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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的 話
劉孝勇 牧師
炎炎溽暑早就趕在夏天被宣佈開始之前，已經大舉進犯這座四面環海的寶島，人們還
來不及用盡各種抗熱的武器堅決抵禦熱浪的侵襲，六月這畢業的季節竟已悄悄地來臨。這
群神學院的畢業生，福音的勇士和十架的工人，才剛從裝備訓練的火爐中出來，馬上就要
進入這正在燃燒的世界。請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再請問，這個世界準備好來迎接你們了
嗎？我不知道這群蒙召的聖徒，進到世界，能帶來多大的改變；我只知道那地動山搖的改
變已經從他們身上開始；直到地極的改變己經開始了！
那戰場上的硝煙中，我彷彿已經看到這些畢業生時時刻刻跟隨基督，用禱告生活，用
忠心服事，用生命講道，用全心的愛對待鄰舍。路德有不錯的教戰守則，蠻值得參考：「
基督徒不是為自己而活，乃是為基督和鄰人而活，否則他就不是基督徒。他藉信心活在基
督裏，藉愛活在鄰舍裏。藉信心他被提升於自己以上；藉愛他降到自己以下，歸於鄰里。
」(《基督徒的自由》)說實在的，我不怎麼期待這群我及每位師長所愛的畢業生，未來會
做什麼偉大的事，我真心希望你們用偉大的信心去做每一件事情，用偉大的愛去愛每一個
人。
如果還有什麼末了的話，想鼓勵各位，大概就是：作主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忠心是指
你能忠於主的呼召，忠於所託，一日事奉就終生事奉，無怨無悔。良善是指你的動機純正
，全心愛主，一日跟隨就終生跟隨，至死不渝。主裡的弟兄姊妹們，上帝真是奇妙，把我
們放在祂的塑造熔爐裡一起熔煉了一段時間之後，現在要把你們差進這個世界，來改變這
個世界。既然你我曾經同受主的熬煉塑造，我與信神的每位師長同工都會成為你堅強的後
盾和代禱者。我們之間的情誼不只是師生，更是主裡同工同行的夥伴。盼望你們每一位畢
業生，作主忠心又良善的僕人！與你們一起共勉。

lty,
Directors, Facu
The Board of
ting Classes
and the Gradua

&+,1$/87+(5$16(0,1$5<
3 0 0 8 0

ཱིԼѿσᏰၯĶĲࡓĲĲဴ

TEL : 03-571-0023 FAX : 03-572-6425

Оݡה
ΙР
ϲԑϲТΪ
Ι
ɒ
Π
ࡣ
ဎ
ᙱॏܻк
߬ σዂ
έਢȂҏ
  ϲ ήϿ
ཾڐᙄȂ
ѲΪΤ۩
ၯኈᢈᖞ
ߝቓ൲౩
Ᏸᄸៗ
੫ᗜғၾડ
ޏৱᜌ ၾ Ȅ

No.11, Lane 51, Ta-Hsueh Rd., Hsinchu 30080, Taiwan, R.O.C.
http://www.cls.org.tw
E-mail: hsinshen@ms1.hinet.net

৾ᇍᖝ
ӣႶк

INVITATION

ᄪⴎ╜⎈

48 ଢᯃᏈҤẌ

The 48th Graduation Ceremony

ီོٱ
ഋ!!ཱᗜ
!
Ᏸ ఀ௲
ϛ߬ဎડ
ᖒ
 ོ

ɖᔘ  ߆ 

Ȃඏ፳ຳቈ

Ȃᙽ࣏Ᏸ

2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ငலາ

erating funds.

S meet her op

d to help CL

, will be use

indicated
less otherwise

All gifts, un

of
eran Seminary
th
Lu
ina
Ch
at
your presence
sts the honor of
Cordially reque
y
uation Ceremon
The 48th Grad
eran Seminary
th
Lu
ina
Ch
Hall of
At the Luther
11, Lane 51,
, Hsinchu,
Ta-Hsueh Road
afternoon,
k on Saturday
at three o’cloc
.
16
June 11, 20

神 學 專欄

藉話語創造：
基督徒蒙召觀的再思

陳冠賢 牧師

祭司與長老或牧者並不相同—因為人是生而為祭司的，卻要被立的才做牧者。
—路德，《論牧職》(1523)

「信徒皆祭司」之重新確立，可說是改革者路德所帶來的重大貢獻之一。他在《論
牧職》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所有基督徒都是同等的祭司」，並且信徒祭司職分之首要職
責乃是宣講上帝的道，因為信徒的祭司職分是以聖道為根基。1在1528年的《論基督晚餐
，信仰告白》中，路德則是明確地陳述上帝所設立的聖秩(holy order)不僅是指教牧職分
，同時也包括婚姻和公民政府。2到了1535年對於創世記二章16-17節的註釋中，他則是
進一步將教會、家庭與政府這三生活位份與上帝的創造行動予以聯繫，3並且強調這三
種生活位份的神聖性，因為三者都基於「使一切事物成聖」的上帝聖道。4因此，對路
德而言，「信徒皆祭司」不僅是指信徒與教牧都蒙上帝呼召，承擔聖道職事，也指信徒
與教牧日常生活位份同樣也是出於上帝的呼召，並且無論是聖道職事或日常生活均被視
為上帝創造秩序的一環。因此，路德的聖召觀與其創造神學有著緊密的關係。
藉話語創造—路德創造神學的核心
當 代 對 於 路 德 創 造 神 學 之 研 究 ， 首 推 德 國 杜 賓 根 大 學 榮 休 教 授 拜 爾 ( P ro f.
Dr. Oswald Bayer)。他從兩方面說明路德的創造神學。首先，他指出路德認為三一上
帝存有的特徵乃是賜予以及將自我賜予(giving and self-giving)，這正是透過信經的
內容呈現， 5而上帝的創造正是此一賜予及將自我賜予的行動，正如路德所言：「父
將自己連同天地萬物交給我們，好使它們必須為我們服務，對我們有益。」 6上帝的
創造行動不僅是賜予及將自我賜予，同時也使受造者產生回應，亦即受造者「藉著

1 馬丁‧路德，「論牧職」，於《路德文集》卷二（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4 年），85-86 頁。
2 LW 37:364.
3 LW 1:104.
4 LW 5:6.
5 拜爾，《路德神學：當代解讀》（香港：道聲，2011 年），119 頁。
6 LW 3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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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賜東西全心全意服事祂，正如祂在十誡中所吩咐要求的。」 7因此上帝的創造不僅
是「建立和保守團契共融」 8，也可說是創建「賜予—回應」的關係。
其次，他強調路德將創造理解為語言事件，亦即上帝的創造行動是闡明其自身信實
的話語行動，其中的核心乃是應許，是「上帝可靠的、產生信心的、值得相信的說話」
。9若就創造教義的典型陳述：從無創造(creatio

ex

nihilo)、藉話語創造(creatio

per

verbum)及繼續創造(creatio continua)而言，我們可說「藉話語創造」乃是路德創造神
學的核心概念，並且他也將「藉話語創造」與「從無創造」及「繼續創造」加以整合
。以下則將根據「藉話語創造」延伸探討路德的聖召觀與其創造神學間之關係。
藉話語創造如同呼召，呼召如同創造的言語
首先，對路德而言，上帝乃是藉話語從無創造。10而上帝藉話語從無創造的行動，
更可說是祂藉話語將所創造的從不存在中呼召出來，因為祂是「呼叫那不存在成為存
在」的上帝。（羅四:17，原文直譯）而上帝藉話語從無創造，不僅是將受造者從不存
在中呼召出來，並且是呼召他們進入關係之中，亦即教會、家庭與政府等生活位份。
而這些生活位份所表明的不僅是職責，同時也是指明受造者對創造主上帝的倚賴，以
及受造者彼此間相互倚賴。11因此，做為呼召的各種生活位份，不僅是一項任務與職責
，更是關於蒙召者全人。
就創造行動為上帝的賜予而言，我們可說「呼召如同禮物」。一方面，創造主生活
位份及其中的職責(responsibility)，同時我們實踐生活位份，回應呼召的能力(response
ability)也是出於上帝的賜予。另一方面，在做為相互倚賴的生活位份關係中，蒙召者
也成為上帝賜予鄰舍的禮物，因此，實踐召命乃是以服事鄰舍做為對上帝賜予的回應。
其次，上帝實施繼續創造的作為同樣也是藉著祂的話語，12並且上帝乃是藉話語持續保
守與維繫祂所賜之呼召。正如前面所述，三種生活位份都基於聖道，因此同樣具備神
聖性，不僅如此，三種生活位份之所以能夠持續存留，也是基於上帝的話語。並且蒙
召的受造者所具有能夠繼續不斷地實踐其呼召的回應能力，同樣也是基於上帝藉祂話

7 《協同書》，369 頁。
8 拜爾，《路德神學》，122 頁。
9 拜爾，《路德神學》，123 頁。
10 LW 1:16.
11 陳冠賢、王榮昌，「藉信而立—路德問答中的人觀」，於《基督宗教之人觀與罪觀—間論對華
人文化的意義》，林鴻信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158-159 頁。 12 LW 22:27.
12 LW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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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所實施的保存、維繫與供應。正如路德所言：「正如沒有任何受造者能對起初的創
造有任何貢獻，同樣地它也不能對其維繫與種類的存續有所作為。正如我們人類無法
創造自己，因此我們也完全無法靠自己活著一刻。事實是我的成長與發展是上帝的工
作；沒有祂，我多年前就已死去。如果永遠持續工作的創造主和祂的同工中斷其工作
，那一切終將破壞與毀滅。」13
然而，當始祖犯罪墮落之後，犯罪的受造人類不僅無法認出他／她從創造主上帝
所領受之呼召，更是經常無法正確實踐與回應其呼召，甚至將原本上帝所賜之呼召扭
曲為個人的成就與功績。因此，唯獨藉上帝永恆聖道—我主耶穌基督，所賜之福音恩
召，罪人不僅領受上帝的再造救恩，同時也藉此認出其生活位份是出自上帝的創造與
呼召，並且也藉由上帝的神聖話語，認識並學習上帝所設立之生活位份的內涵。然而
即便如此，同時為義人和罪人的基督徒，仍舊難以確實地實踐生活位份，回應呼召，
因此，基督徒仍需不斷地倚靠上帝福音話語中之赦罪應許，得以更新與加力。而這一
切同樣也是上帝藉其話語向我們所實施之繼續保存、維護與供應，亦即祂「藉話語繼
續創造」的工作。
最後，上帝向我們所發出的呼召也可視為創造的話語，因為我們對上帝所賜之呼
召的回應，並非出於我們自己，而是上帝藉呼召的話語在我們裡面所創造的，並且也
是藉呼召的話語在我們裡面，持續不斷地創造對上帝呼召之回應。因此上帝不僅是藉
呼召的話語在我們裡面創造回應，同時也是從無（並非出於我們自己）且繼續創造回
應。
結語
上帝藉話語創造萬有，也是呼召萬有進入與祂的關係之中。人做為上帝的創造，
同樣也蒙上帝所召，在各樣關係中實踐召命。無論是上帝的創造、祂所賜的呼召，乃
至於回應呼召，無一不是藉上帝的話語而成就，並且是持續倚賴上帝的話語，因祂是
「創造的說話者」(the Speaker who creates)。14
13 LW 22:28.
14 LW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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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院本部
道學碩士-何建榮
這是我在信神第二次

