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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的 話

給畢業生的勉勵

各位應屆畢業生及所有關心信神的弟兄姊妹們，主裡平安：

劉孝勇 牧師

神學院又到了畢業的季節，應屆畢業生也都各自預備好，要進入服事的工場。興奮嗎？
期待嗎？事實上，有好幾位畢業生，甚至每一位畢業生，都在自己要去服事的工場待過，甚
至於在那裡事奉了相當的年日，對其中的人事物都很熟悉。然而，這並不意謂著畢業之後的
事奉挑戰會稍有減少，更不能保證所有的人會像從前對待神學生那般地期待於你這個正式的
傳道人。C. S. Lewis曾經說過：「我們不必懷疑上帝會為我們成就最好的，我們倒是要想想
那最好的總是最痛的。」（We're not necessarily doubting that God will do the best for us; we are
wondering how painful the best will turn out to be.）也許我的翻譯不夠貼切，但是我能體會這位
主裡的弟兄是活在人生的真實面裡，一點都不虛偽。在那聖週的開始，主耶穌騎著驢駒子榮
耀地進入耶路撒冷，吸引萬眾矚目，連那些說希臘話的外邦人都慕名而來，要見主耶穌。腓
力和安得烈受託，把這些希臘人的期待和請求告訴主耶穌，主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
到了……」(約十二23)。如果我們不看約翰福音之後的記載，而是自己來編寫接續的內容，
猜猜看我們的福音會怎麼寫下去？耶穌登高一呼，號召數以千計萬計的猶太人起來革命，祂
作王了；或是，祂馬上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教會，立刻有百萬銀兩的奉獻解決了教會所
有的財務困難，剎那間所有的人突然放下仇恨、彼此相愛，所有的問題、困難、挑戰轉眼灰
飛煙滅……。出忽意料之外地，主耶穌竟然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接著，主耶穌就上了
十字架，為我們捨身受死。這一粒麥子死了，結出了千千萬萬的新生命來。
現代的教會真的不缺講道的、帶領崇拜的、教導人的、輔導人的、充分掌握各種人際關
係的、會做行政工作的、懂得開會的、熟諳組織法令的，但是真缺像一粒麥子死在土裡的。
不是嗎？
基督復活了，祂真的復活了！「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
上與祂聯合。」「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羅六5、8) 與畢業生以及主裡
的弟兄姊妹們一起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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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約說明傳福音給萬民的重要性
夏義正 牧師
主耶穌命令教會傳福音給「萬民」，但是很多教會不願意而改變為傳福音給「本民」，
很多基督徒誤會傳福音給國內的同胞就是宣教，所以先釐清宣教的定義，再說明舊約中是如
何看重傳福音給萬民。
宣教的定義
宣教翻譯自英文mission，這個辭來自拉丁文的missio，而
missio來自mittere這個動詞，就是差派的意思。所以mission是表示
為了傳福音給別的語言或是其他國家的人而差派宣教士。宣教的意
思就是越過本國語言或是本國的疆界傳福音給萬民。注意：傳福音
給本地人並不是宣教而是佈道。上帝要我們傳福音給萬民，但是大
部分的基督徒只傳福音給本地人，很多人誤以為舊約沒有太多宣教
的概念，但事實上舊約非常重視宣教，並且說得很清楚，上帝為了
給人類救恩，要差派祂的彌賽亞成為宣教士。
舊約中提到：
1.「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創六5)。每個人犯很多罪必得到死刑。
2.沒有人能自救。
3.每個人需要救主彌賽亞。
4.因為神愛萬民，必傳這個真理給萬民。
舊約中最大的宣教動機：為了萬民榮耀神而宣教
詩篇一一七：1-2叫萬民讚美榮耀真神：
1.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
們都當頌讚祂。
2.因為祂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
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篇 六十六 1-2全地的居民應當向神歡呼：
1.全地都當向上帝歡呼。
2.歌頌祂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祂的榮
耀發明。
所以信徒必叫萬民讚美真神。因為神是萬民的創造者，萬民應該讚美祂。詩篇一五〇結
論說「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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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第二大宣教的動機：因為得到神的幫助與恩典，
為了感恩神而宣教
詩篇十八48-49禱告的人有這個動機，在萬民中宣告
神的偉大。
48

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

我的。

救我脫離強暴的人。

49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 ，歌頌 的名。
舊約第三大宣教動機：使萬民認識神
以西結書有78次說到：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哈巴谷書二14「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舊約很清楚說明上帝要：
1. 讓萬民聽祂的道。
2. 神的百姓要作萬民的光與見證，傳祂的道給萬民。
以賽亞書四十二1「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6「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萬民
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
3.得到祂恩典的百姓要感恩而傳神的道給萬民。
4.萬民要讚美祂。
如前述聖經詩篇結論說：「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凡有氣息包含所有的人，包括萬
民，所以信徒必叫萬民讚美真神。
詩篇一四八也叫萬民讚美神：
11世上的君王和萬民、首領和世上一切審判官…13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為獨有祂的名
被尊崇，祂的榮耀在天地之上。
所以詩篇說得很清楚，只有以色列讚美神不夠，必須所有被創造物都讚美祂。而且這是神百姓
的責任，因為他們的好榜樣與見證，使萬民願意讚美神，榮耀歸神。
詩篇六十六說全地的居民都必敬拜真神 ：
1全地都當向上帝歡呼。2歌頌祂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祂的榮耀發明。3當對上帝說，
的作為何等可畏！因

