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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的 話

不一樣的看見
劉孝勇院長

看見是一種需要，一種反應，一種習

看見的故事，並沒有停留在這裡。「耶穌

慣，也是一種表達。當你在讀這篇文章的

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就

時候，在看什麼？為什麼看?看到了什麼？

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

也許這輩子到現在，你可能從來沒有想過

復原了。」(可三5)耶穌對這些人的「周圍

，你的看見會給自己和別人帶來無與倫比

看」(periblepsamenos)或是環顧四周，也

的影響。

不是普通的看，而是帶著忿怒的情緒在看

根據馬可福音的記載，主耶穌在迦百

，憂愁這些內心剛硬的人站在一位有需要

農停留的時候，常常進到會堂傳講信息(可

的弟兄周圍，竟然完全沒有同情心或同理

一21、39;三1)。有一次，就在這敬拜和聆

心，不能設身處地為這個身體殘障的人著

聽  神話語的處所，碰到一位單手枯乾的男

想。馬可福音的兩種看見，在這裡已經激

士。有枯乾的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起千層浪花，隨時就會引爆一場激烈的衝

，誰有這種缺陷或任何疾病而不想得到醫

突，甚至是殺身之禍。

治呢?但是問題來了，耶穌進會堂的那天剛
好是安息日，「眾人窺探耶穌，在安息日

2

是的，不一樣的看見帶來不一樣的結
果。

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可三

使徒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路程中

2)  請注意，這裡的窺探(pareteroun)，是

，也曾經有一個特別的看見。當他隔著海

一種看見。那些仇敵到底要看什麼呢?那些

，在亞洲這一端的特羅亞，夜間看到一位

福音的仇敵想要看看耶穌會不會做錯事或

馬其頓人站著求他過來幫助他們。(徒十六

說錯話，以便藉機攻擊或甚至除掉耶穌。

9)保羅可以清楚地分辨這是來自  神的異象

這是蓄意的犯罪，不是嗎？馬可福音談到

和呼召，他隨即起身，搭船渡海，來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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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波利和腓立比，把福音正式傳入歐洲。

樂、以及一切你該得的，你們不需要更多

這個改變世界的福音行動，源自於不一樣

了。因此，好好去作工吧！看看我已經成

的看見。

就的事，並且傚法。天父單為你們的緣故

你看見了什麼呢？信神的畢業生，以

，差我進入這個世界，並不是為我的益處

及在校的老師、同工和在校的神學生們，

，而是為要幫助你們。我已經如此行，為

你們看見了什麼呢？與撒瑪利亞的婦人談

你們而死，將我一切的所是所有都賜給了

道之後，主耶穌對門徒說：「舉目向田觀

你們。你們應該用同樣的態度來思想及回

看(theathathe)，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

應。」(LW11,p.730) 看主所成就的事，並

割了。」(約四35)  當時的門徒看見了嗎？

且傚法，這是不一樣的看見和生命。

你看見了嗎？路德曾經在傳講約翰福音二
十章19到31節的一次信息中，提到：「主

期盼我們都能看主所看，行主所行，
活主所活。

會說：你們已經從我得到夠多的平安、喜

謹 訂 於 二 ○ 一 五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星期六下午三時，
假本院信義大樓路德廳舉行第四十七屆畢業典禮
特邀Rev.Dr.Timothy Quill證道。

恭請蒞臨
同頌主恩
董事會
中華信義神學院 教授部
畢聯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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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的聖靈觀
－3/9AP ELT研習專題－

柯安得                牧師
楔ᶩ嶗⽟䘬俾曰奨ġȹRev.
Dr. Jukka Kääriäinen
ġ
「路德的聖靈觀完全貫穿路德的整個神學
幫助我們去領受
ˬ嶗⽟䘬俾曰奨⬴ℐ屓䨧嶗⽟䘬㔜ᾳ䤆⬠˭ĩœŦŨŪůġőųŦů

」(Regin  Prenter)。這個聲稱，雖然正確，

和保存；善加利

但不是不言而喻的。雖然路德神學最有名的特
用和傳給他人；
䘬ˤġ晾䃞嶗⽟䤆⬠㚨㚱⎵䘬䈡刚⎗䬿㗗Ṿ䘬⋩㝞䤆⬠ㆾṾ慵㕘
色可算是他的十架神學或他重新發現了因信稱

將之繁衍和促進

義的福音，但是我相信路德的聖靈觀對今日的
。祂內在和外在
䘬俾曰奨⮵Ṳ㖍䘬厗Ṣ㔁㚫㚱⮞屜䘬届䌣ˤġㆹ⮯⛐ᶳ㔯ᷕ妋慳
華人教會有寶貴的貢獻。我將在下文中解釋路

都是這樣做：內

冯俾曰㚱ᶵ⎗↮√䘬奒⭮斄Ὢ䘬ᷣ⻝ˤġ
德聖靈觀的一些重點，特別是他對聖道與聖靈
在，是藉著信心
有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的主張。

和其他屬靈恩賜

首先，聖靈主要的身份是『創造與新創

椾⃰炻俾曰ᷣ天䘬幓ấ㗗ġˮ∝忈冯㕘∝忈ᷣ˯ĩŔűŪųŪŵŶŴ
；外在，是藉著

造主』(Spiritus Creator and Re-creator)
福音、洗禮和聖
尉㗗Ṩ湤烎䣪∝忈冯岄ᶳ䧙佑冯ㆸ俾ˤ俾曰妋㰢⚈ᾉ䧙佑冯ㆸ
。祂創造及新創造的對象是什麼？祂創造與

餐。藉著這些，就像祂用三種工具或方法來

ḇ㗗㚜㕘䓇␥炻ㆸ俾䘬∝忈ᷣˤġ
賜下稱義與成聖。聖靈解決因信稱義與成聖
到我們當中，在我們裏面演練基督的受苦，
關係的問題：祂同時是賜下稱義的主，也是

以有助於我們的得救。」

䫔Ḵ溆炻俾曰㗗岄ᶳ】℠䘬⎴㗪炻冒ḇ㗗】℠䘬䥖䈑
第四點，在他對信經第三段的解釋，路

更新生命，成聖的創造主。
第二點，聖靈賜下恩典的同時，自己也
是恩典的禮物 (gift of grace and Giver)。 

德聲稱聖靈怎麼藉著外在的福音創造得救的

䫔ᶱ溆炻ᶱᶨᶲⷅ⛐俾曰塷⬴ℐ䌣↢冒ġĩŵųŪŶůŦġňŰťġŤŰ
信心：「我信我不能憑自己的理性或力量信

第三點，三一上帝在聖靈裏完全獻出自
靠我主耶穌基督，或親近祂；乃是聖靈用福
忁㧋婒㖶烉ˬ忁㗗ᶱ侴ᶨ䘬ᶲⷅ炻ġ㈲䣪冒䘬㗗⍲㚱䘬ᶨ
己 (triune God completely gives Himself 

音宣召我，用祂的恩賜啟導我，使我成聖，

⎴⣑⛘叔䈑Ṍ䴎ㆹᾹ炻ġ⤥⎓⬫Ᾱ⽭枰䁢ㆹᾹ㚵⊁炻⮵ㆹᾹ㚱䙲
through  the  Spirit)。拜爾這樣說明：「這
並保存我在真信仰裏；正如祂宣召聚集世上
是三而一的上帝，把祂自己的所是及所有的

全基督教會，並啟導他，使他成聖，更保存

一切，完完全全給予我們各人。父將自己連

他在獨一的真信仰裏與耶穌基督聯合。在這

同天地萬物交給我們，好叫它們必須為我們

基督教會，聖靈每日多多的赦免我和所有信

服務，對我們有益。然而這些恩賜卻因亞當

徒一切的罪。到末日，聖靈使我和凡死了的

侴⼺䃞Ḯˤġ⚈㬌⫸晐⼴ḇ⮯冒䴎冯ㆹᾹ炻ġ岄ᶳ䣪㚱䘬

⽑炻⼿ẍℵ㫉㳣叿炻⍰塓䧙䁢佑炻⽆侴ḇ娵嬀⼿叿䇞䣪

的墮落變得幽暗而徒然了。因此兒子隨後也
人都復活，又賜永生給我和一切在基督裏的
Ṍ⇘ㆹᾹㇳᶲ炻⯙⮵Ṣ䃉䙲ˤ㕤㗗俾曰ἮḮ炻ḇ㗗⮯冒⬴⬴
將自己給予我們，賜下祂所有的工作、痛苦

信徒。這是實在正確的(馬丁路德小問答135

ㆹᾹ栗䣢䘬忁䧖┬埴烊⸓≑ㆹᾹ⍣柀⍿ᾅ⬀烊┬≈⇑䓐⁛
、智慧和公義，又使我們同父復和，得以再
頁)。」拜爾說明：「這一段的核心動詞是『
次活著，又被稱為義，從而也認識和得著父

給予』…還有相關的動詞如『賜下』、『分

和祂的恩賜。可是如果這個恩典深藏不露，

給』…『享有』、『領取』、『保存』，  聖

㗗忁㧋

烉ġ⛐ℏ炻㗗啱叿ᾉ⽫℞ṾⰔ曰】岄烊ġ⛐⢾炻㗗啱

不能交到我們手上，就對人無益。於是聖靈
靈神學…是一種絕對施恩的神學…父不僅是
ᶱ䧖ⶍ℟ㆾ㕡㱽Ἦ⇘ㆹᾹ䔞ᷕ炻ġ⛐ㆹᾹ塷朊㺼䶜➢䜋䘬⍿劎炻
來了，也是將自己完完全全地給予我們。祂

給予某些東西…祂…將自己給予我們。同樣

教導我們認識基督對我們顯示的這種善行； 䫔⚃溆炻⛐Ṿ⮵ᾉ䴻䫔ᶱ㭝䘬妋慳炻嶗⽟倚䧙俾曰⾶湤啱
地，兒子將自己交給我們…最後，聖靈不外
4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傥ㄹ冒䘬䎮⿏ㆾ≃慷ᾉ月ㆹᷣ俞䧴➢䜋炻ġㆾ奒役䣪烊ġᷫ㗗

ㆹㆸ俾炻᷎ᾅ⬀ㆹ⛐䛇ᾉẘ塷烊ġ㬋⤪䣪⭋⎔倂普ᶾᶲℐ➢䜋㔁

乎是揭示和傳遞基督這種自我犧牲的消息，

關於受苦、被釘死、為你捨命及復活的主耶

並從而傳遞父的善行。我們是在聖靈裏，藉

穌基督，才產生的。」

著耶穌基督而認識和愛戴父上帝的（拜爾－

因為聖靈工作的主要目的包括廣傳福音

路德神學當代解讀，311-2）。」換言之：「

、榮耀上帝（基督）、造就教會、安慰和造

這就是聖靈的職分和工作：藉著福音，顯示

就信徒，路德在他的小問答列出了九方面的

上主透過基督完成了哪些偉大而光榮的事情

聖靈工作（馬丁路德小問答136-144頁）。1.