認自己的軟弱及不足，這樣的信仰對於一個成

發表畢業感言，感謝上帝

癮者而言十足珍貴。我不需要再過著虛假的基

讓我能在神學院受裝備造

督徒生活，而是能活出真實。

就，經過六年的時間我更
認識自己。過去我總是想
靠著自己攻克己身，努力
克制自己的情慾，往成聖
的道路前行。但想要靠自
己的結果，往往是陷入挫敗及失望之中，因為
自己是如此的有限及軟弱。就如路德所言基督
徒同時是義人也是罪人，每一天都必須面對來
自老我、世界及撒但的試探。而我唯有每天用
眼淚淹死我的老亞當，緊緊的倚靠基督，才能
夠勝過各樣的試探。這樣的信仰讓我能夠活出
真實的基督徒人生，我能誇口的不過是我的軟
弱，但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能在人的面前承

我個人認為在神學院除了接受神學的裝備
之外，也是個人培養靈性的機會。我自己知道
仍然有很多的不足及需要被調整和修剪的。感
謝在這三年中陪伴我、鼓勵我、扶持我，並默
默為我禱告的每個弟兄姊妹。我也感謝太太、
家人的支持。也感謝每一位老師，你們認真的
在神學教育上的付出，並且你們將信仰實踐在
生活中。這是值得我去學習的。我更是感謝上
帝在這幾年中雖然經過許多生命的低谷，但祂
總不撇下我們，祂是以馬內利的神，我們經歷
到上帝的信實、保守、眷顧及供應。願一切的
榮耀都歸給祂。

道學碩士-蔣伊鈞
「你又不是信義宗的

也更新、校正我對信仰的認識。得以重新以「

，為什麼要去讀信神？」

福音」的透鏡，重新檢視自己所認識的基督信

「怎麼會想要讀信神啊？

仰，不是以「人」為本的信仰，而是不斷回到

那不是一個很小的神學院

上帝在基督耶穌裡的工作。同時自己作為一個

嗎？」類似的問題是我在

回應上帝呼召的人，也重新被呼召來宣揚這個

準備入學的時候，不斷被

走向基督與十架的窄路。

朋友或長輩詢問，其實那
時候沒有特別的答案，也
對信義宗與路德神學認識不多，到現在臨近畢
業，我想我除了不後悔，心中也充滿感恩！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這段在福
音中不斷被安慰與挑旺的時間，是一段美好的

感謝神在當初無心插柳下的決定，引導我

時光，讓人很想繼續當學生……希望在這裡所

進入這個豐富的傳統之中。在信神所領受的信

淺嚐的美好、寶貴的福音，成為日後事奉重要

仰內涵，經過老師們所承繼、反省、重組、揚

的基礎，也應繼續謙卑，作上帝聖道的學生！

棄、保留、洋溢福音的教導，很真實的調整、

6

三年的收穫很充實，這個歷程就像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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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陳冠宇
還記得入學時不斷的

所以我就成了一個半死不活的活死人。但是如

問自己一個問題『要開始

今！我慶幸的是我讀了信義神學院，在這正確

了嗎？』，當時不敢相信

教導律法與福音的神學院裡，在每個老師的教

自己會有多少能耐度過接

導當中，我在律法中不斷死去，但卻真正活在

下來的三年，面對一個巨

恩典之中，雖然要面對將來的服事我仍然沒那

大的里程碑，於事奉於生

個能耐！我仍然是個不配的罪人！面對接下來

命，我沒有信心也沒有能

事奉的道路，我仍然會不斷的問自己這個問題

耐度過，雖然我們都知道事奉倚靠的不是自己

『要開始了嗎？』但是！如今我知道唯有在上

，但是許多時候律法定罪卻沒有把我釘死，我

帝的律法與福音當中調整自己，我必定安然度

死卻沒有死透，然而福音卻也沒有使我全活，

過。

道學碩士-陳秀孟
神學院的課業繁重無

神學生的角色對於三個孩子分別就讀國小

比眾所皆知，報告考試接

國中和高中的全職媽媽我而言，是個嚴峻的考

踵而至之外，還有不勝枚

驗，孩子正值成長及升學階段，需要身體及心

舉的學院生活必須參與，

靈的關顧指引，雙方父母也年邁需要照顧，家

大小事務充塞每週作息表

庭和傳道的呼召備感衝突；正因如此，每一天

，週末還要投入教會實習

都是神給我的最佳機會，經歷福音真理的大能

；不只是時間周而復始，

在我軟弱的生命中顯得完全。很感謝家人們及

面對服事對象的種種難題，更是心力交瘁。「

新竹勝利堂弟兄姊妹的支持，特別是先生和孩

律法」不斷挑戰自己的愛心和專業還剩多少，

子很會幫忙做家事，常常鼓勵我；感謝神賜我

也常常困頓於自己的軟弱中。幸而信義神學院

和樂的家，雖是甜蜜的負擔，同時也是我最好

強調「十架神學」及區辨「律法與福音」，深

的後盾。

知自己同時是百分之百的罪人、且同時是百分
之百的義人，福音真理總是解藥，讓我不斷重
拾基督徒的自由與喜樂！信神師生感情濃厚,
學生每天可以近距離從老師的身教及言教中得
著實際的幫助，是非常寶貴的學習經驗，師生
們一起讀書討論、談笑吃飯、郊遊打球的時光
，將永銘我心。

馬丁路德說：「在我手中曾擁有許多東西
，最後都失去了；唯有放在神手中的，仍然是
我的。」這信念支持我踏出每日的腳步，也經
歷神真實可靠的應許，「日子如何、力量也如
何」。為主癲狂，心裡頭是暖的，酸甜苦辣皺
紋增生的歲月，還是少不了燦爛的笑容，這一
切都是恩典，我歡喜領受並且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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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傅悰鱗
院長、師長、同工、同學
們平安：
轉眼就要畢業了，感
謝老師們讓我清楚認識如
何分辨律法與福音，也讓
我了解對人宣講福音的重
要性。感謝每一位教導我
們的老師，謝謝您認真無
私的授課，無論我們是圓是扁都忍耐著教導，
並且隨處找機會鼓勵、讚美，堅固我們的信心
，謝謝您！！願上帝加倍祝福每一位！
我要特別謝謝老師們在身教上讓我體會什
麼是福音，三年當中，當我感覺無助時，您願
意伸出手扶持心靈軟弱中的我，沒有定罪、批
評與責備，用言語引導鼓勵，不著痕跡的安慰
以及人前人後的代禱扶持，幫助我度過學習的
困境。這些是我不配得的恩惠，十分感謝您分
享給我。願天父上帝在天上按著您向我所做的
每一件恩惠記念您及您的後代。願您施予我從
神來的愛也能從我流出去。也謝謝每一位行政
同工為我們辛苦服務，謝謝你們三年來用笑容
滋潤我們的校園生活，願您也從天父親自領受

更豐盛的祝福！還要謝謝各位同學，無論是花
時間幫助我瞭解青少年行為的、陪我在香港晃
的、陪我在校園繞一大圈去找鑰匙的，在圖書
館看到我就過來打招呼的、不時給小禮物或零
食的，天冷邀我去吃薑母鴨的，繞一圈教室去
問我要不要吃蔥油餅的，主動借我書籍瞭解男
人的…等等，現在回想很多人在我請求幫忙的
時候幾乎都一口答應。謝謝同學們用大動作、
小動作來善待我。願上帝記念你們的好心腸，
祝福你們學習順利，一生充滿喜樂的在主的殿
中蒙恩惠。
最後要感謝三年來的輔導老師們，我的心
真的很感謝，無論是開放家庭招待我們、常精
心準備高級食物款待我們、陪伴、引導、支持
、鼓勵為我們代禱…等等受惠良多。以後有需
要幫忙請不要客氣！雖然我知道在找我之前，
您可以找到超過10個人非常想幫助您，但是若
有一天您真的有需要，也想到我們，我想我們
夫婦若做得到一定義不容辭願意幫忙！最後，
再次謝謝在我人生階段裡留下美麗色彩的每一
位！謝謝您！

道學碩士-王詩綺
感謝神帶領我來信神
。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
致缺乏，感謝神這五年來
祂恩典夠我用。劉牧師，
謝謝您，在希伯來文的課
給我信心。
朱牧師，謝謝您，幫
助我這五年來的學校生活
，謝謝您一直鼓勵我。
夏牧師，從您身上看到愛泰國弟兄姐妹的
心，從心裡佩服。謝謝您這一年很關心我讀希
伯來文的狀況，您每次看到我，就會問我，妳
的心平安嗎？
林老師，剛進來信神，完全不認識您，您
在挪威，我只能從秦老師和鈺欣學姐他們的口
中認識您，在我最後一年，謝謝老師的鼓勵與
開導。歐牧師，謝謝您的教導，謝謝您在課堂
上給我許多的鼓勵。陳牧師，在崇拜學的演練
聖餐禮儀給我許多鼓勵，謝謝您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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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牧師，在路德神學以及系統神學課堂上
，教導我正確的律法與福音，謝謝您的教導。
魯牧師，當我無法堅持下去或是心裡過不
去時，都會找您談談。謝謝您陪我一年每天早上
五點讀英文，您總是包容我這位不足的學生。
蕭老師，謝謝您，這五年來的陪伴，當我
心情難過，您會帶我吃好料，謝謝您老師。
謝老師，謝謝您給我您的文章，讓我可以
在畢業專題參考，謝謝老師。
俞牧師，謝謝您常鼓勵我，也這麼關心我
。我很喜歡上您的課，很喜歡教牧神學的課，
總覺得我在聽一篇講道。
潘牧師，沒想到您有幽默的一面，這要在
您的課堂才能發現，謝謝您的教導。
還有謝謝行政同工們這五年來的照顧與幫
助我。
謝謝同學們的陪伴與鼓勵。

