they are considering relocating to Norway. 

Hanna still works with NAV – Norwegian Labor and Welfare Administration. Bjarte has switched to another 
company, but still a company managing seismic survey vessels. Fortunately, Bjarte's work is mostly here in 
Bergen, though he sometimes has to visit the ships. Hedda will be two years old in February. She is a quick 
little girl and talks a lot, though so far most frequently in a language none of us has studied.

Pål has been trying to work on a few school subjects this fall. Also he has had some work training on a farm 
close by. Recently he has moved from his street level room to one which provides an overview over the whole 
city of Bergen, while still being within easy walking distance from the main bus station, train station and 
actually the whole of downtown Bergen. He has quite a few friends in Bergen now, most of them students.

It's already well into the Advent season with its tree tenses of  the verb “to come”:
•He came – The Word became flesh –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He comes – Open wide the gates to your heart and let him cleanse your innermost temple and take up his 
abode there.
•He shall come – The trumpets shall blow, and the Son of Man shall come with the clouds, the dead will be 
raised imperishable, and all believers alive at that day will be changed. Advent announces a day when the 
dwelling of God is with humans, they will be his people, and God himself will be with them and be their God.

Helga and Ingvar wish you a happy Christmas and blesse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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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敏
郭力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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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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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38,150,659 

5,485,133 

5,983,262 

-498,129 

-38,648,788 

一般經費
2014/11/1~2015/1/31

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1,623,978 

1,492,901 

0 

1,492,901 

-131,077 

擴建基金
2014/11/1~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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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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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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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上仁�(儲備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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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仁宇�(宣教�5�0�0�)
厚賜堂會友
員樹林基督教會
王曉雯�(代轉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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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復興�(宣教�)
林� �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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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程光
許淑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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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師資�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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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朝順
屏南教會�(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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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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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聖愛堂
東勢施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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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福音堂
張金玲�(宣教�)
張家蘭
傅振瑛
福恩堂
鄭燦鋒
前鎮教會會友
蕭淑拿
台北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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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曉芬
�(代轉奉獻�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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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文
李夢娥
沛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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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榮機械�(代轉奉獻�)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徐力行� 顧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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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靈糧堂�(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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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恩�(獎助學金�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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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書衡�(宣教�1�0�,�0�0�0�)
鄧明瑟
龜山牧恩堂
主恩�5�8�(宣教�5�,�0�0�0
代轉奉獻�3�,�0�0�0�)
竹南勝利堂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鄭國隆�(代轉奉獻�)
台中永生堂
台中真道堂
李建平
趙正安�(儲備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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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典謨
龍潭活水靈糧堂
王維卉
朱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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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靈糧堂
王玉美
比拉迦教會
范壽康�(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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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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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北勝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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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教會�(分部�)
恩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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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義會總會
侯義如�(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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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永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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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5,100 
 6,000 

 8,000 
 9,000 

 10,000 

 12,558 
 15,000 
 18,000 
 20,000 

 22,000 
 30,000 
 43,000 
 54,443 
 60,000 

 100,000 

 700,000 

劉曉光
蔡嘉惠
主恩�0�6
柯安得
劉孝勇� 游文秋
丁至剛
主恩�0�1
李明清
李美遠
曹克昌
郭素鳳
陳冠賢
董寶鴻
嚴光武
王惠娟
主恩�0�3
吳姍樺
吳景文
莊朝順
林昭安
韓永昌
汪光夏
林保瑩
陳錦華
竹南勝利堂
吳聲昌
顧美芬
靈光堂
主恩�5�6
俞貴馨
陳芬蓉
劉軍廷� 黃淑惠
主恩�5�1

USD
USD

 1,000 
  

 

 
 
 

 

 1,100 
 1,200 
 1,460 
 1,500 

  

 1,545 
 1,600 
 2,000 

 

 
 

 
 
 

 2,000 
 

 2,100 
 

 2,500 
 

 3,000 
 
 
 
 
 
 

 
 
 
 
 
 
 

 
 
  
 
  
 

 
 3,200 

 
 3,300

 
 3,400 

 4,000 
 

 4,000 

 
 4,160

 
 4,500

 

 
 5,000

 
 

 
 5,110 

 5,250 
 5,320 
 5,500

 
 6,000 

 

 6,550 
 7,100 
 7,500 
 8,000 
 8,400

 
 9,000 

 10,000 

 
 11,500 

 
12,000 

 
 13,000 

 
13,100 
 13,200 

 14,000 
 14,900 

 
15,000 

 16,610 
 18,000 

 

 20,000 
 

 24,000 
  

 24,933 
 

27,000 
 

 28,000 
 30,000 

 

 32,000 
 35,000 
 36,000 

 

 36,341 
 38,500 

 
39,000 
 39,152 
 50,000 
 52,100 
 56,000 

 
60,000 

 

 61,900 
 70,000 
 75,000 
 79,200 
 90,000 
 93,295 
100,000 
105,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400,000 
591,000 