。亦即祂從罪、死亡、及魔鬼撒但的權勢救

把基督的益處應用在罪人的身上。2.藉著福

贖了我們；把我們擺在祂恩典和保護下；及

音和聖禮把最寶貴的恩賜白白地給罪人：  對

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賜給我們（SL8,754）。」

基督的信心、罪得赦免、與永生。3.賜罪人

第五點，聖靈不會使人的內心不安、不

對救主耶穌有得救的知識，以致信靠耶穌，

確定、懷疑。聖靈不是壓力者，而是安慰者

因祂而喜樂，得到救恩的福氣和安慰。4.  使

、保惠師。

死的罪人重生與歸正。5.使罪人榮耀和讚美

第六點，路德很清楚地表達基督和聖靈

基督。6.用福音保存我在真信心裏，信徒的

的關係（relationship  of  Christ  and  the 

恆忍。7.使罪人成聖。廣義是領我信基督，

Spirit）。祂是基督的靈，基督應許和差派

使我過敬虔的生活。狹義是賜下敬虔生活的

的靈。根據約十五：26「但我要從父那裡差

能力：一生的更新，包括靈魂、意志、態度

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

、慾望，所以我現在努力去勝過罪和行善。

了，就要為我作見證。」因為聖靈是從聖父

8.賜給教會恩賜。9.賜給一些信徒行神蹟奇

和聖子發出的，在基督和聖靈的關係，基督

事的恩賜。請注意：在台灣教會最常強調的

有一種優先權，所以我們不容許把聖靈提升

第九方面，賜給一些信徒行神蹟奇事的恩賜

為在聖父或聖子之上！路德在他對約十五：

，只是九種工作之一！

26～十六：4的註釋中是這樣解釋聖靈當基督

路德強調的律法與福音的區分也對他的

見證人的工作：「基督明確地說，聖靈將為

聖靈觀有關鍵的重要性。拜爾這樣說明：「

我，『不是為別人』作見證。除了這見證以

如果聖靈唯獨『用福音』宣召，而福音又唯

外，你找不到持久的安慰。我們能確定的是

獨與律法有別才是福音，那麼即便是在聖靈

：聖靈沒有促進別的教義，沒有促進摩西或

論中，律法和福音的區分也有非常關鍵的作

任何律法，使良心能獲得安慰。良心只能藉

用。既然如此，聖靈的工作首先是在於使人

著基督死亡和復活的宣講獲得安慰。任何其

牢記律法，執行上帝對罪惡的審判；然後聖

他的宣講－關於律法、善行、聖潔的生活等

靈用上帝第二次，終極的話語，即福音，赦

，都無法安慰，反而使有需要，不安，將面

罪和生出信心來」（拜爾303）。聖靈工作的

對死亡的人絕望和恐懼。需要安慰的人不應

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在罪人的生命裡應用律法

期待聖靈直接從天而降的信息。聖靈透過講

與福音。路德這樣解釋這件事：「首先，在

道公開地作見證。你要藉著聽的道尋找祂， 

萬事萬物之前，我們聽到上帝的話語，指出

直到你得到內心的肯定及安慰。但那內在的

聖靈來了，是要處罰世界的罪（約十六：8）

見證只能透過外在的、宣布的、聽見的道，

。如果我們認清自己的罪，就聽到基督的恩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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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聖靈於是在同樣的話語中再臨，願意隨

體，和『別的』信徒（Luthers  Works  37: 

地隨意，賜給誰，就將信心賜給誰。這之後

95）」。上帝的道和聖靈不僅同屬一個，並

便是殺死「老亞當」，十字架及愛心的工作

且還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沒有道，聖靈不

」（Luthers Works 40:149）。

會開口。聖靈透過道並在道裏面說話。只有

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贏得（贏取）了

當外在的道說出之後上帝才會賜予祂的靈。

救恩，但祂藉著宣布的福音和施恩具（聖禮

道本身有靈性的能力，是又活潑又有功效的

）賜給我們。在這任務裡教會扮演關鍵的角

（不需要添加聖靈才有力）。路德這樣解釋

色。路德這樣解釋：「為使這珍寶不被埋沒

他的立場：「上帝決定不把聖靈在聖道以外

，供人使用與享受，上帝就會使福音傳開， 

賜下,反而只藉著聖道賜下聖靈，使用我們當

同時祂賜下聖靈向我們提供與應用這救贖珍

祂的同工。藉著聖靈隨意隨時所做的，我們

寶。因此，成聖不過是帶我們到主基督面前

外在的宣布祂內在的。當然，上帝可以在聖

，  領受我們自己所不會獲得的祝福。（協同

道以外完成這一切的施工，但祂不願這樣做

書372）」。「聖靈先引我們進入與神的交通

。我們也不應當尋求祂為什麼這樣行。」「

，將我們置於教會的懷抱中，在那裏向我們

我們須堅持：上帝除了藉著或同著先行的外

宣講福音，帶領我們歸向基督…聖靈…藉這

表之道外(through  or  with  the  preceding 

團契『教會』召集我們，使用教會從事教導

outward  Word)，不將祂的靈或恩典賜給任何

及宣講聖道。祂藉此道激發和促進信徒成聖

人（協同書261）。」他對聲稱受到聖靈直接

，信心與聖靈所結的果實日日長進，天天壯

的感動（being  directly  moved  by  the 

大…因此基督教會的一切安排，使我們能每

Spirit），或對聲稱直接從聖靈得到一句話

日獲得圓滿的赦罪，乃藉聖道與所指定為終

（receiving  a  direct  word  from  the 

生安慰甦醒我們良心的表號。」(through 

Spirit）嚴厲的反對，因為聖靈不會規避聖

the Word and signs appointed to comfort 

道。

and encourage our consciences as long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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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聖道與聖靈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有

we  live  on  earth.)我們雖然有罪，聖靈的

明確的聖經基礎。詩三十三：6「諸天藉耶和

注意使罪不致損害我們(Although  we  have 

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在

sin, the Holy Spirit sees to it that it 

希伯來文裡，「話」跟「氣」（道 / 靈）（

does not harm us)， 因我們是在基督教會裏

dabar / ruah） 有平行的關係。在希伯來文

，那裏有圓滿的赦罪。上帝赦免我們，我們

化及希臘文化的處境，「靈」與「口頭的話

也彼此赦免，分擔和幫助…聖靈仍須藉道繼

」有著又自然，又親密的關係。因此，「誰

續在我們裏面工作，日日賜予赦免，直至不

不願意聽神的話（道），誰就不可能從祂的

再需要赦免（協同書374-5）」。

氣（靈）得著任何好處」（Luthers  Works 

路德的聖靈觀很獨特，特別的貢獻是他

Weimar edition 9.632, 6-8）。 因為上帝講

對聖道與聖靈有不可分割關係的強調。「聖

話時吹出祂的氣（靈），因此不可能使祂講

靈不能與我們同在，除非藉著受造物（物理

出的話（道）與祂講話的媒介（氣/靈）分開

的東西），例如（神的）道，水，基督的身

。路德對他走唯靈派的指導教授嚴格批評：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他不斷地講『聖靈，聖靈，聖靈』這句

份則緊跟其後而至。祂是這樣決定的：除了

話，但他竟然拆除了聖靈要使用的橋、道路

透過外在部份，祂不會給人內在部份。因為

、和階梯，全部聖靈要使用來接近你的管道

如果沒有祂為此而設的外在話語和記號，  祂

」（Luthers  Works  40.147）。路德對約六

就不願意賜下聖靈，給人信心（拜爾301-2）

:63b，「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

。」

命」的解釋強調，藉著祂的話（道），  神使

最後，我們怎麼持續活在聖靈裏？只要

祂的聖靈「說出」給我們，「吹氣」使聖靈

透過我們持續地藉著基督的道，領受聖靈  （

進入門徒裏。從約翰福音還可以舉接下來的

弗五:18）。弗三：16,17,19「求他按著他豐

例子來表達聖道與聖靈的平行關係： 

約六

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

:68「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

？」約三：34～35「上帝所差來的，就說上

裏…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

帝的話。因為上帝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

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換句話

的。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祂手裡。」約二

說：你越被上帝的話充滿，你就同時越被聖

十：22「說了這話，(耶穌)就向他們吹一口

靈充滿。被基督的愛、話、及同在充滿就是

氣，說：你們受聖靈。」

被聖靈充滿！路德對神的話本身有深刻的靈

因為耶穌充滿了聖靈，祂的話也充滿了

命力量作了以下的見證：「我用主禱文禱告

靈與永生，所以祂的話（道）也傳遞祂的靈

時，有的時候我的腦海充滿了太多美好的思

。藉著講天父的道，耶穌將聖靈傳給、賜給

路。這樣的情況發生時，我們應該漠視其他

信祂的聽者。今日，耶穌繼續使祂的靈－那

（主禱文的）禱告，注意這些思路，安靜的

使神的道講給我們的聖靈，「吹/講」給我們

聽，千萬不要妨礙他們。聖靈親自在那裏講

（來 3:7; 10:15-17; 啟 2:7, 11, 17, 29; 

道，祂講的一句話超越我們的一千個禱告。

3:6,  13,  22）。  祂的話有威力，有功效。

常常我從一個禱告學到的遠遠超過從讀很多

（來4:12,帖前2:13）。既然祂的話被聖靈充

書學到的屬靈功課」（LW  43.198）。願上帝

滿，話履行祂所說的。耶穌講話時，聖靈透

使祂的聖靈，透過祂寶貴的話語，充滿、堅

過祂的話動工。聖靈使耶穌的話和聽眾都活

固、及安慰我們這種不配的罪人！

躍起來。因此，耶穌講話時，祂的話傳達聖
靈與恩賜。神可靠的話語和活潑的靈是一體
兩面的事實。拜爾這樣解釋：「現在上帝讓
自己的聖福音這樣傳開，以便可以用兩種方
法和我們交往。其一是外在的，其二是內在
的。在外，祂是藉著口傳福音的話語及有形
的記號和我們交往，即藉著洗禮和聖餐。在
內，祂是藉著聖靈和信心，連同其他的恩賜
，不過這一切都是如此這般，按著這種次序
進行，即外在部份應該也必須領先，內在部
感謝主！3/9APELT研習會，共217位來賓與會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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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信仰

從聖經角度看藝術
孫玉芝老師

首先，我們從聖經中可發現上帝就是一位藝術家。
上帝所創作最偉大、最榮美的藝術品就是─宇宙萬物和聖經。宇宙世界是結合了音樂、繪畫
、雕塑與實用的造型藝術，聖經則是一本充滿了愛和啟示的文學著作；這兩者都是『最高智慧』
的藝術創造，也都蘊涵了上帝絕對存在的全能與美善。無怪乎詩人讚嘆曰：「耶和華我們的主阿
，

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八1，十1）
第二，藝術才能是上帝所賜的，藝術就是一門專業。出埃及記第卅一章記載，上帝以自己的

靈充滿比撒列，賜給他智慧和知識，賦予他特殊才能負責藝術設計和指導聖物製作，又帶領同工
製作各樣器物、聖衣和香料。歷代志上也記載有些精通歌唱、教唱、演奏樂器的利未人，他們的
專業是上帝所賜和特別委派的（代上十五33，十六37）。祂指示摩西建造會幕的樣式，親自指導
所羅門建造聖殿，更親自啟示30位作者寫下充滿文學藝術美的新舊約聖經。
第三，成為一名藝術家是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對負責會幕設計和教導的比撒列和專職歌唱演
奏的利未人而言，都是上帝親自提名的呼召，是一項特殊而至高無上的使命，他們必須具有完成
上帝所託付以及領導其他同工的特質。此外，從上帝賜予比撒列智慧才能而言，這也否定了一些
把藝術家歸類為非理性的、缺乏分析和實踐能力、全靠直覺而行的論點。
在文藝復興時代如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阿爾伯蒂（Alberti）等，都是重要的畫家、雕刻
家、建築家，同時亦是科學家或古典學者。他們認為藝術既然是摹仿自然，就要把藝術擺在自然
科學的基礎上；因而非常強調藝術家們除對自然本身要有精確的科學理論基礎，還應孜孜不倦地
研究藝術表達方面的科學技巧。所以凡與造形藝術相關的某些科學，如解剖學、透視學、配色學
等，原先都不是由自然學家而是由一些造形藝術家開始研究起來的。［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
卷），頁162。］
上帝是藝術創作能力的泉源，創作能力是上帝賜予人的專業才幹，而藝術品則是上帝賜給人
的美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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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皆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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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院本部
神 學 碩 士 2 人