的大能，仇敵要投降

。4全地要敬拜

、歌頌

、要歌頌

的名。

舊約說得很清楚，上帝要用祂百姓作萬國的光，作萬民的見證，
幫助萬國得救而且來讚美神。神揀選以色列並不是神只愛以色
列，而不愛萬國。神揀選以色列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在萬國中
作神的見證，有好的榜樣，給萬民看到神的偉大、權柄與愛。
舊約也說明信徒必須看顧國內的外籍人士，將神的愛帶給他們：
利未記十九33「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
他。」34「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
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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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需要祂百姓關心在台灣身處
很多苦難中的外籍人士

申命記二十四14「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
裡寄居的，你不可欺負他。」15「要當日給他工價，不可等到日
落―因為他窮苦，把心放在工價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
便歸你了。」
所以舊約關於以色列與萬民有兩個看似矛盾的概念：
1. Particularism 特殊神寵論
就是以色列民是神的特別選民，從其它民族分別出來的。
2.Universalism普救論
神說：對國內的外籍人和孤兒
寡婦使公義彎曲的國必受咒詛

普救論就是神揀選以色列是為了作萬民的見證，給萬民得救的機
會。因為神是全人類的神。

以色列常常忘記神揀選的目的是要用他們祝福
萬民。神使用先知一再呼籲以色列作萬民的見證與
光，將平安帶給他們，並得救贖，看到上帝的偉
大。很可惜以色列人不願意做神的見證，因為他們
誤會神只愛他們，除此以外，他們的生命也不是好
榜樣。以約拿的例子，上帝對在以色列的約拿說：
「到尼尼微城去！那裏的人行邪惡的事，去警告他
們！」但是約拿並不想去。他討厭那地方的亞述
人。以色列原本應該幫助別的民族來讚美神，卻不
順服上帝而且不願意做好榜樣而犯很多罪。但是上
帝還是需要萬民讚美祂。所以現代仍然需要信徒帶領萬民來讚美上帝。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對萬
民的態度跟約拿很像。全台灣只有一個基督教機構關懷外勞，就是高雄楠梓長老教會。台灣中
部和北部 ，則只有天主教關懷得不到公義對待的外勞，例如新竹與桃園的希望中心。
目前有114萬的外國人在台灣，在教會的門口，大部分來自很難傳福音的國家，計有：