道學碩士-洪綺鄉
在信神的這些日子，

常在課堂上得到許多的安慰及釋放，老師們穩

神讓我學習了一大功課就

固的教導著分辨律法與福音，使自己在預備講

是「信神」，不管是課業

章時有好的學習及平衡。第一次的國內外短宣

、身體健康、金錢、與神

，正是信神的宣教勇士們帶著我去經驗的，在

的關係、服事都有過挫折

當中有許多的收穫也經歷了神就是宣教的主。

及挑戰，感謝神，在每一

第一次穿上聖袍及主領聖餐禮拜，在崇拜學的

次的困境中，祂都伸手扶

課程演練中，是非常特別也寶貴的經驗。因著

持，讓我學習單單信靠祂

老師及同學的邀約，我第一次挑戰騎了約35公

並重新站立，每一次的站立，神就將多一點信

里的腳踏車，運動細胞不好的我時速極其慢，

心加給我。

很感謝在老師耐心的陪伴下，使我有始有終的

感謝神讓我在這裡經歷了很多的第一次，

完成了這挑戰。

第一次的司會即在稱義樓的早崇拜，接著也有

感謝神帶領我來到信神，認識了許多具有

多次的操練，使我在教會實習時減除了第一次

生命力的牧者、一起努力奮鬥的同學們、默默

的緊張感。第一次覺得上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為學校付出的同工們，我想，這會是我「信神

，老師們課堂中有許多的恩典及福音，使我常

旅程」中的一大美好回憶。

道學碩士-陳家勳
有三件事，印象深刻。

一次上課，同學報告拿著稿子唸，老師希

老師要我們期末口頭

望他自己說看看。結果，兩個人拔河似的搶起

報告。貼著經文一節一節

那本稿子。剛好下課鐘響，解了尷尬。一上課

釋經，實在有點枯燥，想

，老師鄭重向所有人道歉，說自己不尊重這位

用以往聚會時比較輕鬆、

同學，做了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自由方式。結果，老師嚴

沒有錯，仍然願意道歉，這個更高深莫測!

嚴修理，好像有一千年那

有一次畢業送舊晚會我當主持人。有個節

麼久。下課時許多同學跑來慰問我。但是，往

目，要大家寫送給畢業生及退休院長的話，在

後只要我又想隨性解經時，這件事就會逼我耐

胸前板子上。請他們念一、兩個給大家聽。退

著性子、貼著經文、乖乖準備。

休的院長看了好久，一直沒唸。我上去幫忙看

不容易改的老毛病，需要鐵鎚用力的敲，
才會醒過來。

看，什麼「待人誠懇」、「負責認真」這一類
的。是不是太平凡，不知道唸什麼？抬頭想問

很敬佩一位老師，不是因為高高帥帥，是

老院長要唸哪幾個？卻看到老院長淚水一直流

因為美國人看得懂「中庸」！可是，這個高深

、一直流，說了幾次：「唸了今晚會睡不著！

莫測的人，問他問題，常常覺得他的答案太淺

會睡不著！」

顯易懂了。也許認為我們程度不夠，只用兩成
功力應付。

清清楚楚認識上帝和自己，才有實實在在
的謙卑。
感謝信神，讓我確信，紮根在堅固信仰基
礎上，生命一定會改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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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管心妤
終於，要畢業了。雖

是軟弱的罪人，卻蒙神的憐憫和拯救。反而是

然我在學校的時間不是最

我們越覺得自己不配，越需要到主的面前尋求

長的，但是一波三折。我

赦免和幫助，而不是就此遠離神。感謝主，我

很感謝學校的老師和同學

總是被福音挽回，總是在福音裡重新得力、得

，對我的容忍或是包容。

到安慰。如果我不明白路德神學，可能也就不

我常常達不到各位心目中

明白福音的重要和可貴之處。另外我也很感謝

，一個傳道人該有的樣子

，和我一起修課的同學們。讓我在課堂上增添

。這段時間我也常常懷疑自己，覺得沒有能力

不少樂趣，順便也把所學的知識，融會貫通到

走全職服事主的道路，好像只有願意的心是不

日常生活中，引發不少思考。盼望我們畢業後

夠的。但是又有誰自稱有資格來服事上帝呢？

仍能保持聯絡、偶爾相聚，給彼此加油打氣，

我想若不是耶穌，沒有人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

讓所奔走的這條路不孤單。

腳。

終於，要畢業了。所有的忍耐都會有結束
在神學院最大的收穫，就是越明白路德神

學，就越覺得寶貴。因為他使我明白，我們都

的時候，祝福大家帶著盼望，直等到主耶穌再
來的那一天。

道學碩士-李春越
經過長久的等待，得
以再次回到學校學習，仍
然是如沐春風，依舊在禮
儀裡感受神的臨在和師生
的共融，在預苦期的角落
禱告中流淚心痛，在將臨
期的等待中引頸企盼。

我們真正全院大集合之時，也是我們大家一起
大大禱告進食之日。
而我最大的收穫是在原文解經中窺見神的
國，更在路德神學裡了解神的義，還在APELT的
惟獨聖經中繼續惟讀下去。在此非常感謝每位
師長的諄諄教誨，和同學之間的磨刀砥礪，以
及每位同工所給予的各項溫柔又耐心地協助，

每天我們在餐桌邊上有梗沒梗、天南地北

更感謝的是 神讓我可以回來繼續讀書，對我來

地或聊或請益；每月更在各收容所中，詩歌與

說是每一關我都沒把握、也都感覺很難過，但

戲劇在五、六國的語言中齊飛；而每年的路德

感謝主的是在祂的奇妙恩典下，幫助我渡過一

盃呢！更是君子必爭之賽，不管是桌球、籃球

關又一關，現今畢業在即，這個階段的學習也

，甚至是趣味競賽，師生同工全都卯足全力、

即將告一段落，回首以往，是 神的恩手一路的

互相廝殺、爭奪必朽壞的獎賞；至於最令人回

引導，不是我有甚麼能力可以做到的，惟將所

味的則是聖誕晚會與畢業晚會，因為各家私房

有的頌讚榮耀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

菜、新竹名產、遠近馳名的小吃全都上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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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孫玉堃
感謝主，讓我能夠在
信義神學院接受裝備，在
這個過程中，我不斷地在
神的話語中得到安慰、鼓
勵，在完整的神學訓練中
，對自己所信的福音，心
靈再次得到釋放，深深明
白自己能夠蒙此恩典完全
在於基督，使我更加渴慕明白祂的話，而學院
的訓練不但滿足我的求知慾，更重要地，我更
知道如何憑著信心，謙卑地以福音為中心詮釋
聖經，聖經不但是裝載道的器皿，同時亦是救
主基督的真實見證與顯現。

過去習慣於自己設定人生的目標，也習慣
於按照世俗成功的標準，來評價自己的生命或
事工。路德的神學幫助我，在多重的召命上不
致氣餒，因信稱義的信仰卻可讓我們自由地行
善，服事鄰舍。因為十架上的基督，足夠我知
道上帝的慈愛、偉大和恩典，也足夠幫助我面
對生命中的苦難，接納自己和這世界的不完美
，一切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都可以倚靠
上帝。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更愛主，但是我很
確定，上帝愛我，也愛祂的所有受造物。感謝
敬愛的老師們，感謝我可愛的同學們，更要感
謝妻子的成全，很難過這三年讓她吃苦了，也
感謝這過程中支持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親朋
好友，願主賜福。
神學士-曾鳳梅

我從沒想過我會重拾
書本，來到神學院再當學
生。
我會進來神學院念書
原本只是小小測試自己記
憶力，因為剛開始是一學
期只修6個學分的英文，我
沒想到竟然成為全修生。
我沒想到原本是貴婦的我，茶來伸手飯來
張口，變成跪著禱告的跪婦。我沒想到讀了神
學院一年半後，家事、凡事一手包辦；我沒想
到學院學生數少，我竟然能有機會可以搬來神
學院的宿舍居住，解決並節省我不少的時間和
舟車勞頓；我沒想到在忙碌的神學院生涯，忙
碌的家事、服事、忙碌著接送孩子上下學、忙
碌著與孔哥常常半夜仍然促膝長談、談孩子、
談家事、談服事，神還能使我在有限、少少的
時間完成學院大大小小的考試和報告。
我深知道神一直與我同在！感謝神一路的
陪伴，賜我智慧，讓我在不多的時間要很有效
率的處裡忙碌的家務後，還要能兼顧學業。感
謝學院讓我有機會進到神學院就讀，在浩瀚的

聖經世界裡，我像是開採鑽礦的工人。謝謝每
一位專業老師耐心和愛心的教導和啟發，使我
在神學中豐豐富富領受並且更清楚真理及如何
分辨律法與福音，且領受老師考試和寫報告的
律法，及老師們恩典慈愛慷慨的福音。感謝學
院提供這麼好的居住環境，交通方便、生活機
能佳。感謝同工們的照顧，協助我們在住宿時
許多事務，使神學生的我能備受照顧無後顧之
憂。謝謝一起上課的同學，因為有你們的討論
、陪伴、教導、支持、協助，使我在課堂中豐
富收穫。
我的人生在學院生涯中，發生許許多多的
事，而這些事非常惱人棘手，我深知道，若不
是神的同在，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是神的恩
典，使我能克服時間的限制，並突破每一次的
考試和報告。感謝神一路陪伴、感謝我的家人
支持和忍耐，特別是孔哥，在他忙碌的牧會服
事，還要支持我完成神學院的學業，甚至接送
孩子上下學，而我能幫助他的時間卻是很有限
。
最後除了感謝神仍要感謝在座的每一位老師、
同工、同學們。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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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士-劉耀煌
感謝上帝，讓我可以