神藉路德開我眼界
因為普愛民牧師誠摯的
邀請，我在2010年，道碩完
成後的兩年，終於鼓足勇氣
報考路德神學研究所，學習
更深入的課程。修課期間有
Knut  Alfsvag，Eugene  Boe
和俞繼斌三位專精教授的授
課，包括路德與他的時代、路德與聖經、路
德倫理學與牧者路德等涵蓋廣泛的題材，以
及由普牧師親自用心帶領我們五位同學(簡昶
文、董德官、潘立言、虞韻琴與本人)，一起
研讀討論路德相關的著作，而且是在他身體
衰弱、病況加劇的過程中完成四學期中分量
最重、時數最多的路德研討。
感謝神的恩典幫助我，逐步完成神碩的
課程規定。被普牧師批閱的報告，從開始的
差勁到後來可接受的程度，真有幸被他教導
和帶領。進入路德著作中許多不同的面向後

珍貴的禮物

神學碩士-李明知
，實在欽佩路德此人能被上帝大大重用，都
因為他認真誠實面對上帝，甘願「讓神是神
」的心態，促使他時時自省內心的屬靈狀況
，並對神作出回應。深刻覺得路德神學有其
精湛獨到之處，不僅在中世紀末造成宗教改
革之重大影響，如今仍舊可以幫助與啟發人
，如何面對信仰中的神學議題和生活中的實
踐挑戰。藉由這幾位師長的啟迪，我個人的
確獲益良多，也認同路德對聖經權威的信念
，更願將其深化並活用在教導和講道兩方面
的事奉中。
最後，在論文寫作的階段，很感謝潘佳
耀牧師的指導，他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
，幫助我表達新反思的思路更加清晰，使得
論點明顯易讀。此外，還有太太與孩子的支
持鼓勵，讓我能夠面對挑戰並堅持寫完論文
。願將自己交託在天父的手中，成為祂合用
的器皿，懇求主引導前面的道路。
神學碩士-林少雯

這三年專心研習路德神
學的旅程，是神在我生命中
所賜珍貴的禮物。這屬靈的
豐收和飽足，遠勝過世上任
何物質所能衡量。
透過學習我能更清楚的
認識自己。在沒有任何人督
促學習進度與論文寫作的情況下，我原本會變
成一隻失落的羔羊，在貪婪山水美景或深陷崎
嶇曠野時掉入泥沼之中。我深深明白這是神的
慈繩愛索，將我牢牢的繫在祂的膀臂中，讓我
安然度過這一切的試煉和挑戰。祂帶領我安穩
在祂的懷中，一路瞻仰祂話語的豐盛與恩典的
長闊高深。
透過學習我能充分的與神對話，將我對
信仰的問題、疑惑、擔憂和徬徨，都帶到主
的施恩寶座前，讓祂親自為我解答。這位創
造主此時也成為我生命的導師，祂引導我度

過生命的瓶頸，並帶領我領受生命的奇妙和
豐盛。
透過學習我能自由的與路德對話，將我
對聖經詮釋的迷失，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解
答和驗證。路德的神學觀是神賜給人珍貴的
禮物。透過路德對聖經的詮釋，我們得到看
見神的正確焦距和視角，因此，我們的眼睛
不模糊、我們的眼光不偏移、我們的心也不
再徬徨。
這學習的過程，不只在乎我的聰明或努
力，更在乎屬靈生命的操練和啟發。它讓我
看見神的智慧遠遠高過人的智慧、神的恩典
遠遠高過人的理性和工作。神的智慧才是我
們一生不可離棄的法則，就如聖經上說：「
高舉智慧，它就使你升高；懷抱智慧，它就
使你尊榮。它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把榮冕
交給你。」（箴4:8-9）。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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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學 碩 士 8 人

不盡的感謝

道學碩士-張聖華
時間過得很快，回想剛

Gloria,沒有你們的犧牲和陪伴，就沒有我。

來台灣時我們的小女兒玉賢

林老師在幽默中帶出釋經學的真理，歐牧師

還不滿3歲，老大仕賢和老

和夏牧師的原文解經，收穫多，頭髮也掉了

二仲賢也才國二和小六。如

不少。也許這是奇妙的交換吧！夏牧師宣教

今小的已經進小學，大的準

的DNA值得效法，潘牧師的教會歷史長，作業

備要考大學了。

也少不了！柯牧師的路德神學是thought- 

時間真的不夠用，是許多同學共同的心

provoking，教牧輔導要傾聽人和神的聲音，

聲。學院、教會、家人相處都需要時間，常

俞牧師的宣道學是以基督為中心，韓老師的

常在一邊熬夜和一邊打蚊子的情況下把一篇

耶穌生日會活力十足。冠賢老師的崇拜學聖

又一篇的報告完成。

餐有主的臨在。最後感謝學院的同工們，因

神學訓練很重要，恩典也不可少，原來

為有你們我們可以活在恩典中。

聖經不是一本認真讀就能讀懂的書。需戴上

來了是為了離開，聚會是為了散會，裝

以基督為中心的放大鏡和釋經的過程，分辨

備是為了服事。 你們的每一個問候、鼓勵、

律法和福音，才能抓住救恩的核心。

禱告和擁抱都在我的生命故事裡留下祝福，

感謝很多，能來又能離開都是神的恩典

願神祝福大家！

！謝謝陪伴我的妻子文珍，孩子Tim,Josh & 

真情分享

道學碩士-陳昌隆
感謝神的帶領，更讚美

真理而來的自由。因信稱義的真理，更使我

主的恩典，因祂引導我到學

知道放下自己所以為是，將自己全然的仰望

院接受神學裝備。在我的生

、交託在主的手中，祂是生活中以馬內利的

命中給我很大的力量與勇氣

神。

能面對未來的日子，那就是

在校生活點滴：在學院的生活個人非常

「我是個罪人，同時又是個

的珍惜，在課業上有老師的指導與教授，使

義人」，因我知道我所信的

過去所知的真理，再重新的整理並引導回歸

是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在生命中的每個角落

到聖經，奠定了個人在真理上的目標與身分

的塵埃，在畢業的前夕堅定的提醒我這罪人

，感謝老師在主裡的愛心、耐心的教導。在

，只有信靠來自耶穌的義才能拂去塵埃中隱

與同學的互動中看到大家都能彼此的服事與

藏的污穢不堪的景象。

包容，心裡感到喜樂與安慰。校園的生活有

感想：過去因為在世俗的道德框架中，

酸甜苦辣，畢竟在主的愛裡都勝過了。將來

生活中內心的掙扎無處可卸並自以為義，但

與主永遠的生活在一起時，主會解開很多個

到了中華信義神學院在馬丁路德神學詮釋的

人所不知的奧秘。畢業後，單單的仰望主了

真理，個人全然得到了從耶穌基督的福音來

。

的真理，內心的掙扎與困惑真正的得到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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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樂中成長

道學碩士-陳文彬
5年真是不算短的時間

在信神忙碌的課業中，總是穿插著一些

，感謝主，給我這麼寶貴的

有趣的活動，藉著全院郊遊，學校師生、同

時間在信神這個寶庫裝滿了

工與眷屬可以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認識，每

許多的故事、回憶、友情與

年的路德盃運動會，更是讓我們享受歡樂的

學習，感謝主，讓我浸泡在

時光，送舊晚會總是在課業最繁忙的時候，

信神這個充滿福音、恩典與

給我們紓壓最好的機會，看到許多同學的表

榜樣的環境中，用5年的時

演恩賜與創意，真是難忘的回憶，信神就是

間，幫助我漸漸成長，這是上帝的經濟學，
不計成本與代價，單單因為祂愛我。

一個有愛與故事的大家庭，我愛你。
信神的老師們，扎實的學識涵養，認真

在信神新生入學時，會安排將近一個禮拜

又有耐心的教學，不只教我們知識，更是在

的時間到各地教會參訪，可以和同學們一起到

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的生命榜樣，老師們，

各個教會觀摩，聽取牧者寶貴的牧會經驗，幫

謝謝你們用愛心幫助我成長，謝謝你們亦師

助我開闊眼界，給我更多角度看神在每個教會
的奇妙作為，不禁發出對神的讚美，使我在事
奉的道路中，上了很重要的一課。

奇「益」恩典

亦友的陪我走這5年生命塑造的路，你們會永
遠保存在我的相簿中，我會想念你們，謝謝
你們豐富了我的生命。

道學碩士-巫奇益
在神學院四年的時間，

妄的姿態，仍然覺得羞愧。我是蒙了何等的

有許多感謝，特別是休學半

恩惠才能接受學院的裝備，這四年，也從未

年這段時間，仍然感受到學

缺乏過什麼!所擁有的都是主內肢體無私的代

校的鼓勵和支持，才幫助我

禱和奉獻。在教會常有人問我一家五口怎麼

回到學院，完成剩下一年的

維持生活，我由衷地告訴他們，其實上帝的

功課。回想起剛進入學院的

豐盛和信實是不落空的，也不是我配得這些

時候，自己是個在人前事奉

恩典，上帝實在愛我並供應一切所需。

，背後卻不喜樂的人。然而感謝學院所堅守

    我拿什麼來回報上帝的愛呢?我拿什麼回

的因信稱義的福音釋放了我。使我不論在人

報這四年我在學院所學的呢?是那份唯獨恩典

前人後都能一致，因為我接受了上帝不是因

的愛、唯獨基督的堅持、唯獨聖經的忠心。

我的功勞而赦免我，而是祂深厚的愛在耶穌

願我一生以基督的愛去愛人，作神聖道忠心

身上顯露出來。所以我來回應這份聖潔無瑕

的管家，對基督的信仰至死不渝。當然，這

的愛，雖然我知道我不配也永遠做不好，但

不是靠我自己去的，而是聖靈在我心中所發

神卻仍然接納了我。

出的力量，為要榮耀見證基督。

    我親愛的老師們，您們的生命也實在反映
出這份愛來，接納我太多了。想到我當初狂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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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棒的我
我是來自地方性的峨眉
基督教會，雖然不是信義宗
教會的背景，但上帝帶領我
進入信神就讀。為期三年的
道碩看起來不長也不短，不
僅是我全職事奉重要的初始
時期，更是開啟我即將進入
承接教會下一棒宣教和牧養使命的重要階段
。感謝恩主!讓我在學院接受海內外老師們正
統的神學裝備，使我對信仰有更深的體認，
若應用在自身，便是更深認識自己，也更加
瞭解人極需要上帝的福音。若應用在生命事
奉的聖召觀，我實在需要更多的倚靠上帝才
能更忠心的擺上。
在學期中，我體認到學院在宣教上非常
注重，使我得以擴張眼目，看見老師們是如
何委身於跨文化的宣教，成為我們的榜樣。