新移民配偶

521,136

外籍移工／產業

387,477

社福

237,291

合計

1,145,90

請禱告神感動眾多台灣教會看重傳神的愛與福音給台灣的外民。神需要他們能聽到福音，
神需要祂百姓願意幫助在很多苦難與不義中的外民。他們在我們的家門口，大部分來自很難傳
福音、基督徒比率太小的國家，但是來台灣的114萬外民，我們可以自由的傳福音給他們，我
們怎能不關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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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院本部
神學碩士-潘立言
牧會十年能夠再行進修實在是上帝的恩典！
感謝祂透過中華信義神學院為有志於路德神學的基督徒提供不用跨海而在
台灣之一流國際師資、圖書資料和研究環境。上課期間每位教授除了培養學生
獨立思辨的能力外，也挑戰我們如何將神學實踐於今日信仰生活中。而同學之
間的鼓勵和代禱，加上學長們的經驗傳承，亦成為我繼續向前的動力之一。
路德神研所不但擴展我學習的視野，也擴大我在新竹的「生活圈」。從道
碩時期僅在交流道、交大和神學院間穿梭，如今十八尖山、清大夜市、大潤
發，甚至薑母鴨和羊肉爐店…也留下痕跡。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最佳飯友」和
五樓單身宿舍的同學們，因他們顧念我這一年「閉關」期間的苦悶！
研究的具體成果就在於論文。首先，感謝歐祈人牧師樂意擔任指導教授，俞繼斌牧師、白霈
德牧師、柯安得牧師也經常扮演我的「顧問團」成員。其次，也特別要感謝「中國信義會總會」
和「中華福音道路德會永生堂」在學習和撰寫期間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使我毫無缺乏。而「中國
信義會施恩堂」全體會友非常慷慨地讓我每週兩天半在神學院「修練」，也功不可沒！
末了，最要感激的乃是內人秋玲的犧牲和兩位愛子惟信、惟恩的包容，沒有他們的支持，我
無法呈現今天的成果。
道學碩士-吳嘉祥
好渴慕效法基督。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
天父上帝所賜的恩典慈愛，常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因祂的憐恤與恩待，
我終於畢業了。想起五年前來台灣之前，在印尼雅加達有一位好友疑問，為何
你要自討苦吃，去台灣以中文學神學，難道沒有其它容易和簡單的方法嗎？我
回答，若真的在接受中文的神學教育訓練是苦難，我願意！這一切，只為了挑
戰自己，未來成為更多人的祝福，我心中好渴慕效法基督，因為，祂住在我們
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是世人的救主。同時，又有另一位好友提問，
有必要因吃苦，接受更進深的神學訓練嗎？難道你不覺得，事奉主的人，重要的是謙卑、謙卑再
謙卑，讀了一個學位就夠了，再多讀一個不會保證有更多的謙卑。我回答，真正的謙卑，是建立
在上帝的話語和正確的神學基礎上。進深的裝備，更能立基於聖經，更深入的教導上帝的話語。
我就好渴慕效法基督的謙卑，存心順服，以至於死，為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後來，又有好友關心
的詢問，為何選擇進入信義神學院「受苦」？難道沒有其他神學院校可選？當下，我一時語塞，
不知如何回答。但是，今天我敢肯定說，因為信義神學院，是上帝所賜給我超棒的禮物，在這個
神學院，我遇見了超棒的老師們，從舊約至新約、從實踐至宣教、從國內至國際的老師，都是超
棒的，讓我能深入心底享受上帝豐盛話語的恩典和祝福。讚美感謝主！
道學碩士-謝孝宜
感謝上帝的帶領和恩賜，使我在畢業前夕，還有信心能堅定地說出「我不
後悔」的確信。在信神遇見馬丁路德、找到信義宗的身份認同，是我信仰的一
生中，最重要的遭遇（我老婆看不懂中文），因它使我「再一次重生」！記得
有一次在信神餐廳一面吃午餐、一面和師長談論神學時，俞牧師告訴我，「傳
統是死人的活信仰，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信仰。」喔，講的真有道理！我有幸
能夠在信神，體認到「傳統」的價值和意義，從而引導我走往「福音的純正性
」，使我願意承認在我骨子裏我就是一個傳統的神學家！你不能拿我怎樣！我
享受在餐桌上和師長、同學們討論聖經與神學。我也享受坐在墨蘭頓圖書館的
書桌前，透過文字和信義宗前輩對話。除此之外，我更享受在課堂上，學習到
任何來自福音的教導。
神學生不是一個容易的「職業」。它確實需要上帝、弟兄姊妹以及家人的接納和支持，才得
以完成它的目標。在這過程我經常忍不住埋怨，包括人和上帝。有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恨不平，
而展開對人無情的批評與論斷。有時放棄對付自私的想法，而使家人受苦、經常以淚洗面。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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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自以為看清事實和真相，卻使基督的名受損。哎！神學生這職業真的是太糟糕，使人
背信棄義，甚至還得冒著妻離子散的職業風險，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會想來這裏？啊，轉眼三年過
去，沒想到我就要畢業了。
道學碩士-許帆
神學院生活確實相當辛苦。白天滿檔晚上唸書寫報告，週間學院課業與週
末教會實習交錯常沒得喘息；團體生活對需要個人空間的我造成諸多壓力，告
別過去的成就卻也不見未來的榮景。當初若注目代價我或已卻步，而後扶著犁
四處張望也沒多大用處—只有呼召人的上帝能扶持祂軟弱的使女走到如今。
但就讀信神確實相當幸福。受洗十餘年雖仍「敬虔」，心中卻持續存在一
種乾渴，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乾渴後來在路德神學中解開了，原來是缺乏
福音的餵養澆灌！成為基督徒後太多聽見的是「我們當為神做什麼」，遠多於
再次聽見「神為我們做了什麼」，以致信徒生活像種義務，而不是出自感恩的
喜樂回應。更美好的是三年來得持續參加學院聖餐崇拜，嚴謹的禮儀設計使程