感謝每位老師不論在課程、生命上的教導

順利完成四年多來的神學

與見證，對我整個學習、生命的成長帶來許多

造就裝備，雖然常常在報

的幫助，使我更多思考福音的重要及生命的寶

告與考試的煎熬中，同時

貴。願在未來的服事，能靠著主作剛強的人，

也要面臨著家庭生活的信

將十字架上的福音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可以

心起伏中度過，然而這正

得著，生命得以更新，並能確信所做的「不是

是讓我們一家在這裡學習

倚靠才能，不是倚靠勢力，乃是倚靠神的靈，

到最寶貴的功課『倚靠上帝的恩典存活』。

方能成事。」

在學期間每當我遇到課業或家庭最難熬的

要畢業了，仍要感謝神所賜的一切，信神

階段，總會想起老師在課堂上的勉勵：「不要

提供這樣好的環境，使我能在其中成長，並度

過份注視你所無法明白的痛苦，要單單仰望耶

過一段美好時光，我在這裡找到一群志趣相投

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然而，上帝實實在在

、有共同信仰的教授與同學，也感謝各位師長

地讓我們這一家平安走到今天，此外更特別要

及所有的同學，在互相效力下完成了學業，一

感謝我的太太菀郁，在我忙碌的學業期間對我

切榮耀歸給神。

的無限支持、忍耐、陪伴與包容。

神學士-宋主兒
真的沒想到可以來臺

次領受主的餅和杯，都體會主耶穌的臨在。聖

灣學習神學，這真是神的

餐也是耶穌的命令，對我們軟弱的人賜下祝福

恩典，祂的意念高過人的

的恩典，赦免之工具。我重新領悟到聖餐的價

意念。年輕時很想學習神

值和意義。我希望回去事奉的工場時，能常常

學，但沒有機會。過了20

施行聖餐禮拜。

多年，我的記憶力不好了
，身體也不怎麼健康之時
，神給了我機會，而且不是用母語學習，是用
漢語。
我愛我們的學校，學習環境好、宿舍好，
圖書館更好，特別是我們的老師，他們是耶穌
真正的門徒，活出愛耶穌的榜樣，虔誠而樸實
的生活，對外籍生的我們特別照顧。令我永難
忘懷的是聖餐崇拜，非常有信義宗的特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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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用漢語學習神學不簡單，但是透過這
段時間的裝備，各方面都有收穫－神學的知識
，屬靈生命的成長，漢語水準的提高，人際關
係和教會實習訓練，華人文化的學習，風俗習
慣和民間信仰。
真的捨不得離開，我要深深銘記老師們所
教導的，以及跟同學、同工們之間美好的團契
和互相幫助，還有學校每一個我走過的痕跡。

專為基層宣教部的師生、輔導所設立的園地，
為您報導基宣的現況，
與您分享師生的見證及課程心得。

基 層心

特刊

基層宣教新視野
研發長兼宣教中心主任 魯思豪 牧師

最近學院舉辦了「族群宣教新視野-客家人與基督教」研習會，主要講員是本
院「傳統信仰與新興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義聖牧師。這次的主題是陳牧師宣
教學博士論文的主題，主要在探討客家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對基督信仰認知差異，
及信主後角色轉換、身份認同的問題，以及衍生的一些福音佈道與客家宣教的相
關議題—例如：客家人為什麼信主比率低？教會間流傳多年的客家宣教印象是否
夠準確？教會是否真的下過功夫，認真的瞭解當代的客家族群（老、中、青）？
由於筆者最近也正在思考規劃，本院已成立二十年的「基層宣教課程」的更
新。陳牧師的分享至少帶給我三個提醒，願在此與基宣畢業生共勉：
一、我們如何定義所謂的「基層」？過去慣用的三低定義：「學歷低、收入
低、地位低」是否過份簡化、隱含歧視且實際上很難指出「誰是基層人」？對象
不清，果效自然不明。
二、台灣教會多年已經以中產階層為主，不知不覺教會教育、聚會方式、時
間、教材，都已習慣中產思維，對於在他教信仰很久後才歸正、識字不多、或者
工作時間不固定的新信者，常覺無能為力。
三、為數上百萬的東南亞裔移工、新住民配偶和他們的家庭，我們總在觀念
上，將他們視為一個族群，但實際上他們至少來自四個主要亞洲國家，代表了至
少四種語言、四種文化。
2017年，是馬丁路德改革教會500週年，基督新教在慶祝、紀念之餘，也深切
反省，作為新教後裔的我們，是否延續改革的精神，再審視我們對週遭上帝子民
的責任？
主若許可，基宣部對將在2017年推出更新的課程，回應上面的檢討與反省，
歡迎基宣同學，帶著您的朋友，一起來上課、傳福音、實踐大使命。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二
十:21)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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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基層宣教部
新莊區／台北信友堂

蔡瓊雯

我在2011年受洗成為基督徒，非常感謝上帝透過月秋姐跟我說有基宣課程且鼓
勵我去上課，因為剛剛信主，內心對主非常渴慕，就報名開始了基宣課程。
課程中最大的收穫是對聖經的內容，真正的福音及耶穌基督有更多的認識與了
解，不只是跟同學們有團契，也更知道怎樣傳福音給身邊的人。每週一下班都迫不
急待想過來上課，也很感謝老師，體諒學生平常白天上班辛苦，都不會給太多的作
業，讓我們在課程中有所學習，又不致於壓力太大。
今年終於完成基宣課程，雖然是畢業了，但學習並不會因此停止，後續若有時間，
還是會繼續參與基宣課程，持續裝備自己，才能將福音帶給身邊的人。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范銀珍
我是家管，國中夜間部畢業，一直都是當家庭主婦。目前在家帶孫子。因為信主
多年，裝備不多，傳福音當中有帶人信主，接著就不知道如何幫助人更多認識主，所
以就到了基宣課程。
第一堂課是「伴初信者成長」，郭老師溫柔的教導，同時課程是我需要的。就在
當時，神奇妙的恩典，剛好可以應用此課程，讓我邀請到鄰居老人家作為陪伴的對象
。感謝神，老人家信而受洗加入教會，參加老人團契，而且時常聽她說教會的人對她
太好了，因著神的愛好感動，也很安慰。
基宣課程內容豐富，對於人際關係、家人間的互動、正確價值觀的教導，都有助
益。更重要的是對於
神話語的認識，有更深的了解，因而能向基層傳講十字架的真
理，耶穌基督的救恩，美好的福音。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劉羿伶
最初會上基宣是為順服神的帶領，課程即將結束，我驚嘆：還好我有來上基
宣，不然這段期間生活中所遇到的風浪，不知道、也無法去面對與承擔，感謝聖
靈的帶領與光照。
天路歷程，好比練武功，必須先打通任督二脈，武功、輕功才能高升，而基宣
課程也讓我有這般的感受，讓我的屬靈生命迅速成長，加速高升。我真的喜歡，也
懷念這個學習的過程，感謝基宣及我的屬靈家庭－新莊信義會，提供這麼美好的管
道與學習環境。謝謝所有的老師、牧師，還有同學的陪伴，及主耶穌的同在與引領
，原本帶著世上的憂慮、重擔來到基宣，現在卻是得著釋放和輕省，如果我沒有順
服，在家裡line，時間就這樣line掉了，謝謝主耶穌幫助，使我蒙恩。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西盛教會 陳士晟
當初開始上基宣的時候，其實我是帶著喜歡以及害怕的情緒去的，一方面是想要
學習神的樣式，使自己可以天天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又非常擔心自己是不是有那個
耐心可以再進去學習…。感謝主，祂垂聽我的禱告，保守我使我在每一位老師那裏學
習到許多的東西，像是從于牧師的「基督徒倫理」學到了當我遇到問題，以三原則去
處理；從苗牧師學習到了基督徒的三個必經過程；從巫牧師學到了以不同觀點看新舊
約，以及從張傳道那裏學到了＂無論你是誰、是何國籍，只要你有需要，我都盡全力
的去傳福音＂這項精神。
感謝主，謝謝祢愛我，讓我可以這麼幸福的上完基宣，謝謝祢讓我可以學習到更
多祢的樣式，祢的愛總是不離不棄，時刻將我環繞，讚美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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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貴格會恩光堂 蘇春英
52歲，職業小客車駕駛近20年，第三代基督徒，對天父的認識卻不了解，只
是做一位星期天上教會的教友，無法體會到神的慈愛，享受神所賜的平安和喜悅
。看到弟兄姊妹從「華神延伸制」」畢業，帶著滿臉的光榮在講台上分享見證，
讓我心中興起要受裝備的意念。尋覓、禱告，等候神的帶領，祂為我預備了基宣
課程。修課期間求天父將我這瓦器破碎，重新再塑造，漸漸地從讀經、禱告靈修
中經歷神同在美好的時光，載客短暫的路程，讓我變得有勇氣和智慧，為主傳講
福音和生命的見證。兩年的等待，基宣課程三年，我從不認為我要畢業，因為神
國度的裝備是永無止盡，我相信神會在最適合的時間給我們最適合的東西，就像
神為我預備了離家很近的上課地點，解決了停車位的問題。
鼓勵弟兄姊妹，抓住神的時機，讓祂一步一步引領你走上裝備的道路。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明穗教會 張元睿
我今年36歲，碩士畢業後一直在資訊產業界擔任軟體工程師，2012年7月在明穗教
會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受洗後就一直在教會中穩定聚會，並且參與教會的司會、司帳等服事。受到教會長
老夫人的鼓勵來參加基宣課程。課程當中透過老師們的講解和經驗分享，讓我更加了解
神的話語，且能實際地應用在生活上。另一方面，同學們來自不同教會，彼此分享信仰
生活，相互鼓勵，也是讓我在課堂中感到一同喜樂、豐盛滿滿的收穫。
在基督信仰的生活中，我們一樣會遭遇苦難和信心軟弱的時候，但我們仍要緊緊抓
住神，神必將喜樂和平安的心放在我們心中。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西盛教會 李秀娥
亞東工專畢業後即步入工廠，從事機殼製造繪圖的行業，進而設立公司，轉眼
已9個年頭。
當時牧師邀請我上基宣，我以沒時間回絕了。但，看著在基宣受裝備而改變的
姐妹們，深覺自己很自私，只要神的祝福而不願接受裝備，就像雅各卑劣的本性。
感謝主！讓我從自我形像低落中看見神的慈愛與作為。
轉眼3年就到了，對愛參加特會的我來說，特會就像快速充電站，很快就滿格也
很快就耗盡，但基宣卻是慢速充電站，固定時間，穩定持續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課
程有知識也有實戰，基宣的師資陣容堅強，每每上課心都再次被更新。
如果你還在考慮是否上基宣？我保證你考慮的時間，受裝備者都畢業了。主說
：在後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後。不要小看自己起步晚，上帝要使用我們，永遠不晚，相信畢業後上帝
必在我的職場上榮耀祂的名，阿們！
龜山區／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牧恩堂 許介竑
大學畢業、今年27歲，擔任中壢藝術館機電人員。
當時還在台北讀大學，一想到才上完整天的課，回到桃園還要上課，重點是基宣結
束後，隔天還要上課，整個就是很不想參加，也婉拒了好幾次。
我的第一門課是「基礎神學」，苗其華牧師授課，牧師遠從台北來桃園授課，知道
我的狀況後，竟然願意接送，於是開始了我的基宣之旅。
在7年的學習中，覺得最困難的就是「基礎神學」，似是而非的問題，最容易使人
心生疑惑，我的信仰是否真的建立在上帝話語的根基上？藉著牧師的教導，一步步的釐
清觀念，使我能在上帝的話語上，一點一點的打下根基。
還有許多收穫良多的課程無法在此贅述，鼓勵弟兄姊妹，行動吧!!為自己的信仰扎
根，並藉此機會好好裝備自己，成為基督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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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龜山區／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羅淑鈴
我是做社區清潔工作的，每天下班後都非常的疲累，經濟狀況也不佳，想不到
我能讀信神基宣課，並且還能三年不間斷地修完九科，真是感謝主豐盛的恩典。
這三年的課程，每位老師都很用心教導，使我能更認識神，更明白我所信的是
誰，也因此，我能憑著信心過日子。記得「基礎神學」苗其華牧師說過：「真理叫
人得以自由。我們到教會敬拜神乃是伸出雙手來領受神的祝福。所以，主日崇拜是
基督徒的『自由』。」聽過以後，每主日的崇拜，我再累也不會停止聚會。感謝我
的輔導，她為要鼓勵我能持續受裝備，竟然陪伴我一起上三年的課程，我相信這也
是神的恩典。
畢業是另一階段的開始，受裝備、認識神，是一生都應該要做的事，畢業後若
時間、經濟許可，我仍然願意繼續受裝備，為主所用。願神的愛激勵我，使我成為他人的祝福。阿們。
龜山區／關西長老教會 傅瑟先
我是位已經一甲子的老學生，對於基督教教義，完全不知，只是參加主
日禮拜。因著生命遇到困難，蒙上帝的拯救，因此想要更多了解這個信仰，
於是開始了基宣課程。
剛開始上課，曾有要放棄的念頭，但是經過每一位老師用心的教導，克
服自己心理的壓力，告訴自己不能放棄，這是難得學習機會，尤其參加更生
團契志工服事，更是要明白上帝的話語，才能知道如何傳講上帝的救恩。
基宣課程安排使我與上帝的關係更親密，生命變得更熱情，勇氣變得更
充足，行動變得更踏實，並且改變我的待人處事，希望弟兄姊妹都來就讀基
宣課程，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