律法與福音餘生錄
昨天拍了畢業生的團體
照，和師長同工們以及同學
們一起，想不到這麼快輪到
我要穿畢業生的袍子。這原
本早先期待的，如今卻感到
惶惶不安。真的讀完了嗎？
其實現在還在趕著畢業專題
的論文，加上許多上課必須要交的作業，我
忙到不知要先完成哪一份比較重要？為什麼
這麼忙呢？記得之前看畢業班的學長，在畢
業的那學期是輕鬆悠閒的，就等著畢業，以
及只剩幾個學分的課業而已。哪裡像我現在
感覺到好像交不完的作業，那樣的被時間趕
著跑。希望當這篇感言在神學院下一次季刊
刊出時，我已經完成該交的報告且拿到畢業
文憑。請看見這篇感言的人為我禱告，禱告
你不會看見我還在信神的教室或校園裡走動
，或在圖書館裡坐著沈思小憩，那就表示我
太愛學校了，捨不得走，只好想辦法留下來
。這結局應該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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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楊宗勇
然而在學院生活的日子裡，我深刻體驗在這
大家庭中有基督的愛和團契。特別在我感到
沮喪最需要幫助時，老師同工們伸出援手扶
持我，並寫下溫馨大卡鼓勵安慰我，使我感
到不只是接受被服事，更是體會人在這種處
境下所需要的一切。能將裝備和經歷同時學
習體驗，對我個人和事奉有極大的助益。
上帝帶領我在信神的大家庭中成長，這
是個美好的開始，但我相信不是畢業就結束
了，因為裝備是一生之久。在我人生看似剛
起頭的階段有如此實質的裝備，實在是上帝
給我最寶貴的恩典。感謝主！這三年的生活
點滴，有老師、同工和同學們的相伴，有很
多美好的回憶。我將帶著上帝和大家的祝福
繼續奔走前面需要肩負使命的事奉道路，進
入充滿甜酸苦辣的牧會生活，求主施恩帶領!

道學碩士-林錫安
談到畢業，我應該很高興，總算擺脫了
三年塞車的夢靨。身為走讀生的我，只有硬
著頭皮每天面對從竹北到新竹光復路交流道
那巨量的車潮，我必須壓迫著旁邊的車讓它
閃邊，又必須硬切入擁擠的車道中，不管後
面的來車如何按喇叭，駕駛有多麼地不高興
，我只能說Sorry。早上八點上課對我是非常
痛苦的事，但偏偏神學院老是從八點就開始
上課，對此，我總是苦不堪言，但只能接受
。曾經有位老師在我道碩一年級新生時，說
準時到校是你的責任，塞車不是藉口也不是
理由。我當時聽了有些難過，這就是我要讀
的神學院嗎？這三年我大概早上八點的課遲
到了不少，但感謝神，我現在還沒有被當，
是什麼救了我？律法還是福音呢？可想而知
就是福音。因為不明白律法就不知道福音的
可貴。如果我畢業了能留下什麼給將來的新
生？只有告訴你：神學是真實的生活，生活
是真實的神學。校園裡有律法，也別忘記福
音也在老師心裡，叩門就開門，尋找就尋見
。請各自努力吧！

磨塑中的省思與看見

道學碩士-譚俊彥

回顧在信義神學院將近

現，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的看見，卻是回

三年的日子，要感謝這一路

歸到最基本的信仰核心：神的義。當頭棒喝

上時時經歷到的都是神的恩

，不禁要反省是否過於追求自以為義的成聖

典，讓我得以完成全時的道

方式，卻忽略了應該要用信心放下自我，體

碩課程。其實，讀神學院並

貼聖靈，享受神的應許與帶領。

不是我的初衷，原本只想利

感謝神，讓我在學習中看見自己在各方

用在職進修，好好地加強對

面的不足，但神仍願意透過各項的操練塑造

聖經與神學的認識，為教會的事奉工作做好

我成為那合用的器皿。學習的生活即將結束

預備，後來卻因著教會事工的需要，在經歷

，所得到的已不是當初進入信神那點小小的

個人的禱告印證與家人的鼓勵支持下，我終

期待，實在是獲得的既精彩又豐富。服事主

於順服地來到信神就讀，那好像就是一種聖

是一生的道路，期盼畢業後，能在事奉中得

靈的催逼，使我明白神的旨意，讓我學習順

著支撐的力量，在主愛中繼續成長，為主多

從、不再抗拒，因為我知道，神的靈本為善

結果子，使我的生命成為他人的祝福。

，祂會引我到平坦之地。
當初因著牧者的建議，捨卻了曾經心儀
的跨宗派學習環境來到信神，卻很驚訝地發

主啊！請差遣我

道學碩士-林麗雯

沒想到真的要畢業了？

。信神是一所看重「藉信稱義」，上帝福音的

！猶記三年前突然來的一通

神學院。過去三年，老師們透過各樣的課程與

電話，喊著「麗雯，妳不是

生命的互動，帶著我們更深刻地去思想「何謂

想讀書？現在不讀，更待何

福音」，以及「如何活出福音」。這份作業，

時！」就這樣開始神學院的

可謂學習的呈現，柯牧師的e-mail猶如對福音

生活，且從原本的一年到後

的共鳴。越多體認，就越加感動。

來的三年。現在，居然就要

感謝那一路引領我的神，雖然等了很久

畢業了。想到此，不禁感恩。主啊！何等美

才有機會讀神學院，但實在太值得太豐盛了

好，不可能的，但

成就了。

。感謝教會大力的支持，也感謝老師們殷勤

上禮拜柯安得牧師寄來一封e-mail，恭

地教導，還有歷任室友的接納。此外，感謝

喜我，作業得了一百分。其實，鼓勵成分居

嬿陵廚師的厚愛，總是看好我。也感謝英嫩

多。這份作業的題目是「找出信條內對福音

、嘉祥夫婦的關愛，永遠敞開大門歡迎。接

一詞的基本定義，細心反思，並以你自己的

著，等候上帝下一步的呼喚，「麗雯，妳不

詞句描述福音的內容和對今日台灣教會的意

是一直想去…」這次不知道要等多久，但那

義。」當年選擇神學院就讀，于金堂牧師極

時，我要欣然地說，「主啊！我在這裡，請

力推薦信神，說「信神是我們信義會自己的

差遣我。」

神學院。」當初不懂，此際，有略懂的味道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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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基層宣教部
新莊區/北門聖教會-黃松齡
四十八歲，服務於電子業，教育程度：碩士。
2011年一位從湖口來崇拜的弟兄跟我說：松齡，昨天禱告時神告訴我要跟你說
：「你要去受裝備，將來你要為主作見證」。在靈修及求印證中正好讀到希伯來書
五:12「看你們學習的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
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是的，不能停留在吃奶的階段
，就來上基宣了。
上課的頭一年(2012)，太太於聖誕主日受洗歸入基督的門下。感謝主!記得有
一門課叫「伴初信者成長」，作業需實際進行關心訪談並分享，就徵詢當時的初信
者：我太太，可否作為課程分享範例，沒想到她欣然同意。那一期三個月的課程中，我們彼此都獲得建
造及裝備，感謝主！
基督徒生命是有盼望的，期待還在上基宣的同學繼續向著標竿直跑，得基督在上頭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西盛教會-賴靖婕
基宣是什麼？以前總會在心裡想，後來經過教會姊妹的解說，才知是基層宣教
，也就是學習如何向基層的人傳福音，因我是一個口才不好，且較內向的人，又為
了想更了解聖經的話，所以參加了課程。
這段上課的日子，每位來教課的老師都是飽讀詩書、和藹可親，很認真的在教
導我們，讓我們能在最輕鬆且最容易了解的情況下，對聖經有更深的認識，在教會
的服事及人際關係上也能更進一步。
真的非常感謝上帝及學院的安排，為我們這些需要主話語的人，得以有機會接
受裝備。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朱慧蓉
當家庭主婦已有二十幾年，四十多歲才信主，雖有受過大學教育，但對我而言
，要能持續上完三年課程，實屬很大的挑戰。
    當初是教會姊妹極力推薦，因不好意思拒絕邀約，只好來上課，本打算上完一
期再找理由推辭便可。但是沒想到越上越有收穫，越有興趣。對信仰有更深的認識
，知道如何在生活與信仰中取得平衡，對聖經的熟悉度也更高。而每位牧師都有不
同的風格與經歷，使我們能在短期之內就吸收他們的「功力」。同時也為我許多的
疑惑，尋求到答案。讓我更了解信主成聖的道路，這和我之前的認知有很大的差距
。更體會如何倚靠主，以及如何讀經禱告。
    這一切都要感謝主揀選了我，讓我有機會來上基宣課程。真希望能和同學有更多的時間相處而不
要畢業，因為上課真是一大享受，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教會，但已建立很好的互動。同時也鼓勵沒有
上過基宣的肢體們，也能有機會參與其中，一定會獲益良多。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謝瓊慧
五十三歲，從事市場生意，每天非常忙碌，接觸人也多，所以，有很多的機會
分享福音。在三年前接小組長的職份，深感自己神學方面的不足，及月秋執事的鼓
勵，就鼓起勇氣接受基宣的裝備。
每位老師都非常用心，認真教導，使我受益良多。特別是苗其華牧師的《基礎
神學》，讓我學習更認識神，從神眼光看自己、看別人、看這個世界，以致於我在
生活中可以有正確清楚的信仰認知與經歷，使我更了解當面臨逼迫、患難時，我是
否在信仰上還站立得住？人都喜歡凡事順利，但耶穌說：「你們在世上有苦難，但
在我裡面有平安。」
信主18年，一路走來有高山有低谷，但是上帝的恩典都夠用，賽二六:11「堅心倚賴 的， 必
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 。」我確信神的應許必不落空，因此我要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做一個合神心意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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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區/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牧恩堂-陳碧玉
民國100年來到牧恩堂，一個愛的大家庭，執事邀請我參加基宣課程『伴初信
者成長』，信主多年，都不知如何陪伴初信者，就報名了，課程中有許多實用的方
法與技巧，教導我們瞭解初信者的需要並與之建立關係，陪伴、禱告，因為『惟有
神叫他生長』(林前三:6)。
    這門課也開啟了我傳福音的動力，『向基層傳福音』就是很好的操練，發福音
單張，向人介紹耶穌，藉此訓練膽量和反應，發現自己對真理的不足，『個人靈修
生活』、『基礎神學』幫助我對神話語有更深的認識，透過讀經禱告，在這期間經
歷病得醫治，祂是我的力量和幫助。
      『活出敬拜』讓我享受到神同在的敬拜，生命得到更新改變，回應神的愛，用禱告、讚美、感恩
來面對生活中的屬靈爭戰，課程中也有敬拜操練，讓我在教會服事中可以運用出來，真是受益匪淺。 
    基宣課程，使我真知道祂，照明了我心中的眼睛，知道這恩召有何等指望，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
何等豐盛的榮耀，在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因此靠著神所賜的能力和權柄，我們可以去傳揚
福音，為主完成大使命。