序準確傳遞豐富的神學意涵，每每聽見牧師對我說「這是主耶穌的身體/寶血，為妳捨的/流的，
使罪得赦」並吃喝下餅酒，「神為我做的」就確實發生在當下！數不清在聖餐中對主發出多少次
吶喊，因為怯弱的心靈再次被主挽回，那小信在厚恩中被堅固，愛鄰舍的心也就此加增了。
神學院屋頂的十字架經常安撫我事奉歸來的疲憊腳步，稱義樓聖壇前傾的十字架是主將祂的
生命傾倒為我，而五樓禱告室的十字架向我一再述說那召我的神如何信實良善。重新回到福音的
幸福照明了這條辛苦的道路，引我們昏暗的眼目看清「是主！」，心就喜樂了。
道學碩士-黃素真
三年的學院生活，好像很長但又覺得很短。記得剛來學院時，因為是走讀
生，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不多，總覺得跟大家不是很熟。一直到我意外被選為學
生會的會計，就開始有了轉機，擔任了兩年的會計，是我認識同學，服務同學
的機會，也逐漸建立了歸屬感。感謝學校很用心地安排各樣的機會讓每個人融
入基督美好的家庭裡。
另一項挑戰是神學理念方面的衝盪。對於一個不同信仰背景與屬靈經歷的
我而言，這是三年來常會遇到的挑戰。我發現當我不再去在意是否有人跟我有
一樣的想法時，我更能以清澈的心靈來思考一些差別，在與這些差異的對話中
讓我更認識他們，因而能開始慢慢來整理，漸漸往接近上帝心意的方向來成長。
畢業後，類似的挑戰將會是有增無減，不僅是為著服事，更是為著靠近真理，我會繼續去面對。
感謝同學們，一起歡笑一起受壓迫一起分擔工作一起吃飯，說不完的一起。感謝學院老師們
諄諄的教誨，盡心竭力傾囊相授，每一堂課都是豐富真理的饗宴、扎實的裝備，老師們耳提面命
的真理，我會銘記在心。期待畢業後能忠心服事主，將傳遞給我的真理，一棒接一棒傳遞下
去。願神賜福信神!
道學碩士-汪明坤
回顧這五年神學院學習的過程，可分三個階段：
前二年的半職教會進修生：從離開校園30年後再回來念書，真是辛苦，但卻喜樂
充實，畢竟從這過程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及成就感。
一年正式證書科：開始有了學院規定的「律法」生活，即便是家父那最後二個月
的階段，個人也無法脫離學院的早崇拜，去陪伴家父用餐的時間(即便那是他一
天中唯一清醒的時刻)，當下真的感受到「律法」的可惡。
二年正式道碩生：一方面開始有了教會實習，開始感覺與教會牧長的關係變得
極為陌生，不再有像過去那樣有的弟兄之愛，這其中的原因到現在我還深感不解；
另方面加上「學不來文（希伯來文）」的震撼教學，使我身心俱疲達到極限，遭受來到學院後的
完全挫敗。
感謝神帶我來到學院接受律法與福音的訓練，讓我明白律法的重要及福音的可貴，福音使我
脫離多年來律法教導的綑綁。
透過學習的過程，讓我看見成績高不代表「我愛神」的指標，甚至是反指標。學習障礙不代
表我不能，而是我願不願意學。
我的完美藝術性格，完完全全地被摧毀，我不再以追求完美自居，因為我本是不完美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校訓，將是我餘生持守的目標。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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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副修關顧與輔導碩士－馬雅美
回母校，再次重逢，心情交錯。母校是一間豐富學習的園地與成長的空間。
11年前從信神道學碩士畢業，回印尼牧會11年，去年2016年一月又返回母校念
輔導碩士，領受不一樣的挑戰，在其中也學習了攻破自己的界限/線。
感謝上帝所安排的一切，老師用心良苦的教學，同學們彼此間的互動與關
愛，這是主內愛的小妙園，彼此學習在有限中給予。聖法蘭西斯的禱告文，我
最喜歡的一句：『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
求全心付出愛，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在捨去之我們便
有所得。』十架之路全靠主完成，任何事物在上帝眼中都看為寶貴。
在學院中我體會到主恩多又多，豐富而無可勝數。今年2017年畢業，我心滿
懷感恩。我在印尼棉蘭的教會已經等待我的歸回，故此校園不便久留，未來有機會我們再來一次！
願父上帝的慈愛和平安常與老師、同學、同工們同在！
碩士部神學進修證書科-鍾宜芳
因著校園福音團契給十年服事的同工，有一年進修年的機會，2015年我選
擇來到信神。還記得剛開學的時候，跟著這一屆入學的同學，一起從北到南的
教會觀摩，看見許多在台灣各地教會或機構或學校忠心事奉的僕人，內心十分
感動，在這樣的機會中開啟了學院的生活，開始充實的學分修業。寒假前後，
遇上所愛的家人癌末過世，並且連串的事件後，自己也在各樣的忙碌中陷入了
混亂，情緒與身體出現警訊，在下學期終止了部分的修課，以致在學院滿有恩
典的安排中，延後了一年才得畢業。現在想一想，深深體會這個過程也是上帝
要我學習的功課，到底甚麼是祂所看重的?服事的果效?課業成績?眾人期待?自
我期許?「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神所注重的，仍是這個僕人這個使女與祂的關係，重視的仍是，我這個人是否
住在祂的裡面，好讓我的生活、生命、服事，都是向人彰顯主自己的榮耀，而非自己的榮耀。
我是屬祂的兒女，我樂意服事祂，而當我真正體會到疲憊，體會到自己的有限，體會到我是需
要休息的，神也使我知道，我是屬祂的兒女，可以坦然地來到祂面前得安息。這是我在神學院
的學習，感謝神賜給我一個這樣的恩典環境，來學習體會這一切。
信徒事工碩士-陳于津
感謝神讓我能在信義神學院信徒碩士學制中完成了我在信神多年的學習。
讓我能在這一個很有特色的神學院中，能清楚認識神是歷史的神、神的本質、
聖經對我們的啟示，及在生活中各層面的運用。再進入對馬丁路德神學思想的
探討，對這一個屬靈偉人的神學思想能如此近距離的體會，真是受寵若驚!!常
使我流連忘返！學院有系統的，循序漸進的把神的啟示教導了我。真是多麼的
感恩，讓我有機會在神的啟示寶庫中被導遊了一段時光！更使我享受的是學院
的師長們，除本國的老師，他們長期地委身教育神國的工人，也有西國學有專
精的老師們，他們以宣教士的身份及精神生活在我們的中間，打開了學生們的
眼界！一切都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只有感謝神！並願神繼續保守學院在神國
裡的服事，讓更多的弟兄姐妹們能在如此有特色的環境中成長。
信徒事工碩士-莊