筆者左（一）

楊梅區／楊梅崇真堂 黃穗華
家庭主婦，53歲，國中畢業。
能上基宣課程真是恩典，原來我是神的掌上明珠，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貴，我不
再自卑，我願意接受裝備，學習神的話，一生被神使用，成為討神喜悅的器皿。
三年來從「個人靈修生活」、「新舊約人物」、「原生家庭探究」、「婚姻與
家庭等課程，透過每位老師精心編寫的課程，認真的教學，使我受益良多。特別是
「原生家庭探究」，透過影片欣賞，檢視與省思原生家庭，更透過影像畫面帶出情
感，深深觸動人心，勾起每個人內心最深層的故事。廖牧師說：「傷痛之處就是醫
治之處，呈現傷口就是醫治的開始。」藉此課程，讓我從小在原生家庭所受的傷害
，因著上帝的愛和話語，輔導的鼓勵和教導，屬靈伙伴的分享和陪伴，生命得到醫
治與安慰。並經由讀經、靈修及課程上的學習和操練，我更明白聖經真理，堅定信
仰。神也在家人中施行奇妙作為，使我更願意真實的敞開心，改變我在教會裡服事的態度。感謝神，認
識祢真好！
楊梅區／楊梅崇真堂 王文玲
我是一個蒙恩的罪人，曾經心高氣傲的拒 神於千里之外長達25年之久，
現年52歲，歸主巳近6年。如今生活中最快樂的，就是將 神的話語以及祂讓我
經歷的奇妙與豐盛，刻在我的陶藝作品和心版上，時時與人分享，甚願成為主
手中柔軟而順服的一塊泥土，祂是最令我折服的藝術家！
三年來，越學越覺得自己的不足與不配，但也越發享受在主裡的喜樂、平
安和自由寬廣，每門課都很受用--【帶領查經班】從一小段經文，就可以有那
麼多不一樣的看見，就可以有那麼深的領悟，聖經的奧秘與浩瀚，著實叫人讚
嘆；【伴初信者成長】扎扎實實的幫助我，在一路不同對象的陪伴過程中，看似給予實則收穫更多；透過
【新、舊約人物】，顯明 神是如此信實良善，慈愛又公義，即便信心之父，甚或合 神心意的偉人，也如你
我，都曾軟弱而不免犯錯，但 神永不改變、不離不棄的愛，使我們充滿盼望；【原生家庭探究】學習饒恕
與接納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學習不帶著生命的破口、苦毒去服事，學習經營最重要的生命禾場，在每一
個人事物中用神的眼光看見祂美善的旨意。
耶穌基督是我一生渴慕追隨的目標，十字架是我蒙救贖，恩典的記號，我要大聲向人宣告：十字架永
是我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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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區／楊梅崇真堂 古蒼生
我是位54歲的退休人員，畢業於警察專科學校進修班。
基宣課程帶給我極大的幫助，每位牧者他們不僅只是教學，更是用生命服事神
，服事學員。要說那一位牧者讓我印象最深刻，只能說每一位都是神的使者，都是
神的好牧人。「保羅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那栽種的種子就
是神的道，道幫助我們知道要來倚靠神，學習如此，生命的成長也是如此。
感謝基宣課程使我更認識神，明白聖道，我想不是三年的學習而已，應該是終
身事奉、終身學習。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金振群
我從幼稚園開始就和母親到教會聚會至今，信主已幾十年了。在一次陪教會弟兄上
廖元成牧師的「舊約人物」課程時，被廖牧師對主的愛與服事主的心態所感動，就愛上
了信神所開設的基層宣教課程。
每一季的課程都讓我驚豔，包括內地會的多位外籍宣教士的「向基層傳福音」課程
。信神對於每季課程的安排、授課老師的挑選、輔導週、兩季課程中間的休息，都是這
麼的細心，讓我深深的感動。
從每位老師的教導中，我學習到：神的話要以聖經為依歸，也開啟了我更多更廣的
思考方式。每次上課的報告及作業，讓我有更多的思考及學習。許多教學活潑、鼓勵我
們問問題的老師們，解決了我們信仰所遇到的瓶頸。三年的基宣課程雖然辛苦，但也使
我獲益良多。我相信：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曾繁萍
三年共九門課的基宣課程即將告一段落，回顧這三年來的學習，真是收穫滿滿
！首先，授課的老師們學有專精且充滿服事主的熱情，激勵我們要更愛主、要對信
仰認真。廖元成牧師、張忠牧師、鄭志仁牧師、劉修泉牧師、朱順慈教士、陳美華
教師、以及內地會的宣教士等老師，都給予我們很多的幫助。其次，基宣的課程多
樣化：有些重在實作，以傳福音為導向，作業具挑戰性；有些則幫助我們更認識聖
經真理，釐清信仰上的偏差。這些課程都裝備我們，使我們在教會中可以有更美好
的服事。
很感謝上帝，讓我們這群埔心區的弟兄姊妹可以順利地完成基宣的課程，這是
神的工作，不是人憑自己的血氣可以做到的。
神很愛我們，藉著信神基宣老師們
來建造我們教會，這是何等的工程，何等的榮耀！我十分感恩，我也身在其中。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金競美
53年次，53歲的我，是一名家管，畢業於南亞技術學院。
雖然從小在教會長大，聖經也讀了，也參加過許多的聚會，但總是覺得自己還是很
缺乏，希望藉由上課多充實、裝備自己，就像『基礎神學』課的鄭志仁牧師說的，能正
確認識我們的信仰、活出討神喜悅的生活、更能傳揚基督純正的福音。
課程中，讓我收穫最大的是『基礎神學』，第一堂課談到信仰‧信條‧信經，曾經
在長老教會聚會十年之久的我，念過使徒信經幾百遍，如今，這才明白它的由來及它是
對神、對耶穌基督、對聖靈的信仰告白。期勉同學們，保羅在腓三13b~14說到：「我只
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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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吳秀惠
大學畢業已20多年，目前在茶業改良場工作，信主已十多年。
雖然信主多年，對聖經仍不甚了解，常常讀完卻不知所云。這加深自己對聖經
的渴慕。所以當得知基宣課程時，我滿心喜悅，希望自己是那第12位同學，可以馬
上開課。第一門課是「帶領查經班」，朱順慈教師幽默風趣，同學在潛移默化當中
，提升查經的興趣，對於帶領查經的方法有更多的了解，我也應用在兩位姐妹的陪
讀上。「新、舊約人物」，廖元成牧師精闢的分析解說，使我們對聖經人物有更深
的認識，透過心得分享看到同學們有很深的感動和聖靈的提醒。
每位老師都是不辭勞苦，為福音的緣故，長途跋涉地來上課，半夜才能回到家
，真是感謝又感動，特別是張忠牧師和內地會的宣教士。老師們一生熱心服事主，
全心奉獻主，是我們學習的對象，我應該更勇敢更積極傳主福音，學以致用，不是
窩在自己的舒適圈和象牙塔裡，能以基督的心為心，活出基督徒美好的見證，成為別人的祝福。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劉秀蘭
47歲，職業婦女，國中畢。
當初帶著緊張又好奇的心情來上基宣課，轉眼三年了，其間也曾想放棄，感謝輔導
及姐妹們的鼓勵，加油打氣，跟著大家一起努力學習。基宣課程激勵我要更認識 神、
親近 神、倚靠仰望 神，也幫助我的生命更新，在服事和工作上都受益良多，靈命也成
長許多。
「向基層傳福音」的課，都是外國來的宣教士，他們來到一個語言不同，生活環境
，民俗文化都不同的陌生地方去服事，這是要多大的勇氣與耐心，他們克服了困難，甘
心樂意的做，活出生命力的榜樣。
感謝每一位老師，辛苦了，你們用行動來見證神的榮耀，向萬民傳福音，您們的教
導及分享，讓我得到勇氣，跟同事分享福音不再膽怯了，感謝主。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馬煜堃
今年的我差2歲就50知天命，研究所畢業後就「委身」在顯示器領域，擔任研發
工作。基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神學院舉辦的課程；回顧這三年，第一次學會「
觀察」聖經的話(帶領查經班)，第一次竊喜聖經人物與我是一樣性情的人(新、舊約
人物)，第一次與老婆促膝長談家庭的願景(婚姻與家庭)，第一次發現「神學」沒那
麼難懂(基礎神學)，第一次理髮時與拿剪刀的人談福音(向基層人傳福音)，還有同
事第一次對我投以崇拜的眼神，因為我比他們更認識林默娘(台灣民間宗教與福音)
，好多的第一次都「奉獻」給了基宣。感謝老師鼓勵我們在課堂上盡量提問，為了
從老師身上挖寶，我竟然想了一些信主30幾年從來不曾思考過的問題，不但學會問
對的問題，更學會自己從聖經中找答案。雖然有時在上課中和老師意見不同，但還
好老師沒有用F(成績不及格)來「紀念」我。
人生的經驗只有一套，但因為基宣，使我的經驗又多了一套。而我的第一次，也會發生在正在讀
或想要讀基宣的同學身上，只要「渴慕」。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黃淑蓉
我今年48歲，碩士畢業，目前任職外商。
報名基宣課程，原因有二：首先我以為自己是基宣開班缺少的最後一人，其次希望
藉由参加此課程來裝備自己(因工作之故，未固定教會聚會達四年之久)。雖然起初理由
敷衍，但神是信實的，祂所作的遠遠超過我所求所想。上完第一堂「帶領查經班」之後
，好友邀我在她家帶領查經，當下我並未答應，但在上過廖牧師新、舊約人物後很被激
勵，期間經歷上帝的開路，終於在台北朋友家開始週間查經。剛開始上帝給我們三位基
督徒加一名慕道友，三個月後上帝又帶了另外五名慕道友和一基督徒來加入我們，神用
祂的話吸引我們，使我們同蒙造就。願榮耀歸與全能神！
林後八:12「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