主內親愛的牧長、弟兄姊妹，平安：

　　上週接待一位從�1�9�8�9年開始即參與學院三階段擴建的差會同工，他望著信義大樓興嘆道：這棟大樓能蓋起來

真是神蹟！是的，我們是如此的微小，神感動眾教會弟兄姊妹的熱心捐輸成就了這個神蹟，成就了神的心意。跟

大家報告一件令人興奮的事，信義大樓結構體兩億元的部分，目前已全部清償了。接下來我們可以有更多餘力來

清償信義大樓後續工程—內裝、設備及經常費不足的無息借款�3千�9百萬元。懇請弟兄姊妹能在奉獻和禱告上支持

信神前行，願神的名得著榮耀。

◆信用卡、匯款及其他奉獻方式，請洽電話：�0�3�-�5�7�1�0�0�2�3� 分機�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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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1�8�8�1

洽詢或奉獻：

神學宣教路上，信神需要您們的鼓勵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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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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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7�2�6�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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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7�1�0�0�2�3轉�3�1�1�0張玉絲姊妹。

奉獻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 � �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公�)� �_�_�_�_�_�_�_�_�_�_�_�_�_�_�_� �(宅�)� �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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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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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V�I�S�A� �C�A�R�D� � � � □� �M�A�S�T�E�R� �C�A�R�D� � � � □� �J�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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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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院訊動態
【院長室】

�1�.�3月�2日召開學院第十屆第四次法人董事會

�2�.�4月�1�0�-�1�8日學院協辦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 

� � �W�o�r�l�d� �F�e�d�e�r�a�t�i�o�n�)亞洲會議，院長將於開幕禮拜

� � 中證道

�3�.�5月�2�-�8日院長與俞繼斌榮譽院長受邀至德國威

　丁堡，參加由信義宗教會密蘇里大會（簡稱�L�C�M�S

　）舉辦的國際教會領袖會議�(�I�n�t�e�r�n�a�t�i�o�n�a�l� 

� � �C�o�n�f�e�r�e�n�c�e� �o�n� �C�o�n�f�e�s�s�i�o�n�a�l� �L�e�a�d�e�r�s�h�i�p�)

【教務處】

�1�.�2�0�1�5年神學講座場次如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北區：

　�3�/�1�4中國信義會生命堂，講員：劉孝勇院長。

　�3�/�2�1新生教團中壢教會，講員：林盈沼老師。

　�3�/�2�8台北基督徒聚會處，講員：陳冠賢牧師。

　�5�/�2�4埔心基督徒聚會處，講員：朱頌恩老師。

　�6�/�6台北救恩堂，講員：劉孝勇院長。

　◆中區：

　�3�/�2�1台中慕義堂忠明崇拜點，講員：俞繼斌榮

　　　譽院長。

　�4�/�2�5慕義堂草屯全人關懷中心，講員：陳冠賢

　　　牧師。

　�5�/�3�0台中東海教會，講員：林盈沼老師。

　◆南區：

　�3�/�1�4台南浸信會三一堂，講員：歐祈人牧師。

　�3�/�2�9民雄榮光堂講員：朱頌恩老師。

　�4�/�1�8高雄前鎮教會，講員：劉孝勇院長。

　�5�/�3�0台灣信義會救主堂，講員：俞繼斌榮譽院長。

　�6�/�2�7高雄苓雅教會，講員：陳冠賢牧師。

　◆神學講座主題：

　◎劉孝勇院長－智慧的人生

　　－探索舊約智慧的瑰寶

　◎林盈沼老師－十架人生

　◎陳冠賢牧師－翻轉人生的事奉觀

　　－「信徒皆祭司」的當代省思。

　◎朱頌恩老師－翻轉生命的隱喻－重攀屬靈高原。

　◎俞繼斌榮譽院長－路德的聖禮觀

　　－聖洗、聖餐。

　◎歐祈人牧師－劃時代的突破

　　－馬丁路德的奇妙發現。

�2�.�2�0�1�5年�5月�1�5～�1�6日將於本院舉行神學營，講員

　：陳冠賢牧師、普梅恩老師。

�3�.�1�0�3學年度下學期於�2月�1�0日正式上課，院本部

　學生共�3�7人，教會進修生共�2�8人。

【神研所】

�1�.今年路德神學研究所的考試日期延至�5月�2�5日�(

　一�)，報名截止日為�5月�4日。�3月�4日�(三�)上午舉

　辦招生說明會。

【學務處】

�1�.�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早崇拜�(每週二～四� �A�M�1�1�:�0�0

　�-�1�2�:�0�0�)，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參與，詳細內容請

　參閱學院網站。�h�t�t�p�:�/�/�w�w�w�.�c�l�s�.�o�r�g�.�t�w

�2�.學務處近期活動：

　�3�/�4� � 預苦期禱告會

　�3�/�2�6� 【�O�M�F舞台劇】落在土裡的麥子

　活動資訊：　　

　� �h�t�t�p�s�:�/�/�w�w�w�.�o�m�f�.�o�r�g�.�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8� 

� � �4�/�2� � 受難日崇拜

� � �4�/�2�3� 路德盃運動日

� � �5�/�8� � 實習牧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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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l�s�.�o�r�g�.�t�w�/�g�r�a�s�s�r�o�o�t�/�0�4�_�A�l�l�_�c�u�r�r�i�c�u�l�u�m�.�h�t�m� 

【行政處�-企劃部】

�1�.感謝主，�3�/�9� �A�P�E�L�T「馬丁路德的聖靈觀」研習

� � 參與的學員共計�2�1�7位。

�2�.各區校友聯誼會：

� � �3�/�1�6高屏區，由陳輝龍牧師協助接待。

� � �3�/�2�3桃園區，由傅振瑛傳道協助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