欽

2011年國外短宣回來之後，有感於對宣教的負擔及對聖經真理的渴慕，於
是尋找適合的神學院進修就讀神學。正值中華信義神學院開設信徒事工碩士學
程，屬於在職進修學習課程，很適合我的學習條件。感謝時任我牧長的新竹浸
信會黃成業主任牧師及林文欽傳道(2012年已按牧)，成為推薦人，讓我得以順
利進入學習。
前後有七個年頭，對於一邊工作、一邊在教會服事，一面學習的我，算是
一段很漫長的學習過程。感謝過去教導我的每一位教師及協助我學習辦理各種
學務工作的學院同仁，在此獻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回顧學習的過程，無論是遠距學習、課堂上課、密集班課程，學習方式是多樣的。其中印
象最深刻，也是最有心得、最艱難的一門課是教會歷史。每週看影音教學及閱讀書籍和撰寫報
告，期末還交專題報告，當時雖覺辛苦日後想起卻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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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俞牧師殷勤並多次對研究報告撰寫的指導，才能順利通過審查。畢業後期望自己對教
會歷史能更多研究，能在教會及到國外短宣時教授該課程，願獻上所學以報答神學院及提攜我
的人栽培之恩，期望也能成為別人的祝福，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神學士-杜頌平
入學至今已經四年多，從走讀幾門課到成為全修生，這一路真的是歷經困難
及挑戰。因為曾經走偏了路，而浪子回頭之後，領受了呼召，進入神學院接受神
學裝備，重拾課本對我來說是非常辛苦的，還記得一年級時，常常因為睡眠
不足，免疫力下降，所以常常生病，眼睛從粗框眼鏡變成了熊貓眼，天天都有
看不完的書、寫不完的報告、以及預備各個大小考試，還有許多的服事(學院
或教會的)，每週一到五要上課，六日要實習，暑假要全時間實習，常常覺得時
間不夠用，放假時就完全放空，只想好好睡一覺，這樣的日子雖然很辛苦，但是
卻讓我感受到生命非常充實，對上帝的話越來越渴慕，在服事當中，也經歷了上
帝豐盛的恩典及祝福。四年的日子中，學院師長的教導及陪伴幫助我信仰生命更加成長，學院中的
每一個人，彼此之間，不只是主內弟兄姊妹、師長同工同學的關係，更是在主裡的家人，在這充
滿愛的大家庭中，有歡笑、有淚水，感謝上帝帶領我進入信神學習、裝備神學，更是幫助我在身
心靈都有所成長，如今學士要畢業了，畢業後我預備繼續就讀道碩，我要在聖經、神學、因信稱
義、律法與福音上，更進深的學習，求主帶領我前方的路，願上帝使用我的生命，成為福音的出
口，成為上帝使用的器皿。
神學士-林文俊
時間很快地過去。
剛來信義神學院到現在已經5年了。我真的感謝主呼召我來這邊讀書，感謝
上帝的預備，就是讓我來這邊讀祂的真理，而且有計劃向我們越南人傳福音。
我剛來神學院時，我的心很顫抖擔憂，因為大部分的老師、同工、同學我都
不認識，而且文化有差別，而我不是本地人乃是越南人。不論是何等的顫抖、擔
憂都馬上轉換成興奮和平安，因為那時我遇到滿有愛心的學院老師、同工、同
學。如果我遇到哪方面的困難，他們總是給予幫助和鼓勵。讓我滿心感動，使
我不知道該如何才能表達我的感謝。
在神學院讀書或是在我們的越南教會服事的過程中，有時候我遇到不少的壓
力、困難，也有時感覺軟弱、鬱悶，我都得到老師同工同學的關懷。成為我繼續奮戰的動力、努
力讀書，以及在越南家庭中心牧會。
現在我想要表達我內心深深地感恩每位老師、同學、同工，即使艱難仍一直關懷教導，把好
的機會給我。我將謹記在心，並真誠感恩我們的牧師和師母，在讀書、牧會和越南家庭中心所給
予的幫助。
敬祝老師同工同學牧師滿有健康。懇求上帝賜予福氣在你們的身上及家庭。
謝謝。
神學學士證書科-葉英嫩
感謝主的恩待與憐憫。
我深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恩待與憐憫，讓我可以順利結業。我來自印尼，原
先只想陪伴先生來台深造，但因著主的眷顧及帶領，我經歷了三件出乎意料的
恩典，感謝上帝：
第一件非常感謝主的是，很難想像，我信主耶穌之前是個印尼穆斯林，但
今天卻能接受到那麼優質的基督教神學裝備。
第二件非常感謝主的是，我意想不到，來台灣之前，一個中文字都不認識，
卻在這幾年間，學會了中文，目前已經可以書寫國字且使用中文溝通和學習。
第三件非常感謝主的是，我從未料到，我遠離遙遠的故鄉和親戚朋友，來
到陌生的台灣，文化及環境的適應，孤單難免，但我卻受到老師、同學、同工們愛心和熱情的關
顧，且住在那麼好的學院宿舍。
展望未來，求主繼續憐憫恩待夫婿和我事奉的道路，在協助先生牧會之餘，也期盼能有機會
繼續進修，使我更多地被上帝使用成為多人的祝福。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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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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感言－基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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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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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one家教會

廖育敏

每個階段的學習，授業牧師教導、解說神的話語，來自不同階層的弟兄姐
妹因著各自的生活體現，而有著不同面向的經驗分享，藉由這許多的分享，神
的智慧向我們展現更多面向的豐富教導，或許認同，或許當下想不透，摸不著
頭緒，但，這不就是神的智慧奇妙，在往後的某個時刻，要你體驗時，神奇妙
的臨在，也許在獨自讀經時，也許在與同工分享時，更也許在福音傳遞時，頓
時豁然開朗，自然而然的領受神話語裡的智慧教導。
團體的學習有別於獨自讀經的學習，因為神的愛是分享的愛，神的話語是生
活、工作、學業、人際關係，生命價值的根基，與同工們共同讀經，藉由牧師
的適時釋義，加上弟兄姐妹的經驗分享，讓聖道自然而然成為我的心思意念，幫助我在生活的各
個面向操練更堅定的信靠上帝，領受智慧賜予的平安喜悅。

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明穗教會

徐嘉

萬能科大設計系畢業沒多久，就在明穗教會擔任幹事，因著對上帝的事工
很渴慕，知道自己需要被裝備，於是報名基宣。
課程中經歷到上帝的幫助，斬斷過去不斷影響我情緒的感情。一開始很難
度過，但因著上帝的憐憫與慈愛，讓我堅定過了一個禮拜後，內心無比喜樂與
自由，享受真正的釋放。
曾經認為福音跟我的人生沒有太大的關係，卻在課程中讓我對福音有不同
的認識。過去都只是粗略的瞭解，現在卻是實際運用於生活中，因著福音的大
能，使我在服事的態度、人際關係、神學思想、傳福音的方向…等各方面都有
明顯的大步成長。
真心邀請您參加基宣課程，惟有持續的裝備，才能在神的恩典中不斷成長，生命不斷被煉淨，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這些學習的過程、神的話都將成為生命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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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明穗教會