的」。 神是信實的，讓我們一生更經歷神並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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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臧美倫
今年已邁入42歲，自研究所畢業，在工作職場經歷十年後，毅然決然當個全職
媽媽，成為家庭主婦。
雖然信主已經數十年，但仍常覺得對聖經的了解深度不夠，或是覺得基督教信
仰很棒，要向人傳福音、述說 神的話，常常會有辭不達意，表達不夠通透的情形。
以前曾經想過要自行尋找相關課程，但考量時間、孩子年幼、交通等因素，就澆熄
了這份念頭。後來得知中華信義神學院來教會開課，對我來說太方便了，當然要把
握機會囉！不知不覺三年課程即將結束，基宣課程由淺顯入艱深，由神學知識性的
探討到生活層面的實際應用，讓我讀 神的話能更用心、嚴謹，與家人的相處更有愛
心包容，學習用不同的眼光來欣賞，更有勇氣智慧傳福音，不斷的擴展我的界線，
挑戰自己的極限。
感謝 神的安排和預備確實是最好的、最適合的，也謝謝親愛的老公支持、配合照顧孩子。最後，
期許各位勇敢踏出第一步， 神的帶領與祝福跟著來，更多能裝備自己，隨時為主服事得榮耀。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魏國樑
當年金長老呼召弟兄姊妹參加基層宣教的課程，那時心想唸完基宣需要三年，一度
懷疑自己能否堅持到底，畢竟這一段天路歷程一定會有許多挑戰和阻擋。感謝主，許多
同學都能堅持到底，靠主得勝。對信主許久的我，基宣應是唸來游刃有餘，但事實上課
程重點在於實際的向基層宣教，而不是自我閉關修練。主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基宣課程讓我能按著所學的向同事傳福音；除了知識的增長、信心的加增、有勇氣
傳福音外，讓我有著更深的體會，正是－不斷尋求追求三年怎地轉眼就過，眾里尋他千
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原來，真正值得我們追求的往往並非我們自認
為如此做才是榮神益人的事,而是環顧守候在我們身邊的耶穌基督。
筆者左（一）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王富次
47年次，高職畢業，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因著弟兄姊妹及太太的鼓勵來上基宣。剛開始上課我很膽怯，信心不足，深怕跟不
上課程進度，感謝老師用心的教導、講解、包容以及同學的扶持、勉勵，讓我得以
持續學習、認識真理。
感謝信神非常用心安排課程，每門課都給我很大的幫助。透過「婚姻與家庭」
，再一次了解自己的成長過程，更重視夫妻與親子的關係，明白婚姻、家庭生活是
要不斷的學習。「個人靈修生活」啟發了我讀經、禱告的操練，靈修生活能夠更穩
定且持之以恆。藉著「新、舊約人物」更多了解他們的事蹟，並理解到讀經是可以
用深廣活潑的技巧來研讀。
感謝神，畢業了，心裏一下子輕鬆了許多，也許是因為做作業的壓力吧！其實
每一個學習的過程與人生的過程一樣，學習要交作業，將來我們的生命也要向神交賬，願我能學以致
用，靈命更成熟，也能越來越明白神在我身上的計畫。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莫再興
我再過兩年就一甲子了，工作是倉庫管理員。
當初是抱著上上看的心態，到現在滿滿的收穫，真要感謝每位老師，不辭辛勞、不
藏私的付出，使我們在靈命上成長，找到生命的意義。
基宣課程使我更了解聖經要如何去閱讀，更知道聖經中的人物故事及背景，最重要
的是信仰的確認，異瑞的辨明。不論是教會裏講台分享、向人傳福音，對個人和家人關
係都有很大的幫助。
感謝神讓我順利完成基宜的初步課程，感謝中華信義神學院基層宣教部的用心，感
謝埔心基督徒聚會處提供場地讓我們上課學習。
還沒有加入基宜課程的弟兄姊妹，請快來參加挖寶行列，下一個挖到寶藏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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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區／中華聖潔會新豐教會 陳文錫
我今年五十八歲，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目前在學校兼些美術、陶藝等藝術課
。偶而也接些中小學的校園美化景觀小工程和陶藝的加工代程。
參加基宣課程幫助我在短時間之內，大量吸收聖經知識，學會如何靈修和禱告
，且日復一日的成長壯大。基宣課程有系統且深入的研經，讓我更清楚明白神的真
理，感受神的慈愛和救恩而被吸引緊緊跟隨，靠著神能活出神所喜悅的生命。
我雖經十三年學習才畢業，期間克服總總生活困難，而能存信心勇敢面對，並
信靠神走出生命低谷，基宣課程的奠基，居功厥偉，感謝主，若沒有這厚實的信仰
基礎，真不敢想像過程的悲慘和苦毒哀怨的處境。鼓勵各位受洗歸入主名下的新人
，如同種子剛萌芽，要緊接勤加澆灌、吸收養分，讓信心幼苗早日茁壯，就不怕風
雨吹打了。
新豐區／中華聖潔會新豐教會 劉雪婷
我的職業是一般人會覺得可能做不來的工作，需要有很多愛心、耐心－特殊教育工
作者。
三年前一位長輩推薦我去上基宣課程，當時課程是「關懷與探訪」，這課程好吸引
我，也是我所需要學習的，於是帶著試試看的態度去上了這門課，上課的過程中不斷的
被神提醒與造就。
出國一年的時間中，我不斷將我所學的應用出來，在異鄉和其他基督徒彼此在信仰
中學習成長，雖然還是會想念遠在台灣的家人，我就對神說：我要突破自己在台灣時不
曾做的事，也就是跟家人傳福音。於是我鼓起勇氣，不定時給家人打國際電話，向他們
傳福音。感謝主！家人們一點都不會感到有壓力，會有耐心的聽我說完，即便他們沒有
信主，但至少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當中，收割不是在於我，乃是主。
感謝主！讓我有毅力地讀完了，信仰一直都是要不斷的去學習、去發現、去實踐的道路，雖然這不是
一條易路，仍要靠著神所賜的信心勇敢跨越。『書讀對了，就不怕迷失方向』！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 許華芸
我45歲，專科畢業，從事絨毛玩偶玩具批發的工作。
聽到基宣課程，想到要上班又要上課，應該會很累，所以第一期開課我沒上。
後來聽姊妹分享老師上課的內容很活潑、有趣，那時我剛信主，其實也很渴望更多
的認識神，於是第二期就毅然決然的報名。
感謝主，這三年來的收穫，真的超乎我所求所想。在「個人靈修生活」中，學
會有系統的背經，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時時刻刻的背經句，默想經句，是我最享
受的一部份。還有「婚姻與家庭」真實的幫助到我的家庭生活。
感謝信神在我初信時，能接受如此完整的裝備課程；感謝一路陪伴扶持我的弟
兄姊妹，更感謝每位老師的付出與用心。鼓勵你，值得花上這三年的時間，你一定
不後悔，堅持到底，你的生命一定不再一樣。有沒有時間是看你把時間放在哪裡，做個不一樣的選擇
，投資在我們永恆的生命上吧。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 張幸瑜
離開求學階段已有15年了，再來當基宣的學生，想來就覺得很不可思議。終於要畢
業了～Yes～
這3年的課程收穫很多，其中又特別以陳增韡老師（個人靈修生活）和曹老師（婚
姻與家庭）對我個人的幫助比較明顯，一個是在個人靈修上更加的穩定，一個是在個人
的自我價值被找回和肯定。現在回頭想想過往的這3年，我滿心感謝上帝的恩典與幫助
讓我可以堅持到最後。
給在校的學生的鼓勵：放下自我的偏見，努力堅持到最後的那一刻，收穫就是你的。

20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台中區／台中基督徒教會 劉孟茹
自專科畢業後就進入了航運業工作，直到五年前認識主以後生命有了新的轉變。
一開始教會鼓勵大家上基宣課時，我不感興趣，直到有一個主日，台上報告基
宣課程是「豐盛生命的建造」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報名上課。每門課的老師皆有
從主來的恩賜，將他們一路跟隨主的經歷完整的呈現在課堂中。尤其是陳增韡牧師
的「個人靈修生活」真正幫助我對神話語新的看見，從時間規劃表開始到有系統式
的背誦聖經，再到親近神與屬靈操練，這些的改變做起來真的不容易，但是養成習
慣後真正感受到與主的關係變親密了，也懂得學習花時間與神獨處，那從神來的愛
真的會滿溢出來，每天都可散播歡樂散播愛。
『殷勤的人必得豐裕』神的話語真的大有能力，三年的基宣課除了穩固我的靈
修生活，也加強了我在服事上的能力，在與人的相處不論是教會、家人、朋友更加和睦。鼓勵正在上
課的同學們要堅持到底，還未加入的不要再猶豫了，馬上行動，你必會經歷到豐盛的祝福。
豐原區／豐原行道會 梁秀鳳
我是位55歲的新科阿嬤！高商畢業後就喜樂地進入婚姻生活！
選擇上基宣課程是因為想要有系統性的接受裝備，學習上帝的話語。在每季的課程
中我都很享受這樣的學習，除了先生工安意外受傷要照顧他的三年期間停止之外，都不
斷的學習，即使是重複課程，但不同的老師也會讓我有不同的領受與看見，使我在 神
的話語、服事上及人際關係有非常大的成長。特別是賴瑞仁牧師，因著上「帶領查經班
」課程，幫助我在教會成立小組，更感謝 神給我機會成為豐原區班長，可以服事弟兄
姊妹、委身基督。
畢業後我仍然會繼續課程的學習，經上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飽足」（太6:6），這是不變的真理！