楊梅區/梅岡靈糧堂-黃彩霞
我是國中退休老師，60歲信主。走過人生大半歲月，才知道原來自己因不認識
主，沒有屬天的智慧，才會跌跌撞撞，也深知只有上帝的愛能填滿心靈空缺。為了
更認識主，明白聖經真理，以63歲年紀挑戰自己參加基宣課程。因神的保守，三年
來沒有缺過課，實屬難得。
基宣每一門課都是很好的裝備課程，使我受益良多。在每一位老師身上都可以
看到美好的榜樣典範，散發出屬耶穌的馨香之氣，真誠用心用生命來教導我們，影
響我們的生命，好令人感動。三年來的學習，擴張了我的境界，使我更多思考自己
生命的景況。
雖然年紀有一把，也不可妄自菲薄，只要在上帝的恩慈中，生命就有無限的可能，還是可以追求更
高的磐石，做智慧的選擇。不要單單把眼目放在屬世的短暫事物上，更應該投資在有價值的永恆國度中
。所以要好好利用自己有生之年，成為神合用器皿，去榮耀神，祝福別人。
基宣豐富了我的生命，感謝讓我順利完成基宣課程的所有老師、同學及輔導老師鄭師母。願慈愛的
天父大大紀念賜福他們。

楊梅區/梅岡靈糧堂-鍾佩芬
我今年35歲，在一家基督教書房工作。起初上基宣只是陪媽媽去上課，沒想到
時間過得真快，竟然要畢業了！因著上基宣，認識了好幾位老師，都各有特色。上
巫士椀牧師的[新約人物]，讓我紮紮實實的了解聖經中的人物及其事蹟，也看見牧
師謙和的特質。上廖元成牧師的[原生家庭探究]，大家都很真實敞開的分享自己的
生命故事，包括每個人在課堂上寫一封給爸爸/媽媽的信，大家圍成一圈輪流唸信
，這是感動的時刻。廖牧師也要我們在FB成立社團，每個人至少要PO一篇以上的課
程心得。課程結束後再把所有文章集結成冊，留做紀念，很有價值。記得廖牧師講
過運動員賽跑時他們不是將目標設在終點，而是比終點更遠的地方，這樣他們通過
終點仍能保持高速，否則到達終點時的速度是會慢下來的。故我們的人生也要定睛
於死亡之門後的永恆。感謝神。

楊梅區/梅岡靈糧堂-李甲棻
我39歲，是一名家管。
回想每一門課，都很有收穫。「領袖訓練」幫助我再次對焦於個人的異象；「
新約人物」的課堂報告，讓我更認識呂底亞；「基督徒倫理」使我預備好回答各式
疑問；透過「舊約人物」，學習生命的課題；「伴初信者成長」讓我更實際地應用
；所學的「基礎神學」讓我有機會瞭解公公的信仰；「向基層人傳福音」讓我更認
識基層人士的需要…等等。
感謝神，基宣課程幫助我更完整地認識信仰，更深地知道耶穌基督是值得一生跟
隨的。最大的感恩是先生願意支持我來上課，使我可以放鬆心情而有更好的學習。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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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李達三
59年次，從事不動產土地開發，畢業於南亞技術學院二專部。 
受洗後牧師安排我參加讀經會，會中有講到好多比喻、故事及人物，但我都不知道
這些是在聖經的哪裡，這時剛好看到基宣要開「新約人物」一課，於是和太太一起
報名參加，希望能更認識耶穌基督。
要工作又要進修，實在沒把握可以讀完三年，奇妙的是當你願意追隨祂，祂必
為你開路，你信了祂，祂必應允你，超乎你所求所想。每位老師都功力深厚，如同
有淘不完的寶藏，可以一直將疑問解開。
讀經會有感動，禱告會對話，這是持續在進步與改變的，有時軟弱是靠主得勝
，能剛強是靠主賜予，有時候會存疑很多事務，慢慢在讀神的話語及生活中的驗證而釋懷。尤其常常
看到弟兄姐妹因人的關係離開教會，這也是我要學習的功課。神是我們的班導師，弟兄姊妹只是輔導
員或指導員，卻不能像班導這麼的深入瞭解，也不用負責什麼。所以我選擇單單地相信神，並且不住
地禱告，一生學習神的樣式，領受基督的寬容、父神的慈愛…阿們！

新竹區/新竹勝利堂-李美蕙
現任清華大學圖書館採編組組長，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護理系、醫務管理研究
所在職進修班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我的基宣同學從小學、高中、專科到台大研究所畢業的各種人才都有，但相同
的特色都是愛主且勇敢真實，不論生命中有關--離婚、家暴、吸毒、坐牢、被母親
放棄…願意說出重生的見證來造就別人；在基宣的第一門課「帶領查經班」，朱順
慈教士不僅是教導我們方法，更要我們實際操練，規定我們在教會要能按課堂所教
，設計好問題細節來帶領查經，課堂上再作經驗分享，不僅團契的弟兄姊妹願意成
全讓我帶查經，同仁聽到我的功課需要，也願意組成讀經午會讓我練習，這對後來
讀經生活很有幫助，因為要能帶領查經，神會特別幫助我們領受，分享與享受是同一個意思，過去的我
，不知道自己是心盲眼瞎為何貧窮，在基宣許多牧師、師母及輔導幫助下，穩健地扎根於耶穌基督，開
始幸福起來。
人生只要目標方向對了就是對了，在基宣慢慢來，不要緊。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蔡幸芳
1970年出生，畢業於台中喜信聖經學院英文聖經學系，任職於台中基督徒教會
擔任秘書有6年多的時間。
三年前我從一張廣告單得知基宣「個人靈修生活」的課程，當時只覺得想藉由
有系統的教導重新學習並打好根基。除了自己的生命受益之外，且可回來幫助身旁
的弟兄姐妹。在徵詢牧師的意見之後，師母和我與其他三位姐妹就一起前往台中真
道堂學習。原本我只計劃完成這三個月的學習，但是新生口試時郭主任的一句話『
三年的時間並不長，你花三年來學習或者什麼都不做，三年也是這樣子過了。』，
加上在課程中，陳增韡牧師一再提及基督徒愛惜光陰的重要性。後來我們教會開始
基宣課程，我與將近30位的弟兄姐妹開始三年的學生生涯。
如今畢業在即，透過基宣課程，最大的收穫是做中學，每一門課總是會設計實際操練這一項，讓
課堂的學習落實在生活中。另外擔任班長一職也是讓自己的個性擴張不少，學習與每位老師配搭，與
每位同學溝通。
感謝神的安排與恩典！感謝老師們奉獻寶貴的時間！感謝三年的同窗情誼！僅以腓四:13「我靠
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送給在校生及正考慮是否就讀基宣的人，倚靠神，你可以的！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蘇文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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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社會開始，就一直從事國際貿易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一家機械公司服務。
    信主以來就參加許多教會所開的培訓課程，也覺得該裝備的都已經足夠了。有
次教會的姐妹介紹「個人靈修生活」課程訊息，當時因著也想在與神的關係上有所
突破，所以便報名參加。
    每一門課都相當的精彩，幫助我更有系統與架構地抓住每一門課的精髓，也看
見每一位老師活出基督信仰的榜樣，無論是課程的內容或是老師的生命，真的是令
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感謝主的安排，可以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可以接受到這樣子的裝備課程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能夠堅持完成。鼓勵還在猶豫不決的弟兄姐妹們，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相信這些
裝備，可以幫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更有力量。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蘇玲莉
我是教會的師母，目前和先生在台中基督徒教會牧會。
我是看到基宣「個人靈修生活」課程的宣傳單而參加的。單張上提到如何有系
統地背經、如何靈修、如何作時間規劃、如何親近神…。這些題目深深吸引我的心
，我們都知道親近神的重要，但從未被有系統地教導，因此即使生活忙碌我還是毅
然決然的報名參加。在課堂中收穫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從教課老師的生命中也看出
追隨神的美好生命榜樣…這些都激勵著我要更多的學習。基宣的課程在我們建造教
會上有很大的幫助；不管靈修、向基層傳福音、如何查經…我們都用在小組裡。
作者（左）
記得和郭主任新生面試時她說了一句話：三年沒有學習也是過，但三年騰出一
些時間來學習也是過，重點是三年過後我們有所得著!!!由衷感謝信神提供的學習機會!!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賴怡蒨
49歲，從事公職，大學畢業。非常感謝基宣部提供這麼棒的課程，透過這三年
的時間，讓我更深認識神、更愛神，而且能與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完成」這套裝
備課程實為興奮啊！
每位來上基宣的弟兄姐妹大部份白天都在上班，有時候下班後確實會勞累，然
而我看見每個人不畏勞苦獻上這段時間裝備自己，實在是激勵了彼此要堅持下去，
如同聖經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羅八:28）因著我們彼此不放棄學習的心，終於畢業囉！！
從課程中的『新、舊約人物』、『基礎神學』、『帶領查經班』幫助我對聖經
人物的認識、信仰根基與查考神話語是可以活潑有趣的；『個人靈修生活』幫助我有系統的背經(至今
仍在小組聚會中推動)、妥善的時間規劃，且建立每天與神穩定的親密關係(持續寫QT筆記)：『伴初信
者成長』、『關懷與探訪』、『向基層傳福音』讓我實際操練陪伴初信者、有計劃的去關懷探訪及實際
付出行動去傳福音，特別是『向基層傳福音』課程中看見牧者團隊對各個基層人員的擺上與付出，燃起
我傳福音的火熱，挑旺我對神的熱情，並且領受這是我榮耀的使命。
回顧這三年來的學習，最大的感恩是從老師們用心備課與其生命的見證，鼓勵我要更殷勤學習，效
法老師的榜樣，活出與神蒙召的恩相稱的生命。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吳婷媛
六年級初段班的我，跟隨耶穌快七年多了！感謝主幫助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中，
完成三年的基宣課程，我要畢業了!!
當初因教會姐妹看到「個人靈修生活」的宣傳單，自己也想學習如何靈修、建
立與神更深的關係而開始了基宣的課程。這門課，讓我了解到靈命成長的重要，學
習調整生活的優先順序。「向基層傳福音」讓我學習到如保羅所說的：向甚麼樣的
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向不同族群傳福音，也要改變自己
，使用不同方式，為要使他們可以聽到福音，接受福音。許多課程讓我有機會實際
操練，像「關懷與探訪」，我與同學們實際探訪了教會姐妹的家人，從他們的回應
中，我感受到奇妙神的偉大，祂做的工比我能想像的還大得許多。
感謝每位老師的辛勞教導及輔導的幫助，感謝基宣部的安排，更因神的恩典，使我不斷的成長，
成為神使用的器皿。期盼有更多人因基宣課程，成為主使用的器皿。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楊創智
62年次，目前牧會於台中基督徒教會。
回想基宣三年來的課程，心裡仍有著些許的悸動。由於牧會時，心裡渴望更有
系統的生命建造課程，能夠在教會中教導；在偶然的機會中看到基宣課程，之後師
母帶了幾位同工一起去上課，每次課後回來總有很多的收穫分享。也因此；我尋問
信神基宣部的郭主任可否來我們教會開課，感謝神！事情之後就成了。

作者（左一）

在課程中與弟兄姐妹們一起裝備學習真是很棒的經歷；課中老師們的教導也都
會融合自己牧會或服事的經驗，把理論與實證分享並教導給我們，幫助我們如何實
際的應用且活出真實的信仰生命。