薛慧瑛

我現年53歲，職業是家庭清潔，畢業於高雄樹德家商。
在學習的過程中，藉著老師的教導，引導同學思想聖經中的真理，若有不
明暸或錯誤的認知、不當的自我解釋，都能經由上課時被提醒、糾正，對聖經
的解釋會更正確和明暸。如遇到問題或服事上有狀況時，老師會儘量為大家解
答，也會分享他們的經驗來幫助我們，讓我受益良多。
剛去上課時，我的情緒並不穩定，因為常將眼目定睛在人的身上，藉著上
課時認真專心於聽講，漸漸的回到神面前，仰望祂、倚靠祂。課堂上老師、同學
互相關心、打氣，相處非常愉快，常常是笑聲不斷，再次回來上基宣很不一樣，
鼓勵您也加入學習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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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歲，歸主巳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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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梅區／梅岡靈糧堂

李憶柔

我在湖口工業區上班，做二休二，休兩天時在自家工作室作美容美體。
回想剛上課時聖經章節都翻不到，但上完「新約人物」後我就翻很快，因
老師教我們用唱的背誦，很容易學習。
印象最深的是「舊約人物」祭司以利，因忙著服侍而忽略孩子的教導，他
們任意妄為的惡行，以致神的審判臨到。這提醒我不要忙於工作而忽略家人的
相聚與小孩的管教。藉著「向基層傳福音」課程，打破我與客戶初次見面的陌
生與隔閡，勇於傳福音給客人和同事，其中因此有人信主，這是很大的喜樂。
「個人靈修生活」幫助我更懂得早早醒起與神對焦、連結，用敬拜讚美禱告作
為一天的開始，使我生命更成長更剛強。
感謝神學院安排這麼棒的課程，讓我更認識耶穌，知道我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更是我一
生的依靠，我要緊緊跟隨永不後悔。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臧自強

我今年48歲，元智大學畢，目前在公司擔任資訊部門主管一職。
「自強，就差你一人，信神基宣課程就可以在教會開課了。」這句話，聽
起來壓力可大，我的選擇就影響開課與否，半推半就之下，參加了信神基宣課
程，後來才發現，原來長老對每個人都這樣說，哈哈。基宣課程是非常強調「實
踐」的，這與長久以來只在教會內服事的我，有極大的提醒。自己的頭腦裝了
許多聖經知識、屬靈教導，但是執行力與行動力確是那麼地薄弱，這實在是有
違主耶穌的教導。基宣課程再次提醒我，基督信仰是生命與生活綁在一起的，
是平衡的，更是實踐的。
基宣的老師們，不辭辛勞到教會授課，我心中十分感激，他們的付出與榜
樣，也大大的感動我。用一句話來總結，「某某，就差你一人，信神基宣課程就可以在教會開課
了。並且你的所學與收穫，將是一輩子受用的。」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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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彭鈴玉

猶記當初教會長老說，教會預備開信神基宣課程，但人數要達到20人才可
以開課，秉持捨我其誰的精神，開始了一週一次、暗無天日的夜間課程。這三
年半的時間，常常為了趕上課而急急忙忙，雖然疲累但在課程中卻學習許多聖
經的知識、傳福音的方法、認識基層人士等等，激勵我思考基督徒的大使命不
是要傳福音嗎？既然接受了神學裝備，應該要走出去向需要的人傳好消息，不
能只是躲在教會裡聽道，過著安逸的基督徒生活。期許自己：信徒皆祭司，在
自己的呼召上努力宣揚神國的福音，實踐基督的信仰。
最後，謝謝信神及基宣的老師們，因著你們的付出，讓我們可以受裝備，
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有份。

埔心區／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祁安臨

我出生於1961年，畢業於國立藝專(現台灣藝術大學前身)廣播電視科，目
前任職於一同業公會。
當初是好友何廣益弟兄介紹我來上「舊約人物」及「新約人物」的課程，
聖經裡的人物在廖牧師的講授下彷彿都活了起來！「向基層傳福音」一課，見
識到來自世界各地「內地會」的宣教士為傳福音無怨無悔的付出；「婚姻與家
庭」，田牧師夫婦教導在家庭與婚姻中應該學習的地方；張牧師的「台灣民間
宗教與福音」，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生活周圍所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堅定為主
傳福音的信念；「基礎神學」及「基督徒倫理」，使我們在靈命基礎上更加堅
固，不僅加深認識我們的信仰，更了解到做為一個基督徒應該要遵守的誡命；
「個人靈修生活」及「關懷與探訪」更是基督徒由內而外應當有的靈修、生活方式及大使命。
三年來，雖然在工作之餘上課，備感吃力！但每次上課前的掙扎及上課中所收穫的甜美，就這麼
一次次的推動自己向前！若要我說上課三年的感想，只能說：「這是 主的安排！也是 神的恩
典！」

埔心區／平鎮得恩教會

林成效

我今年47歲，目前從事餐飲業的工作。
能在基宣課程學習神的話，真是神的恩典。感謝神！在這三年來的神學造就
裝備當中，所得著的愈形豐富，對於聖經上神的話有更深的認識，與人之間有
更多在主裏的分享、瞭解與代求。
每一堂課，都是老師們的心血結晶，不論在課程生命上的教導與見證，對
我整個學習、生命成長帶來很多的幫助，更多的思考福音的重要和生命的寶
貴，願在未來的服事，能靠主作剛強的人，將十字架上的福音傳揚出去，讓更
多人可以得著耶穌，生命得以改變。
神國的工人，必須接受裝備，一心決定上基宣課程是對的，三年的日子真
的很快，光陰似箭，但不是白白的消逝，而是在生命中留下了值得紀念的回憶。

