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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王詩綺 同學

◎畢業生  蔣伊鈞 同學

感謝神讓我來信神這

所學校學習，感謝神看顧

與保守，雖然沒有總會支

持，也沒有缺乏過。感謝

神，一路上有母會弟兄姐

妹、以及認識我的弟兄姐

妹、老師、學校同工、同

學的愛護與支持，使我不

至於在挫折中放棄。記得

當初決定要讀神學院時是

好不容易下定決心，勇敢

回應神。進來神學院就讀，

卻因為英文未通過，學校

要求我多讀二年。現在快

要畢業，心裡想我所做的

是回應神的呼召，沒想到，

發現自己還在逃避神。我

感謝神，沒有因為我逃避

祂，祂就放棄、離棄我，

祂用祂的愛來引導我。

我很喜歡信神這所學

這來自畢業典禮中

高英茂牧師一段特別的差

派禮，高牧師直言自己沒

有資格主持差派，一定有

更適合的牧長足以勝任差

派。牧師分享自己在牧養

中常常禱告不蒙垂聽、經

歷挫折、常被拒絕、沒有

果效、不見榮耀……他服

事神的道路好像不總是充

滿榮耀……但這正是人生

的真相，幫助我們這些畢

業生思考未來服事神的道

路，如何面對與抵擋榮耀

神學的試探。就像路德在

海德堡論綱所提出的，人

校，劉院長常說，我們是

一流學校，心中很阿們，

因為在神眼光我們都是特

別、獨特、一流、寶貴。

學校所教導我們的是十架

神學，這是何等寶貴呢？

如何在挫折、痛苦、掙扎

中依然仰望神、依然信靠

神呢？成為基督徒就不會

遇到苦難嗎？會一生風平

浪靜嗎？

南非牧師慕安德烈曾

在 1895年造訪英格蘭。
當時他深受背部舊傷復發

之苦，在等待康復期間，

接待他的女主人告訴他，

有位姐妹正面對極大的困

難，希望得到他的輔導。

慕安德烈牧師說：「把這

張紙拿給她，上面我寫了

一些話語來激勵自己，或

許對她有幫助。」紙上這

總是「喜好善工而不喜好

苦難，喜愛榮耀而不喜愛

十字架，喜愛強力而不喜

愛軟弱，喜愛聰智而不喜

愛愚拙。總而言之，他喜

愛美善而不喜愛醜惡。

（論題 21證詞）」而在高
牧師的自我否定、自看為

卑的情況下，看到也見證

上帝怎麼使用一個瓦器，

使他成為一個貴重的器

皿。一個屬靈的長輩用自

己的生命詮釋了「人必須

對自己的能力完全絕望，

才能符合接受基督的恩典

的條件。（論題 18）」

樣寫：「在面對患難時，

我告訴自己：首先，上帝

讓我遭遇困境，這既然是

祂的心意，我就安穩歇

息。接著，祂會保守我在

祂的愛中，並在試煉中賜

給我恩典，保守我行事為

人合乎祂兒女的身分。

然後，祂會將試煉化為

祝福，從中教導當學的功

課，以祂的恩典造就我。

最後，祂會按照祂所定

的時刻，帶領我離開這困

境。至於會以什麼方式，

什麼時候，唯有祂知道。

我在這裡，順從祂的心

意、得蒙祂的保守、接受

祂的訓練、按著祂的時

間。」很多時候，我們都

想要問題立刻解決、困難

馬上消除，但有些事就是

必須循序漸進，按部就班

來完成，我們只能接受。

但上帝會以祂的慈愛保守

我們，並藉著祂的恩典，

使我們能在祂裡面安穩歇

高牧師也在查考約

翰福音二十：21「父怎
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

差遣你們。」中得到安

慰。經文中第一個差遣

是 πέσταλκέν，第二
個差遣是 πέμπω，兩者
的差別是第一個差遣者

的權柄很明顯，第二個則

否，所以高牧師說他在畢

典上的差遣是第二種，他

自己個人絕對沒有資格與

權柄，而是在於賜下權柄

的那一位。高牧師的分享

過程數次哽咽，對神的敬

畏在謙和的態度、語氣與

眼神中展露無遺，他的結

論是諸位畢業生有母會、

總會、機構的差派，他真

的沒有資格差派，身為我

們的學長，他只能跟我們

一起被差遣，是耶穌差遣

我們去愛人！最後，他用

帶著重量的語氣、滿有福

音、充滿肯定地說出，神

終於畢業了，心中吶喊，哦！ YA！

在信神讀了三年以為略懂路德的十架神學，沒想到

在畢業典禮中，再被上了一課。一堂暮鼓晨鐘、歷

久常新的生命課程，使我再次被提醒神學院會畢

業，但認識福音的新鮮與可貴不該中止，這是一條

常有收穫的朝聖之路。

息。願我一生中不會忘記

起初的愛。

最後我用《牧養的藝

術》裡面的這段話，來勉

勵自已。「牧者之所以牧

者，也是上帝親手打造出

來的，而不是出於自已。

就像牧者不是自己選擇成

為牧者，就像魚鉤、羽毛、

絲線無法自已決定要模擬

成一隻石繩的模樣。上帝

親自揀選要成為牧者的

人，然後按照祂的計畫來

改變他們，把他們打造成

真正的牧者。呼召是一種

「知道」，呼召成立的必

備條件就是受召之人要清

楚這個呼召。呼召也是一

則獨特的訊息，內含一項

必須遵守的命令，要受召

之人竭力去尋求、理解這

個呼召，彷佛事關生死，

絕不能掉以輕心。」

我相信呼召我的神，

還要繼續帶領我。感謝讚

美主的恩典！

愛你們……

這是給我們的最後

一堂課，不是如何牧會、

管理優良、運作有效的指

引，也不是如何擁有強大

的屬靈能力，也不在於如

何講出令人一見難忘、縈

繞心頭的信息，是面對十

字架的自我否定，以至於

全然交託、完全仰望、單

單信靠那為我們釘十架的

主。

回想過去我尊敬的

牧者，總是戰戰兢兢地把

自己看作 nobody，不企求
成 為 somebody， 我 相 信
上帝喜愛使用這樣的人；

希望我也學習這種單純

的敬虔，並在服事神的

禾場中，接觸被人忽視

的 nobody，告訴他們在神
眼中，他們正是獨一無

二、貨真價實的

somebody！

畢業分享

最後一堂課



37,581,491

學院第 48屆畢業典禮於 6月 11日舉行，今年共
計有院本部 14位及基層宣教部 35位畢業生。會中邀
請正道福音神學院劉富理牧師證道，劉牧師以『常與

主同在』與畢業生分享與勉勵。會中高英茂牧師以約

翰福音二十：21「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為畢業生主持差派禮與祝福。(期盼繼續
為本院應屆畢業生未來的服事禱告，作主忠心又良善

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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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篇 ↓桌球篇

2016 信神五十週年  

族群宣教新視

野」研習暨《客

家 人 與 基 督

教》新書發表

會

新竹勝利堂

奉獻福音車

路 德 盃 運 動 會

美 國 短 宣 隊 分 享

宣 教 募 款 日

神 學 營 謝 師 宴

經常費不足(歷年累計至2016/5/31)赤字 $37,315,000 ( 含特別經常費：擴建內裝 + 設備不足 $15,448,000 元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