三年的基宣，靈命成長的墊腳石，幫助我也幫助了教會，這絕對是值得的學習之路，堅持到底不
要放棄!!!再次感謝中華信義神學院的付出與幫助。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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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莊淑芬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之間三年已過，回想當初報名基宣課程，是基於教會希望
建造弟兄姐妹們在神國度的根基，雖說三年很漫長但還是報名參加了，過程中也因
為大夥的一同學習，不知不覺竟已到了寫畢業感言的時刻。首先要感謝所有教導過
我們的老師們，平時白天已經很忙了，晚上還要抽空過來上課，真是辛苦，但也藉
由你們的經驗傳承及不辭辛勞的奔波教學，開啟了我們更多方面的視野及打破舊有
的框架，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何活用所學增長自己，成為合乎神使用的器皿，進而把
神愛人的心藉由我們傳揚出去，盼望有更多神的兒女能在基宣課程中，根基得以被
建立穩固，同心為神國度盡一份心力。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莊香珍
我是上班族，離開學校當學生的日子有一段時間了，之前偶而上教會自辦的進
修課，但計畫來上基宣課程是一次與主內姊妹們聊天時，感受到她們在學習當中的
得著及喜悅，吸引了我。
      果不其然，九門課程，我擴張並學習到很多，「一粒麥子若不死，就結不出許
多子粒來」，三年來從不同老師的教導，使我與神、與人的關係得到許多更新改變
，有許多舊的、錯的或是未成熟的神學觀念及想法，因著神的恩典，在學習中被打
破或修正並且建造。
完成基宣課程，真心感謝所有的老師，老師所傳授的不只是知識，更是那份對人及對神燃燒不滅的
熱情，這是我感受到的珍寶。鼓勵在未來計畫進入課程的人，放下自己，帶著開放學習的心，如此將必
有很大的收穫，感謝天父。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蕭蓮芳
服務於學校行政工作30年，今年55歲。能有機會上研習基宣課程，要感謝楊牧
師和一起上課的弟兄姐妹們，三年期間沒有中斷的堅定學習，才能在我們的生命旅
程中，留下寶貴的一段記憶。
修課期間因公司人員減少，工作量加重常無法準時下班，身心都承受很大的壓
力，好幾次覺得會撐不下去而無法修完課程，所幸當下藉著禱告祈求神，幫助我可
以承受這些外來的壓力，所面對的人、事、物是對我有益的，一路走來，深深感受
到祂的恩典和愛，祂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跟隨神了解祂的話語是一生的必修課，
感恩基宣部的安排及老師們一路帶領。不是自己得福就好，也要把福音傳給人使人得救。詩一四六
:3-5「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的
，當日就消滅了。以雅各的神為幫助、仰望耶和華－他神的，這人便為有福！」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李雪郢
目前從事幼兒美語教學，畢業於台中喜信聖經學院外文系，今年50歲。
當初會就讀基宣課程，純粹只是讓自己在主日學教學上有更多的裝備。但是當
我完成這三年的課程，發現我得到的遠勝過我當初所要的。我變得勇敢，勇敢地活
出天父造我的樣式，勇敢地在家人面前見證祂在我生命中的作為。對自己在服事上
的茫然，也在每次課程結束後逐漸地清澈，我清楚明白祂對我在教學上的呼召。最
重要的一件事是，天父的愛與完全的供應讓我知道，往後的人生道路祂必定負責。
謝謝天父對我的包容與不厭其煩的教導。如果你現在也類似當年的我，鼓勵你
忍耐到底，因為『神的意念與道路成就未來更好的你』。
作者（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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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張琬婷
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護理系，任職外科專科護理師的我，去年因兒子出生而離
職，現是不惑之年的家庭主婦。
課堂中曹主任的『豐盛生命的建造』提到：『什麼是基督化教育？教育是社會
的先驅，而培養人格很重要，為人父母、師表、領袖的最大挑戰就是榜樣』透過此
預備我在親子、婚姻、家庭之建立及界線的認識。在陳牧師的『個人靈修生活』中
的時間規劃表～體認到魔鬼藏在「細節」裡，分秒必爭！系統性背經～發現用對方
法，潛能是可被激發的;靈修步驟～對我親近神有具體、客觀的幫助，且經歷上帝
應許賞賜孩子的信心（因流產過）。在丘牧師的『關懷與探訪』對人的熱情、愛、溫暖的擁抱、燦爛
的笑容就在她的生命裡流露。深深感受到老師們對神呼召的熱情及活出生命影響生命的榜樣。
這三年課程雖有壓力，也曾經工作、服事、課業忙得不可開交，然而驚喜、歡笑、收穫和成長卻
在這生命旅程細細品嚐著～美好！「心動，不如馬上行動」是要鼓勵猶豫中的你噢！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高淑貞
畢業於喜信聖經學院外文系及嶺東二專統計科，目前從事壽險服務超過十年，
53年次的我，很高興能順利完成基宣課程如期畢業了。
    當教會宣布欲開立此課程供其進修學習就報名參加了，一個課程接著一個課程上
，就這樣3年的課程完成了。這三年來最大的收穫就是釐清並解惑了許多對真理在生
活上的實踐。簡言之，就是學習活出真理與實際生活結合的生命，也幫助了我個人
在工作事業中的應用，特別是在關懷探訪及陪伴傾聽的實踐。
    感謝基宣課程的安排，幫助我能有策略及方法來活出神對我的心意及使命。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張世真
我45歲，大專畢業。
基宣課程與其他教會活動或特會最大的不同在於基宣課程是漸進式，有規劃有
條理地深耕並建造神的話語在個人的生命當中，並藉由實際的操練應用來落實所學
的課程，擴張個人靈命的成長。
對我而言收穫最大的是「個人靈修生活」，對我有極大的幫助與改變，特別是
在背經、禱告、默想神的話語有實際的學習操練，進而真正養成習慣落實在自己每
日的靈修生活中。「關懷探訪」及「伴初信者成長」則是更多的學習神的誡命：愛
鄰舍-愛人如己，化被動為主動的走出教會，關懷別人。
感謝主讓我完成基宣課程！謝謝所有認真授課的老師們。鼓勵正在學習或考慮就讀的弟兄姊妹，好
好抓住神為你預備的機會與時間，再次經歷神的豐盛，使你重新得力！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吳立華
企管碩士，從事房產廣告業，已過不惑之年將邁入知天命。
感謝神！終於可以畢業了，三年來的堅持不懈可以完成學業，要感謝同學們的
陪伴與輔導的鼓勵，當然老師也是最大的吸引力，足以讓你捨棄加班費與美食的誘
惑...都可以拋諸腦後，喜歡聽張忠牧師講解聖經人物，帶領查經；丘素欣牧師教導
關懷與探訪的實務操作；陳增韡牧師的個人靈修生活與陪伴初信者成長等這些課程
，都是令我印象深刻，經過三年來的裝備與操練，在靈修時與主的關係更加親密，
當然在服事上也比較得力。
認識神是一生之久當跑的路，畢業只是旅途中的一小站，也象徵著另一段路程的開始，期許自己能
緊抓住神，不斷經歷神的恩典與帶領，一生為主所用與神同行。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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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許美蓉
我今年40多歲，目前任職於旅行社。
剛開始教會生活不久，教會就開始了基宣課程，這是教會頭一次辦基宣課程，
在牧師及領袖的鼓勵下報名了，當時只是想多瞭解聖經，沒想到我竟能上完三年的
課程，而且印象中不曾缺席過一堂課。老實說每上完一期，都想休學一下，也曾真
的想放棄，若不是上帝的保守，以及透過姐妹們的彼此鼓勵，沒辦法走到這裡。
課程的安排循序漸進，透過各科老師的帶領，加上實際的操練，由認識→理解
→靈修→傳揚→陪伴，幫助我們建立穩固的基礎。每位老師都很用心，在學習的過
程中雖然很辛苦，包括要上班又要上課，每次上完課回家都很晚了，還要交作業…
等等。但付出代價後所得到的益處早已掩蓋那些苦了。這三年來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獲得信仰的基本
功，更深的認識活出信仰對我人生的意義，不再以獨善其身的思維考量，更懂得肢體間互相扶持和幫
補，彼此在愛中建立自己，進而去幫助別人。操練敬虔凡事都有益處，但倚靠自己是不行的，惟有倚
靠耶和華我們的神方能成事，叫我們在基督裡的愛心與耐心一起成長。

豐原區/東勢神召會-楊珍意
因著燕玲的一席話：要有分別為聖的時間來親近主，於是開始基宣課程。第一
門課是「帶領查經班」，張忠牧師不辭辛勞從雲林來豐原上課，講課時精神飽滿，
完全沒有倦容和疲態，如此的風範讓人十分敬佩。非常感謝基宣安排各樣裝備課程
，讓我們可利用下班時間來裝備自己。
三年九門課程，每位老師都用盡全力教導，從中學習良多，對於神與神的話有
更深的認識，靈命也被大大地提升；同學間彼此砥礪、互相幫助，在教會服事上助
益頗多，尤其上「向基層傳福音」的課，看到外國宣教士放棄舒適的生活環境來到
偏鄉，為弱勢貧困的社會邊緣人服事，令人動容，這也激勵我更要將福音傳給身邊
幾乎沒有察覺的一些市井小民。
畢業前夕，衷心希望有更多人也能把握這麼好的機會來學習，讓我們一起在成聖的道上同奔天路。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陳耀華
我50歲，國中畢業，是位廚師。
剛開始覺得枯燥乏味，但是神的話語就是那麼奇妙能安慰受傷的靈魂，聖經的
真理能讓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從「關懷與探訪」學習到一個很重要、有效的佈道
法，就是去關懷！很多時候我們去關懷別人，總是帶著一些目的與期望(例如：希望
人來參加聚會)，當慕道友看到我們的動機是為了自己而非為了他時，不會對你所做
的事有感動，讓人最感動的是無條件捨己的愛。因此，在傳福音之前，要先來到神
面前，得著主憐恤人的心和祂無條件的愛，然後向人表明這樣的愛，即使他不來教
作者（右一）
會也沒有關係，我們的焦點是人的靈魂得救，千萬不要看重自己的計劃甚於人，而
是他的需要，也要求主讓我們有屬靈的洞察力，能看見他身心靈的需要，並盡可能的在我所擁有的資源
裡，想辦法無條件的去滿足他。
謝謝基宣課程，讓我能將神的道落實在我的生活中，更謝謝各位老師盡心的擺上。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賴敏夫
46歲，高職畢，現在在做皮雕生意。
    我是在沐恩之家戒酒，一年半後繼續留在沐恩之家教皮雕，因著恭猛傳道的鼓勵
，來到十全教會上基宣課程。我從佩玉牧師所教導的「關懷與探訪」一課，學到如
何關心別人，也實際與同學一起探訪住院中的老師，還有失業的朋友。在關心他人
的時候，我的內心也同樣得到安慰。上基宣的這三年來，家人看到我在言語和態度
上，和以前真的大不相同，家人也因著我的改變，內心有說不出的高興。尤其是我
作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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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雖然她未信主，但她也跟我來到教會做禮拜，感謝主！