新竹區／改革宗長老會民族路教會

葉馨文

我今年27歲，大學畢業，目前擔任美容顧問。
一開始會接觸基宣課程，是因為教會的牧師毛遂自薦，邀請我去上他所開的
課程「原生家庭探究」，那時我本來是想當個旁聽生就好。後來深入了解基宣
的一系列課程，發現很多課程我都很想上，就報名成正式生了。其實一直擔心
自己邊工作邊上課會吃不消，前期要報名下季課程時，我都開始想接下來要忙
什麼事情，考慮太忙的話就先暫停一季課程，但是後來我不考慮這件事了，先
報名就對了，這三年間除了生病以外，我沒有請過假，就這樣連續三年把基宣
課程完成了。我覺得基宣課程最棒的地方是可以學以致用，將課程所教的東西
應用到生活或服事中。
感謝上帝，幫助我排除萬難完成基宣課程，如果您想參與基宣課程，就把連續三年的禮拜一
都空下來，一口氣上完課程不要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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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光復教會

陳心詠

我目前是建功國中三年級的學生。當要升國一時，父母希望我參加基宣或
週五查經班，幫助自己更多認識主的話。基宣課程內容多元，且不用與父母一
起查經，上課較自在，於是選擇基宣。
這三年，不同的課程填補我不同方面的需要，從一開始「個人靈修生
活」，培養每日讀經靈修的習慣；「新約人物」、「舊約人物」，帶領我
看到許多人忠心服事上帝並傳福音給需要的人；「關懷與探訪」，是主內
肢體在基督裡彼此扶持、堅固。以往，我總認為探訪是適合大人所作的事，
其實在我完成第一次的探訪後，認為年紀不是阻礙，最重要是有一顆為主
服事的心，上帝會親自預備。
這些課程，學的不僅是能力和知識，更多時候是憑著從主而來的信心，服事眾人，「我靠著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謝主帶領我這三年的學習，也願我繼續在基督裡成長、服事
眾人，並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祂。

新竹區／中華協力會新竹福音堂

洪淑華

時光荏苒，三年基宣裝備，讓我的信仰根基不斷的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並使我重新燃起對服事的熱誠，因為上帝的話語不斷的激勵我，使我再次用生
命來服事祂。透過基宣課程，上帝的話語在我裡面建造，生命被更新，甚願用
我的生命影響身旁週遭的人，將上帝的愛分享帶到職場，讓他們感受到基督的
愛能使生命更豐盛。

新竹區／新竹靈糧堂

吳文淵

要結業了，有點像是在做夢！回想三年前一個因緣就鑽進了基宣就讀，從
沒想過自己會完成，因為過去三年是我人生中最艱困的三年。
三年中有多次因為家庭因素，幾乎唸不下去想要輟學，內心極為痛苦。但
想到每堂課都是那麼的精彩，都有著豐富的內容，每堂課都是老師們的心瀝血之
作。其中也因輔導志敏弟兄的鼓勵，最後還是決定繼續堅持不放棄，勇猛向前
，靠主得勝。三年課下來居然沒打過一次瞌睡，真是不可思議。
現在要結業了，真的有點感傷！老師們精彩的教學、同學間的友誼、主任
愛的叮嚀，都讓我深留腦海之中，文淵只有感恩再感恩，努力再努力，把所有
現在與未來所服事的工作做好，來報主恩於萬一。

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陳珮琦

我是屏東潮州人，曾就讀美術系和社會工作系，2016年在高雄鳳山成立了
麥子工作室，期盼能藉由上帝所賜的才能來服事祂，並發展福音相關的商品。
十全教會是上帝賜給我的屬靈大家庭，因著在十全我有許多人可以成為我
的榜樣，並學習如何更像一名基督徒。參與教會的基層宣教課程，幫助我在工
作繁忙之餘，可以在聖經的知識上長進，雖感覺疲憊卻十分充實，上帝的話是
生命的光，從課程中我學習如何預備自己成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每次課後
回家都讓我有很深的信仰反思，透過老師們的經驗分享，鼓勵我在真理上造就，
透過實踐，才能淬鍊為生命中的養份。
感謝上帝的預備，祂的恩典夠我們用，願你我一起在這條真理之路，勤奮努力不懈怠。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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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營區／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簡嬿容

我已經50歲了，在金融業服務。高職畢業後就投入職場，至今已30年餘。
因為長期離開上課學習的階段，又在充滿功利主義的場所工作，若沒有主的保
守，很難想像我有那麼大的毅力完成基宣課程，感謝主。
上基宣課的日子，同學們互相扶持、互相服事，彼此的感情很好，也因著
畢業的學長姐能再回來陪伴一同上課，激勵我們，使我們更有動力學習。感謝
主，因著上帝的愛在我們中間，使我們這班的同學可以持續長久的學習。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生活開始。我會將課程中所學到的以及牧者的
榜樣，運用在我生活中，我希望能讓未信主的人，因我的見證，明白基督的救恩。

活動花絮

04/13 學院舉辦受難日崇拜

05/05 德國馬堡差會主管來訪

05/05 舉行教會機構實習牧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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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9 神學營舉行聖餐崇拜

感謝主! 4/28-4/29 神學營共有65位學員

05/05 座談會後牧長們合影留念

中華信義神學院 基層宣教部
第三季招生 2017.9-11月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一、新莊區
科目：基督徒倫理