筆者右（一）

豐原區／豐原行道會 張靜惠
我是個幼教工作者，臺中教育大學畢業。一開始上基宣，只是單純的要更加認
識 神，明白祂的話語。雖然學習的過程有怠惰的時候，但神仍讓我學習有收穫，幫
助我對聖經更了解，同時也學習用正確的方法服事神、服事人、傳福音。在「向基
層傳福音」課程裡，歐文忠宣教士教導我們用臺語傳福音的方法，這是門生動、活
潑的實用課程。回想老師示範瞎眼巴底買，不怕周圍人群的斥責、攔阻，大聲喊著
：「大衛的子孫耶穌，可憐我!」。這樣的信心，對軟弱、膽怯的我，實在是很大提
醒與幫助。「帶領查經班」，其目的就是要認識 神的話語，賴瑞仁牧師不斷鼓勵我
們「要做個快樂成功的帶領查經者」，並且常以「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
能做」來勉勵我們。基宣課程很適合帶職的兄姐學習。每期的時程不長，每位老師
都竭盡所能，將課程的精華傳授給學員，而且面對面的學習，學員的問題能即時得到解決，是信徒學
習的最佳管道。
豐原區／豐原浸信會 鐘韻安
因牧師的鼓勵參加基宣課程，但我不是連續三年上完，期間有一段時間停了，直至
參加了好姊妹的基宣畢典，非常感動，才下定決心要完成基宣課程。
基宣課程不用考試，卻是難能可貴、深入淺出的信仰教導與生命分享，老師、同學
都成了信仰學習之旅的美好回憶。使我印象最深，也最感動的一門課，便是內地會八位
宣教士的「向基層傳福音」課程，每位都把他們的生命與我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愛是他
們能不畏艱苦而能持續做美好見證的動力，有位女宣教士說：傳福音不需要安全感。他
們為基督的獻上，為失喪之人生命能得救的火熱心腸，實在是我們的榜樣。
課程雖已修畢，但信仰不會因此停滯，因為生命仍會持續不斷地經歷成長與前行。
而我相信，這段美好的信仰學習經歷，將成為我們向周圍的人分享福音好消息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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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豐原浸信會 林榮妹
當有人問我有關基督教信仰問題時，我常常因無法有效的回答問題而感到懊惱
；當我遇到機會可以向人傳福音時，我竟說不出口，覺得自己非常不足，所以參加
基宣的課程。
不論是主修或選修科目都很吸引我，而且在不同的老師教導下，我學到很多知
識和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老師鼓勵我們勇敢跨出去，將所學實踐在生活當中。尤其
在『台灣民間宗教與福音』課程中，我才清楚知道台灣大多數人所拜的是什麼，也
慶幸自己所信的是一個正確的信仰，對他們產生了憐憫和為他們禱告、傳福音的責
任心。正如老師說的，知己知彼，透過了解，然後找機會將福音傳給他們。
每上完一季課程，有一種更上一層樓的感覺，且期待下一季的來臨，在不知不
覺中三年的學分已滿，但這不是結束，而是另一段學習的旅程。我非常感謝老師們不辭辛勞在許多個
夜裡陪伴，帶領我們成長，當學生真是一件幸福快樂的事。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陳耀華
我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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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右（一）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李美玲
我是家庭主婦也是全職媽媽，2016年，是我的「知命之年」。
從高職畢業後，我仍然有學習的熱情，所以當牧師向我提議上基宣課，及聽完
牧師的說明後，瞭解到牧師所說，服事需要有豐富的上帝話語來增進自身的智慧和
對於聖經的了解，便決定來上課。
每個課程都收穫良多，尤其是張忠牧師的課，我學到了新約人物的歷史、服事
精神與自我犧牲。張牧師講課方式活潑，讓人容易記住內容，課程中與老師、同學
可以互相交流，體驗美好的團契生活，學習互愛與關懷。進入教會服事、上課後，
我更了解許多寶貴的上帝的話語，也能與人分享上帝的慈愛，並讓我的價值觀、修
養、品德、脾氣都有改變，也使家庭更和樂，這些改變都因我心中有愛，而這愛來
自於上帝。
感謝每位老師，帶來不一樣的心靈感受，使自己更知命，更知道如何去服事，越服事就越知道要
不停地學習上帝的話語，因為聖經不是一次就可以讀完的，是要讀一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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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神 成全呼召!
我們邀請您關心神學教育，看重神僕的養成，透過您的奉獻、禱告同工，共同栽培神學生成為教會的祝福，
不虧缺神的榮耀。值此學院在校舍擴建完成後，多項神學教育事工，不論是教牧同工在職進修的新增教牧博士學
程、關顧與輔導碩士的恢復招生、基層和新移民的宣教實務、東南亞裔傳道人的神學培養、信徒領袖神學教育等
正蓄勢待發。希望您們可以繼續陪伴信神神學教育的事奉，使我們更穩健，甚至能快步開跑，共同有份於神要透
過神學院完成的工作。「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
代禱事項：
1.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2.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3,118萬元無息借款能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供應。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1,000 陳雪珍
EUR 13,879 FELM
彭美智
100 林秀春
程俊苓
200 沈木堂(獎助學金)

2016/1/1－2016/3/31
3,000 成玲燕

朱美蓉
朱清棋
黃月珠
黃世昕(宣教
何譪棠
葉淑貞
豐恩堂會友
佘兆良
熊梅英
余志信
300 主知名
熊雲巖
吳天序 徐瑤華
吳敏毓
趙萬春
林忠和
李文樹
劉雅貞
林素梅
李孝貞
劉獻瑞
張秋香
李季樫(宣教)
蔡一文
梁諭蓉
李淑萍
蔡滿足
劉懿萱
李惠珠
賴炳輝
李翼宇
400 台北永生堂
駱君萍(宣教500)
吳秀華
周秋燕
簡吉雄
徐秋皇(獎助學金)
周音華
顏淑妙
黃鈺惠
周純明
魏碧雲
周鳳滿
500 白志陽
吳承恩
1,200 張智惠
宜約堂
葉佳芬
吳瑞航
板橋教會
李文媛
1,300 日南教會會友
林正雄 林愛花
福恩堂會友
李惠英
林麗雯
林素麗
1,500 陳國雄
施宗佑(儲備師資)
廖慧娟
張中和
胡椿子
蔡如珮
張文焜(獎助學金)
苗其傑
鄭發祥
張文瓈
范秉添
林裕智
莊孔明(宣教)
徐忠良
黃娥當
1,960 小港教會會友
徐菊珍
黃麗津(宣教)
2,000 尤懿心
張玉雲
王瀞雅
劉玉雲
張素禎
主恩41
蔡立慈
張寬宏
田仁春
薛瓊美
張憲文
何南善(代轉奉獻1,000) 連孟如
600 程書昌
呂秀春(代轉奉獻)
黃曉珠
陳文怡
李一華
蕭淑拿
陳立青
沈光榮
陳姵樺(儲備師資)
900 林昭明
林慧美
秦文茹(宣教)
陳昭君
紀振輝
郭則修
陳雯靜
徐 瑾
葉杏桃
陳愛珠
張雅智
陳慈娥
1,000 日南教會
許世壁
主恩15
陳頌恩(宣教)
陳立澤
主恩48
陳嬿如
彭懷冰
加恩堂
陳麗玲
黃惠淑
竹南勝利堂
彭國恩
楊志誠
余國欽
景明珠(宣教)
聖潔會大園航空城教會(宣教) 陽明山錫安堂
吳銘恩
聖潔會龍潭教會
巫奇益
黃玉銣
蔡勝財
巫奕琪
黃美玲
鄭伊伶(代轉奉獻)
李玉珍
黃執中
嚴家仁
李育靜(代轉奉獻)
黃凱斯
李咸民
葉貴芳
2,100 莊朝順
李啟珍
葛瑞婷
2,200 中嵙頌恩堂會友
苗栗福音堂會友
阮華首
劉王毓敏
林春美
劉孝煦
2,350 新竹雅歌靈糧堂會友
林雪霞
劉榮棠
2,400 鄭光輝
祁聲瑞
鄧宗禹
2,500 主知名
台北市基督徒聚會處
洪和列
鄭芬蘭(宣教)
洪穎真
鄭貴立
2,695 鍾佩芬(宣教)
胡春英
戴憲達
3,000 大寶寶
小港教會
孫素華
雙福教會
中嵙頌恩堂
張庭彰
羅世隆
方詠卉
莊建英
譚俊彥
王一言
陳文暐
顧志浩
古文兆
陳光雄
顧美芬

3,200 范銀珍
3,600 周滿英

4,000

4,100
4,200
4,500

5,000

5,500
5,550
6,000

6,100
7,000

7,500
8,000

9,000

9,500
10,000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10,000 張新儀

梁碧薇(宣教)
莊晰欽
台中慕義堂
陳明恩
陳恭猛
鄭翠津
10,453
豐恩堂
10,500
生命堂會友
12,000
新生教團內湖教會
陳 平
吳進春
張秋玉
12,750
嘉義榮光堂
13,000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13,200
羅東靈恩堂
13,904
中華福音信義會
15,000
生命堂姊妹會
利百加印刷企業社
吳富祥(代轉奉獻)
李勢惠
張芝嘉
15,430
莊育欣(代轉奉獻)
16,000
陳國和
16,600
新竹春湖教會
18,000
萬玉玲(宣教)
劉仁海
劉朝斌
19,000
靈光堂夯囧小家
20,000
主恩06
許曉芬
主知名(宣教2,000代轉奉獻4,000) 22,000
生命堂
24,000
東勢施恩堂
板橋和平堂
26,000
張家蘭
27,000
陳淑女
30,000
陳新鳳(獎助學金)
傅振瑛
福恩堂
32,000
黎亞綺
33,000
洪嬿陵
35,056
桃園永生堂(儲備師資) 37,000
新竹聖教會會友
37,400
謝政娟
38,000
台北救恩堂
39,000
杜聖恩(儲備師資1,500) 40,000
李 班
45,000
徐尚梅
50,000
黃文娟(代轉奉獻)
60,000
民族路教會
得勝堂(宣教3,000)
85,000
郭素鳳
112,000
盧志遠 張芬芬
115,400
王詩綺(宣教2,000) 135,000
Balvin H.L.Chua
135,600
王克志(代轉奉獻)
162,000
主知名
240,000
台北信義堂
312,000
呂惠萍
450,000
周黎明
1,635,500
張美琦(宣教)