現在的我看起來好像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左營區/沐恩之家-邱世民
50歲，國中畢業，目前在基督教沐恩之家實習。
當初因為學員滿期後，如果有繼續留下來，村裏的傳道陳恭猛（猛哥），他會
鼓勵弟兄無論如何都應該把自己裝備好，更要把福音廣傳。所以滿期後就報名參加
，期間更有沐恩之家的牧者在學費和時間上的幫助，輔導老師－吳智文傳道一再的
激勵我，要好好的學習，並勉勵我要幫助弟兄，成為一個好同工。三年如一日，感
謝一路陪伴我上學的弟兄，因此才能順利畢業，當然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憐憫和保守
，也要感謝十全教會的牧者、弟兄姊妹的扶持、包容，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
三年的裝備，相信往後不管是對自己，或週遭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神的賜福與眷顧。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吳昭典
在未上基宣課程之前，我很少到教會走動。三年前，好朋友提醒我，還是需要
走進教會，過基督徒的生活。決定走進教會那天，看到很多人在上課，當時不知為
何被感動到，詢問牧師是甚麼聚會？才知道原來是可以有系統地深入認識基督的基
層宣教課程。在牧師的鼓勵下開始了課程，因為固定每週要上課，所以開始了固定
的教會生活；因為有一起上課、一起討論的同學，所以開始與教會的弟兄姊妹熟識
；因著課程，開始學習在教會裡服事，並建立靈修生活來親近上帝，也學習傳講福
作者（右）

音。

    在『豐盛生命的建造』課程中，持續40天共讀「挑戰真愛」一書，在讀完每天的經文後，再確實地
挑戰要如何落實於日常生活裡，很開心的是，過程中每每感受神的恩典，並領受神的愛是如此滿滿地給
了我們。感謝主及所有老師們。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鍾大鼎
大學畢，不動產開發工作室。
在基宣課程的學習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和我執、我慢！
特別謝謝高牧師的「基礎神學」和陳牧師的「個人靈修生活」的教導，讓我獲益
匪淺!
由於他們極用心備課，不厭其煩地用歸納法次第傳授，打破一般人「形而上」
的信仰窠臼，我真正獲得釋放，學習認識三位一體的上帝。
因著老師們認真教導我要不斷勤讀聖經，時時不住禱告，處處不住感恩，讓我每天有渴慕、清潔、
敬虔的信心來到神前，親近天父，倚靠上帝，使我生活中尋得力量，前路有平安和盼望!
祈求天父紀念老師並賜福給他們及所有家人，阿們！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俞佩君
「基宣課程」是我裝備自己成為器皿的開始，在這裡受到牧者老師的聖經真理
教導，更由牧師身上看見了落實基層宣教的服事與關懷，同學切磋鼓勵，知道自己
的不足及洞察別人的需要；謝謝牧師讓我在教會中裝備、學習、服事。當帶領的長
者們及婆婆受洗歸入主時，我所淌下的淚盡是讚美感恩。
「要行道不要只有聽道」，天父，你記得公車站牌下那個北京姑娘、遊覽車上
認識的印刷師傅阿霖、我的客戶、快樂俱樂部的長者們，我把福音種子的晶片植入
給他們，請您持續導航他們的人生，感動他們的靈使他們一生有 的慈愛相隨。
基宣同學們，去吧！別怕！好好裝備自己成為器皿，在世上發光做鹽，上帝會與我們同行。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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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樂服 事
- 星 光 品 格發展協會
校友

古時有「為五斗米折腰」的話，形容人為

們繼續地攜手合作。

了餬口必須無奈面對工作的愁煩；而近來教會

在每學期末了之時，協會即將下學期的品

界則鼓勵將人擺對服事位置，喜樂的發揮恩賜

格教育主題送至學校輔導室，並且安排下一學

所長，為基督傳揚救恩福音。一向喜愛兒童與

期每個月或不定期的演講時間，以及冬、夏令

青少年的我，於民國104年9月14日，正式成為

營的營會時間。許多學校的主任在第一次專題

星光品格發展協會全職傳道同工。能回應神對

之後，就跟我們說：「早就該請你們來演講了

我的傳道職分呼召，且在我有負擔的兒童、青

」。如經上所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少年事工服事，真是快樂的事。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其中令我感動的是：當我和一位小女孩分
享故事之後，她告訴我：「我很高興的事，就

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後三:16-17）。

是認識妳這位阿姨！」這孩子的話，讓我再次

我們積極地編寫教材，製作多媒體的教學

向神回應，我要以聖經真理來服事這世代的孩

活動，並且希望能陸續成立各地的辦公室，使

子。原來神造我有親近兒童、青少年的外表和

更多的人投入品格教育的行列。感謝許多教會

性格，有美好的心意。我要以神所賜給我的，

的牧長與兄姊自願擔任義工，協助許多的事務

按著祂心意來服事。

；因著許多肢體的同心協力，使每一場的學校

本協會是從2006年起，以台灣星光品格發
展協會打開學校與社區宣教的門，進入一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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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榮美傳道

或社區的演講，都可以成為屬靈的宴席，餵養
渴慕真理的心靈。

的校園與社區。學校的校長、主任、老師們、

去年10月我們在新竹三民國小為五年級學

學生們和社會大眾，都很肯定協會提供的品格

生舉辦講座，課程結束後，一位老師走過來回

教導，帶給他們很大的正向影響，也樂意與我

應我們。除了肯定品格教導對現今教育的重要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也感嘆學校的品格教育缺乏。感謝神，讓我
在品格教育事工有份，傳揚基督福音。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十四6）。願神
賜福我們手所作的工，使更多人能聽聞並接受
福音。
服事也有花絮喔～就在課程結束時，一群
女生圍繞著我。我問她們怎麼了？她們說沒有
。眼看她們不願離開，我再問：有事嗎？她們
才說：妳好可愛哦！剛才在教務處就看到妳了
。我連連向她們道謝，她們才頻頻回頭向我揮
手道別走回教室。原來我有粉絲fans哦！這事
件讓我經歷上帝的幽默，藉著這群孩子鼓勵我
。一股甜蜜在心頭，誰說神只有嚴厲呢？祂不
也是獎賞的神嗎？

們在回應單中，表示學習到新知。也很樂意教
導品格，傳揚基督福音。願神賜福他們，喜樂
的服事。
在新的一年，願主賜福大家。也幫助我們，
能夠成為屬靈的農夫。以品格教育撒種於今日
社會，願意為主付代價。長期的流淚撒種耕耘
，以致於能夠歡呼收割！

我們除了校園的福音事工，一月底還南下
枋寮辦一場師資培訓。枋寮的牧者和弟兄姊妹
，個性有如南部氣候般的熱情，除了校友陳立
澤教師豐盛款待，參與培訓的老師們也非常踴

校友會經常費收支表
2014.11.01~2015.04.30

躍。這群老師們除了專心學習，更喜歡實際操

會 費 收 入

18,000

作。經過上午的課程教導，下午老師們便一組

費 用 支 出

2,660

一組的隆重登場。在有限的時間預備下，各組

本 期 結 餘

15,340

也都展現不同特色。相同的是，他們已經抓到

前 期 結 餘

80,520

核心，把重點呈現出來。

累 計 結 餘

95,860

在歡樂氣氛中，結束了一天的課程。老師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23

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學院第二季的活動很「國際」，也充滿了宣教的活力。四月中旬世界信義宗聯盟(LWF,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在本校舉行了為期十天的亞
洲教會領袖會議 (ACLC, Asia Church Leadership Consultation)、婦女及青年工作坊。這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會議是第一次在台灣舉行，來自亞洲22
個地區將近100位代表中，有三分之二是第一次來到台灣。學院也珍惜這次機會，將台灣民間和教會的活力透過報告和文化之夜介紹給這些亞洲教會
的領袖肢體。會中交換了教會、文化、處境的經驗，也討論對宣教、神學、環保、婦女、青年等議題的關注。當我們看到各地各方不同種族的弟兄姊
妹同領基督的寶血和身體，特別能體會主說的「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以及神宣教國度的活力「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啟五：9)。那在基督裏頭的團契和相交，成為對神最真實的讚美。
另一個宣教的果子是本院的德國宣教士夏義正牧師夫婦，十五年來除教學外，長期投入外勞、外配及外籍收容人福音、輔導事工，移民署主動以
夏牧師夫婦「對我國人權、宗教及其他領域，具有卓越貢獻」條件通過永久居留證「梅花卡」的申請，成為新竹區基督新教第一對拿到梅花卡殊榮的
人士。梅花卡是針對在我國居留期間有特殊卓越貢獻的外國人士，給予永久居留殊榮，不受居留年限之限制，藉以表彰其對台灣的貢獻。夏牧師能以
「福音宣教」得到等同「對台重大投資」或「國家需要之高級專業人才」之政府肯定，對基督教會服事基層，別具意義。正如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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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神除了忠於聖經和十架僕人的神學養成，也不斷地思考如何對亞洲活躍的宣教版圖，特別是華語世界，在神學教育的呼召上，能有更協同性
(collaborative)的先知角色，成為祝福教會的僕人。
代禱事項：
一、為今年度道碩、輔碩、神碩、教牧博士招生有美好果效。
二、為待償之擴建支出內裝、設備等工程款經常費無息借款共3536萬元，求神帶領早日清償。
三、為宣教福音車數量及維護費用皆不足，求神感動教會支持。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USD

100 Judith Ch 

Portinga(宣教)
鄭玉琦(儲備師資)
EUR 800 Bruedergemeinde 
Korntal(宣教)
EUR 13,437 FELM
100 林淑敏
張秋香
劉金員
200 武麗秀(宣教)
張秋月
張惠凱
鄧慶言
300 Sofie(宣教)
竹南勝利堂會友
吳天序 吳徐瑤華
胡誦南
陳碧玉
蕭武東
500 加恩堂會友
朱國濱
江怡琳
林永智
翁國澤
高雄台福教會會友
張天苗(宣教)
張金來
許錦華
許麗華
陳明昌
陳林月喬
(儲備師資)
蔡佩君(獎助學金)
鍾旭南
譚潔珍
790 曾郁玲
900 竹北勝利堂會友
秦文茹(宣教)
梁諭蓉
郭則修
葉杏桃
1,000 王美慧
主知名(宣教)
申雅萍
曲以文
朱素鑾(宣教)
朱凱青
吳永全
吳俊達
吳家駒
吳銘恩(儲備師資)
宋懿君(代轉奉獻)
李復興
佘之良
林坤城
林雪鳳(宣教)
邱春福
邱桂珠
施泰安
柳政綱
洪慧秀(獎助學金)
洪錫隆
胡小鳳(宣教)
胡麗華
張永河
張建文
張新儀
許茂林
陳巧儒
主恩48

1,000 陳芳茹(宣教)

2015/2/1－2015/4/30
2,500 靈光堂夯囧小家

陳英櫻
3,000
陳雲惠
陳碧錢
曾品傑
游本強
黃秀娟(獎助學金)
黃明華
黃暉嚴(宣教)
吳慧娟
楊心怡(代轉奉獻)
楊詔雯
葉淑貞
福恩堂會友
劉明志
潘惠鈴
蔣懿貞
黎亞綺
謝梅宣(儲備師資)
龐伶妃
魏總潣
1,200 苗栗福音堂會友
張智惠
1,475 曹柏謙(宣教)
1,500 民雄榮光堂會友
陳玉祥
陳國雄
萬丹教會
廖慧娟
蔡如珮
鄭發祥
1,800 梁碧薇(宣教1,200)
2,000 主恩58(代轉奉獻)
王  林
王 旻
加恩堂(宣教1,000)
史弘揚
江碧琴
巫奕琪
沙佳玲
沙晉康
沐恩之家
宜約堂
明穗教會
林至美
林趙錦雪
施錦雲
徐菊珍
恩霖堂
(儲備師資1,000)
張  驢
(代轉奉獻1,000)
張紹玉
陳立青
曾芬郁
項仁宇
馮文瑾
黃哲斌
聖潔會龍潭教會
劉俊宏
鄭明威(儲備師資
1,000宣教1,000)
鄭翠津
3,200
鄭 讓
魯希連
3,850
謝哲仁
3,919
羅碧玲
4,000
魏蘭譪
2,100 莊朝順
2,400 蕭淑拿(宣教2,000)