陳亞辰
新生教團中和教會(宣教)
200
葉玉雲(宣教)
劉火明
500
戴正光 彭玉滿(代轉奉獻)
1,000
羅容恆(宣教)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潘佳耀(宣教4,000)
主恩01
許瑛瑛(宣教)
陳明志
1,200
蔡舜昤(宣教)
陳義聖(儲備師資)
1,500
陳冠賢(儲備師資3,000)
朱頌恩
謝娜敏
王世吉
主恩23
邱英通
2,000
新竹信義堂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聖餐崇拜(宣教8,727儲備師資6,703)
主恩02(代轉奉獻7,000宣教1,000)
俞繼斌
黃承約
3,000
鄭國隆(代轉奉獻)
鄭燦鋒
員樹林基督教會
主知名(宣教)
劉典謨
鄭炤仁
黃國義
朱世珍
李必忍(儲備師資8,000獎助學金8,000)
許文青(代轉奉獻)
新竹靈糧堂(宣教)
東山街浸信會(宣教20,000)
林保瑩
談雲生
楊麗萍(代轉奉獻)
恩光堂
台灣中國信義會
麥愛堂
劉孝勇 游文秋
竹北勝利堂(儲備師資2,000獎助學金36,000)
主恩03(儲備師資6,000)
榮中禮拜堂(獎助學金)
張金玲(宣教30,000)
侯義如(宣教)
台中市旌旗教會(宣教)
寰宇福音基金會(獎助學金)
中華信義差會
徐景奇
靈光堂(宣教52,000)
台北信友堂(宣教)
北門聖教會(宣教108,300)
主恩64(宣教)
許瑞旭(宣教)
陳美智
NLM
勝利堂(宣教683,000)

2016/1/1－2016/6/31
俞繼斌
3,000 張金來
鍾政寬
張慧明
劉存恕
曾美蘭
吳宗信
葉肇鈞
吳家駒
潘月錦
林曼美
顧美芬
得勝堂姊妹會
5,000 主恩39
楊伊蓉
6,000 丁至剛
蔡宏智
李明清
主知名
李美遠
鍾宜芳
曹克昌
大寶寶
郭素鳳
主恩06
陳文奎
陳美智
陳冠賢
蔡如珮
董寶鴻
謝淑惠
8,100 莊朝順
鍾水發
9,000 主恩03
Fu Kuan Kung
9,100 靈光堂
主知名
9,200 邱福生
主恩41
10,000 周黎明
周葆齡
12,000 韓永昌
楊菊鳳
15,000 林昭安
韓淑慧
23,000 吳聲昌
朱育德
30,000 竹南勝利堂
李淑汾
150,000 宜蘭幸福汽車
胡椿子
駕駛人訓練班
徐乙暄
徐忠良

一般經費

2016/1/1~2016/3/31
累積餘絀

-40,381,823

本期收入

7,813,875

本期支出

6,706,731

本期餘額

1,107,144

累積餘絀

-39,274,679

擴建基金

2016/1/1~2016/3/31
累積餘絀

2,800,332

本期收入

391,700

本期支出

-

本期餘額

391,700

累積餘絀

3,19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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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電告知財務同工張玉絲主任
(5710023#3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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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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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9院長與福音信義會差會同工至
大陸訪問，與上海、南京、和西安等地
的教會及神學院彼此有美好的交流。
2.4/11神學院校聯合會年會職員改選，擔
任2016-2017聯會書記。
3.6/6舉行APELT年會與第十屆第九次常務
董事會。
4.6/23-7/4院長將赴夏威夷檀香山信義會
參加培訓課程授課與講道。
【教務處】
1.104學年度畢業典禮於6月11日(六)下午
3:00於本院路德廳舉行。
2.105學年度碩士部招生考試訊息如下：
第一梯次 -（報名截止日5/31）
筆試：6/18（六）
南區：於台灣信義會前鎮教會(高雄市
前鎮區中華五路1320號)
北區：於本院(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口試：6/25（六）於本院
第二梯次 -（報名截止日7/22）
筆試、口試：8/6（六）於本院（新竹
市大學路51巷11號）※考試相關表格及
招生簡章下載，請參閱信神網站。

4.105年3-6月於北、中、南各教會共舉辦
9場神學講座，5月13、14日於本院舉辦
神學營，參加人次共計260人次，感謝
神透過這些活動使學院能與弟兄姐妹分
享神學教育。
【神學研究所】
1.104學年度神研所共錄取3位神碩生。
【教牧博士科】
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長同工
踴躍報名！報名資訊請參學院網站。
http://www.cls.org.tw/
【學務處】
1.本學期「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音檔
」，歡迎弟兄姊妹至學院首頁或學務處
網頁下載聆聽。www.cls.org.tw
2.學務處近期活動：
6/2學生會大會
6/8送舊晚會
8/23-8/25新生訓練
8/26-9/1新生教會機構觀摩

3.105學年度教會進修生考試將於9月1日
舉行，報名截止日為8月29日，考試相
關表格及招生簡章下載，請參閱信神網
站。

【研發處】
1.基宣部將於7/25(一)上午9:00～下午
5:00舉辨「教師教材教法研習會」。
2.信徒神學部開課消息：遠距課程「教會
歷史(上)-古代教會史」將於9月份開課
，相關訊息請上分部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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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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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本學院之課程皆需通過教會進修生
考試，歡迎在職教牧同工及熱心事奉主
之基督徒，踴躍報考。

，請於開課前至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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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處】
本院將於10月29日(六)舉辦創立50週年感
恩崇拜及募款餐會，歡迎蒞臨同頌主恩。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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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神 5 0週年校慶
徵文活動
︱記憶拼圖︱
您的身影在信神駐足過嗎？您的生命跟信神交會過嗎？也許只是輕輕的一片雲彩，也許是深刻的烙印，
但都是信神歷史的一部份。今年為信神50週年校慶，特舉辦校慶徵文活動，期盼能募集所有信神人的
校園甘苦談，共同記錄校園生活點滴，透過不同片段，呈現信神的風貌。邀請所有廣義的信神人，包括
現就讀(任職)或曾就讀(任職)的學生、校友，老師，同工，以及認識信神的弟兄姊妹投稿。我們期盼能
募集五十篇校園記憶，談談信神的生活、或經驗，題材不拘、聖俗不忌。任何有關信神的故事都可以寫
作。

︱徵文方式︱
1、每人限投稿一篇，形式不拘，散文、新詩、漫畫…皆可投稿，字數1200字以內。
2、請提供word電子檔，A4、橫排、細明體、字級12級，作品投稿請以Email方式寄至企劃部promoting@cls.org.tw，電子郵件主旨為「信神50週年校慶徵文投稿」，信件中請註明姓名，所屬教會或
機構。
3、文稿經審稿採用者，將輪流刊登於學院五十週年主題網頁，並致送精美小禮物一份。
4、截稿日期：即日起至10月20日止(輪流刊登)

︱注意事項︱
1、投稿文章須為未發表或未刊登，勿一稿多投。須親自創作，無抄襲、複製、剽竊、侵害他人之著作
，若有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行為，導致校方權利受損，投稿者須全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如有圖
文涉及他人著作權，須先徵得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並附同意書證明。
2、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徵求祝福影片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哥前十二：12)
親愛的牧長、校友、弟兄姊妹們，平安：
今年為信神50週年院慶，特舉辦影片徵求活動，將您的教會/機構事工/會友族群透過短片呈現特
色，一起見證基督的豐盛，鼓勵和祝福信神的事奉。即日起，只要您（個人）或教會（團體）提供影片
，就有機會獲得信神出版社系列套書！

︱活動方式︱
1、影片內容不拘，影片長度限定在二分鐘內。
2、為符合最佳視覺效果，拍攝時請用橫式，解析度為1280*720以上。
3、將影片上傳至You tube或網路空間，把網址寄至promoting@cls.org.tw，信件標題為【我要祝福信神
】，來信請註明姓名，所屬教會或機構，聯絡電話。
4、收件截止日為7月22日止
5、八月份將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網路票選評選活動，前三名者即可獲得信神出版社系列套書，並於9月
的祝福影展中舉行頒獎典禮。
5、若有問題，歡迎電洽03-5710023分機3114企劃部楊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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ՄਫȈ1.ިճᅮȞB. K. KuiperȟȂȮᐤѭޠक़ၭ..ΡξԒఁཽѭȯThe Church in HistoryȂȞѯіȈਯ༫Ȃ1986 Ԓȟ!
2.༺ᅮීȞRoger E. OlsonȟȂȮઢᏱٲࢉޠȯThe Story of ChristianTheologyȂȞѯіȈਯ༫Ȃ2002 Ԓȟ!
3.ബါᆌȞAlister E. McGrathȟȂȮஆఁઢᏱКьȯ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ȂȞѯіȈਯ༫Ȃ1998 Ԓ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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ܤҢᄈຬȈτпαஆ৷ȂዤோᆪၰȂٻң F.nbjm வဵȂఁཽҢࣁᛨۢйᑗ྄ᇅ!
݉ٲȄ!
α፟ਣȈ2016/9/5ʂ2016/11/13 )ጤαଇ፤ਣɯ໋ѳఐ 8:00~9:00*!
ൣӫᄡЦȈ2016/8/31!ȞൣӫࡤȂሰԚᛵຳРѠঔ፟ȟ!
ᏱϸຳңȈȞѯᢋӵୣȟNTD 3,000Ȃ፝Ⱥ໐࢈დኧȻՎ 01121881ȂЙӫȈଓყݳஆఁϜ!
߭ဏઢᏱஆߝཽȂٯພଅऌҭۘڸӫȄ!
ȞѵӵୣȟUSD 120Ȃ፝пȺӓژЙȻ)OUR*РԓႬ㢃Ȅ!
ȞϜ㥾ӵऎȟRMB 400Ȃ䇋пȺӓ乱᠋ژȻ)OUR*Рԓ⬉㢃Ȃഇ彯ȶϜ㥾撞ѯі!
ϸҖⶩఽᆘ BKCHTWTP888ȂМр⎟Ȉ104290000379ȷ
Ȅ!
ȺѵᄍȻ༙ၦଊԄίȈ!
炷撞埴⎵䦘炸Bank NameȈTaiwan Business Bank - Hsinchu Science Based Industrial Park Branch
炷㶭䬿ẋ䞩炸Swift CodeȈMBBTTWTP322
炷撞埴⛘⛨炸Bank AddressȈNo. 489, Guang Fu Road, Sec.1, Hsin-chu, 300 Taiwan
炷撞埴䓝宅炸Bank TelȈ+886-3-5637171
炷㓞㫦Ṣ⎵䦘炸BeneficiaryȈChina Lutheran Theological Foundation Inc
炷㓞㫦Ṣ峎⎟炸Account NoȈ322-62-50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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