小港教會
方詠卉
王一言
王河華
主知名(宣教)
主思41
成玲燕
朱美蓉
李淑萍
李惠珠
沈瑞蘭
周秋燕
周純明
林正雄 林愛花
板橋和平堂
施宗佑(儲備師資)
星光品格
(代轉奉獻2,000)
胡椿子
范秉添
苗其傑
(儲備師資1,000)
侯皇如
徐忠良
高聖臨
張素禎
張寬宏
張憲文
得勝堂(宣教)
莊建英
許天賞(代轉奉獻)
陳怡良
陳姵樺(儲備師資)
陳雯靜
陳慈娥
陳愛珠
陳麗玲
景明珠(宣教)
陽明山錫安堂
黃乃寬
黃玉銣
黃財尉
黃國義
黃執中
黃淑惠
黃凱斯(宣教)
葉貴芳
桃園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劉仁海
劉綺平
劉耀煌(宣教2,000)
蔡勝財
鄭芬蘭(宣教)
魯思豪(代轉奉獻)
黎萬豐
賴炳輝
駱君萍(宣教1,500)
戴憲達
雙福教會
顧志浩
顧美芬
王詩綺
邢明祥
前鎮教會會友
桃園教會會友
大寶寶
(代轉奉獻1,000)
台中勝利堂(宣教)
吳進春

(儲備師資1,000)
4,000 徐榮國

4,100
4,260
4,500
4,610
5,000

6,000

6,280
6,402
7,500
8,000

8,100
8,545
9,000
10,000

10,400
11,000

張忠正
陳  平
陳明志
陳信成
陳昭君
陳頌恩
(代轉奉獻2,000)
趙丹祥(代轉奉獻)
戴文維
生命堂會友
主恩19
(代轉奉獻2,000)
嘉義榮光堂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羅東靈恩堂
中嵙頌恩堂
吳富祥(代轉奉獻)
呂仕華
張李秋眉
陳怡如
陳明恩
陳國和
陳麗玲
彭玉滿(代轉奉獻)
蔡瑤堂
頭份靈糧堂
王義正
主恩01
生命堂
何南善
(代轉奉獻3,000)
何譪棠
吳海文
(儲備師資3,000)
東勢施恩堂
陳恭猛
傅振瑛
楊尚恩
(儲備師資3,000
獎助學金3,000)
福恩堂
竹南勝利堂
洪嬿陵
台北救恩堂
杜聖恩
(儲備師資1,500)
任秀妍
岡山教會
黃文娟(代轉奉獻)
譚俊彥
(代轉奉獻5,000)
聯合二村教會會友
(宣教1,000)
陳忠信
(代轉奉獻7,000)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盧志遠 張芬芬
十全教會
毛存信(宣教)
杜正平
林岡陵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謝淑貞
韓正倫
許曉芬
(代轉奉獻2,000)
王曉雯
(代轉奉獻1,000)

11,000 主恩06
12,000 田  昕

13,000
13,936
14,000
15,000

16,000
17,000
18,000
18,700
20,000

23,000
23,500
24,000
27,000
30,000
33,000
34,500
35,000
36,000
39,000
40,000
50,000
60,000
65,000
69,811
75,000
85,000
105,000
107,000
112,300
150,000
160,400
450,000

許瑛瑛(宣教)
陳美智
楊麗萍(代轉奉獻)
Mark & Lucy Wolfram(宣教)
邱英通
聖餐崇拜
張美琦(代轉奉獻4,000
宣教10,000)
主恩23
木柵靈糧堂(宣教)
王世吉
朱頌恩(代轉奉獻1,000)
吳姍樺(宣教)
郭素鳳(代轉奉獻6,000)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楊書衡(宣教10,000)
徐景奇
俞繼斌
鄭國隆(代轉奉獻)
鄭燦鋒
潘佳耀(代轉奉獻1,000
宣教5,000)
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總會
王凌霜(宣教)
王華弘
台北信義堂
員樹林基督教會
栗愛綱 何佩英
聯合二村教會
韓世馨(宣教)
王維卉
陳冠賢(儲備師資12,000
代轉奉獻1,000)
協同中學輔導室
許文青(代轉奉獻)
麥愛堂
新竹靈糧堂
新竹信義堂
張嘉倩
恩光堂
劉孝勇 游文秋
(代轉奉獻2,000)
榮中禮拜堂(分部)
主恩03(儲備師資6,000)
主恩24
東山街浸信會(宣教20,000)
羅容恆(宣教)
寰宇福音基金會(代轉奉獻)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總會
LWF-ACLC
桃園活水教會(代轉奉獻)
中華信義會差會
台北信友堂(宣教)
范壽康(宣教)
勝利堂(儲備師資2,000
宣教30,000)
北門聖教會(宣教110,300)
郭秋分(宣教)
楊台恩(宣教)
靈光堂(宣教35,000)
NLM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2015/2/1－2015/4/30
200
300
400
500
1,000

1,100
1,500

2,300
3,000

發票
3,000
吳承恩
6,000
俞繼斌
王瑞芩
林正浩
徐彩霞
吳美吟
李基源
林幸貞
洪和列
張秋玉
8,030
童筱斐
9,000
鄭明威
10,000
黃博加
大寶寶
蔡如珮
12,000
謝淑惠
15,000
鍾水發
24,000
劉孝勇 游文秋 25,000
主思41
30,000
主恩06
朱育德
52,926
李孝貞
500,000
胡椿子
苗其傑
徐忠良
恩光堂
張慧明
曾美蘭
曾憲富
葉肇鈞
劉佳音

顧美芬
丁至剛
主恩01
李明清
李美遠
李淑汾
曹克昌
郭素鳳
陳冠賢
董寶鴻
聖餐崇拜
主恩03
百年教會
邱福生
葉時益
易仲昆
林昭安
韓永昌
吳聲昌
竹南勝利堂
盧  凡
靈光堂
王彤宜 李秀真
伉儷

一般經費

2015/2/1~2015/4/30
累積餘絀

-38,648,788

本期收入

5,655,674

本期支出

6,854,722

本期餘額

-1,199,048

累積餘絀

-39,847,836

擴建基金

2015/2/1~2015/4/30
累積餘絀

-131,077

本期收入

850,756

本期支出

0

本期餘額

850,756

累積餘絀

7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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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門院訊動態
【院長室】

【學務處】

1.6月1日召開學院第十屆第五次常務董事會及亞

1.本學期「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音檔」，歡

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台灣委員會(APELT)第五屆

迎弟兄姊妹至學院首頁或學務處網頁下載聆聽

第三次年會。

www.cls.org.tw

2.6月13日下午3點於學院路德廳舉行第47屆信神

2.學務處近期活動：

畢業典禮，當中並舉行潘佳耀牧師榮休儀式。

  6/4畢業送舊晚會

3.6月29日劉孝勇院長受邀前往浸信會神學院擔任
畢業典禮講員。
【教務處】
1.104學年度碩士部招生考試訊息如下：
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6/4）
南區：6/17（三）於信義會三民教會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55號)
北區：6/18（四）於本院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7/25-8/8 國外短宣 
8/25-8/27新生訓練
  8/28-9/3新生教會機構觀摩
【研發處】
1.研發處將於年底前完成新制信徒神學課程，五
月份已完成新制45學分「信徒事工碩士學位」
課程。預期九月前將陸續完成「信徒事工學士
」學程，及「基層宣教証書科」學程之修訂。
請代禱。

  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7/22）

2.基宣最新訊息－ 基宣初階課程將作調整－改為

  時間、地點：8/5（三）於本院

4門必修5門選修，並將重點強調於新移民事工，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進階課程也已設計四門課程，仍在規劃階段，預

※考試相關表格及招生簡章下載，請參閱信神網頁

  期九月前可完成。另，9-11月基宣課程招生中，  

http://www.cls.org.tw/academic/2014exam-1.htm

  相關訊息請上基宣部網站查閱：

2.104學年度教會進修生考試將於8月20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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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為8月17日，考試相關表格及招生簡

3.各分部最新訊息－5/1-2與台北路德會永生堂一

章下載，請參閱信神網頁 

起舉辨「信徒教育退修會暨遠距課程研討會」

http://www.cls.org.tw/academic/2014exam-1.htm

，本院師長同工及台北分部所屬課務委員和教

選 修 本 學 院 之 課程皆須先通過教會進修生 招
生考試，歡迎在職教牧同工及熱心事奉主之基
督徒，踴躍報考。
3.104年3-6月於北、中、南各教會共舉辦13場神
學講座、5月15、16日於本院舉辦神學營，感謝
神透過這些活動使學院能與弟兄姐妹分享神學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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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學生會大會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會會友，共49位與會，對本院信徒神學教育學
程之宗旨及目標愈加清晰，會中並介紹未來遠
距教學之理念與實踐方式，與會者咸認將俾益
未來之信徒神學教育。另，教授部通過信徒神
學新制45學分學程，採取實體教室及遠距教室
兩種上課形式，期能回應廣大神學教育之需要。
目前已開始招生，請上學院分部相關網站。
http://www.cls.org.tw/branch/branch618.htm

花絮報導

路德盃-籃球比賽冠軍鑽石隊

路德盃

宣教募款-洗車代禱

宣教募款-咖啡吧音樂欣賞

夏義正牧師夫婦梅花卡授證典禮合照

移民署授證夏義正牧師夫婦
永久居留梅花卡典禮

宣教募款-按摩專區

歡送羅恆理牧師及普梅恩老師合影留念

世界信義宗聯會-亞洲區教會領袖會議開幕式
暨聖餐崇拜：主禮柯安得牧師，
施餐劉孝勇牧師、陳冠賢牧師、陳淑貞牧師

世界信義宗聯會亞洲區教會領袖會議開幕式暨聖餐崇拜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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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招生簡章
◆課程理念
針對擁有道學碩士或其同等學歷之全時間事奉滿三年的教會牧者、宣教士及機構同工，提
供進修教育的機會。希望能陶塑十架工人，成為對福音有深切認識、對時代有敏銳體察、
對宣教有火熱負擔、對牧養有真實委身的神僕。

◆招生對象及主修領域
1.招生對象
  (1)具本院認可之神學院所頒授之道學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若申請人擁有聖經、聖工
     、基督教研究碩士(Master of Arts or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或同等學歷
     者，在教牧博士畢業前，必須補完本院道學碩士科所有的要求。
  (2)申請者之學業平均成績需達3.0（或B）以上，若學業平均成績低於3.0，得在特別許
     可下試讀。
  (3)申請者必須在擁有碩士學位後，全時間事奉滿三年，且在事奉的職場上有良好的
     表現。申請者必須提交兩封推薦函(其中一封須來自事奉單位的牧長)。
2.主修領域
  (1)釋經的理論與實踐
  (2)教會領導與牧養
  (3)宣教事工
  (4)家庭事工與輔導

◆申請手續
詳細的申請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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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104年9月15日 (星期二)
◆報名專線
1.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張姊妹；傳真：03-5726425；
  Email: academica@cls.org.tw。
2.網址：http://www.cl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