2017年9月4日-11月27日

于厚恩 牧師

每週一晚上7:00～9:30

二、龜山區
科目：舊約人物
巫士

牧師

2017年9月5日-11月28日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3337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TEL:02-2997-9177

TEL:03-334-3213

三、楊梅區

四、新竹區

科目：舊約人物
巫士

牧師

2017年9月4日-11月27日 科目：豐盛生命的建造 2017年9月4日-11月27日
每週一晚上7:00～9:30

陳美華 教師

每週一晚上7:00～9:30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中華信義神學院

32654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207號

30080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TEL:03-482-5823

TEL:03-571-0023*3170

五、豐原區

六、左營區

科目：舊約人物
魯思豪 牧師

2017年9月5日-11月28日 科目：豐盛生命的建造 2017年9月5日-11月28日
每週二晚上7:00～9:30

林佩玉 牧師

每週二晚上7:00～9:30

豐原浸信會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42041 台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79巷45號

81359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TEL:04-2524-3497

TEL:07-558-4516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基宣部
◎學費：2,500元（不含新生報名費: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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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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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神 繼續走下去!
我們邀請您關心神學教育，看重神僕的養成，透過您的奉獻、禱告同工，共同栽培神學生成為教會的祝福，
不虧缺神的榮耀。值此學院在校舍擴建完成後，多項神學教育事工，不論是教牧同工在職進修的教牧博士學程、
關顧與輔導碩士的恢復招生、基層和新移民的宣教實務、東南亞裔傳道人的神學培養、傳講因信稱義福音的神學
教育正蓄勢待發，希望您們可以繼續陪伴信神在神學教育的事奉，使我們更穩健，甚至能快步開跑，共同有份於
神要透過神學院完成的工作。
代禱事項：
1.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2.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2,895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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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7,472 LCMS
EUR 13,270 Evangelische

1,000 鄭恩重
3,000
魯希真
Bruedergemeinde
頭份靈糧堂會友
Korntal(宣教)
簡琦松(儲備師資)
譚遠誠
20 蘇永平
100 李承歡
1,100 黃應娥
200 五樓宿舍
1,200 板橋教會
周超雯
張智惠
桃園福音堂會友
1,500 主恩66
陳國雄
242 蔡家和
葛玉容
300 張秋香
鍾展青
廖慧娟
蔡如珮
500 孔秀鳳
王瑞琳
鄭發祥
主恩19
謝懿雯
李咸民 楊秀枝
1,700 明誠浸信會會友
林錦楓(宣教)
2,000 江星霖
席屠淑娥(宣教)
牧恩堂(儲備師資)
袁蘭君(宣教)
徐菊珍
張瑞麒
高英茂
陳雅各 顏淑妙
莊建英
諸碧珍
陳明恩
彭月枝
581 星光品格
普梅恩
600 主知名
吳天序 徐瑤華
葉貴芳
林容澤
趙丹祥(宣教)
翁美娥
2,100 得勝堂會友
800 黃國亮
2,250 主知名
鄭勝璋
2,400 葉佳芬
900 林昭明
2,450 忠信堂
林麗基
2,600 趙大衛
秦文茹(宣教)
3,000 大寶寶
郭則修
小港教會
陳思亞
中嵙頌恩堂
葉杏桃
方詠卉
王一言
1,000 王維卉
主恩65(儲備師資)
主恩06
朱社君(儲備師資)
主恩41
朱素真
古文兆
3,600
吳健明(宣教)
任秀妍
李惠英
任怡菁(宣教)
4,000
林文峰(宣教)
成玲燕
林沛玲
朱育德
林忠和
朱美蓉
林春美
朱清棋
洪英傑(儲備師資)
何藹棠
胡路得
吳進春
徐瑾
李文樹
張金來
李孝貞
4,500
梁諭蓉
李淑萍
莊孔明
李惠珠
陳敬強
李資良
陳繼斌
李翼宇
彭玉珍
周秋燕
5,000
游彩鳳
周純明
黃翔聖
周鳳滿
楊伊蓉
宜約堂
楊淑琴
林正雄 林愛花
葉貞秀
林彩雲
6,000
管曉鳳
林雲漢
劉子林
施宗佑(儲備師資)
劉培德
胡椿子
鄭秀錦
范兆禧
(宣教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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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2017/4/30
范秉添
苗其傑
修郁文
徐忠良
張秋玉
張素禎
張寬宏
張憲文
曹敏人
連孟如
陳立青
陳怡良
陳姵樺(儲備師資)
陳雯靜
陳慈娥
陳愛珠
陳嬿如
彭國恩
景明珠(宣教)
曾惠雯
陽明山錫安堂
黃玉銣
黃秋薇
黃執中
黃凱斯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劉王毓敏
劉孝煦
鄭芬蘭(宣教)
黎萬豐
戴文維
戴金雄
戴憲達
謝娜敏
雙福教會
譚俊彥
顧志浩
顧美芬
主知名
梁碧薇(宣教)
王才沛(宣教1,000)
何南善
(代轉奉獻2,000)
板橋和平堂
得勝堂(宣教1,000)
陳怡思
黃芳蘭
蘇春英
主恩67
吳海文(宣教1,500)
洪嬿陵
蒙福之家教會(宣校)
羅東靈恩堂
主知名(宣教)
主知名
主知名(宣教)
桃園永生堂(儲備師資)
靈光堂夯冏小家
主知名(宣教)
主知名
生命堂
周超霞
岡山教會

6,000 東勢施恩堂
徐魁亮(儲備師資3,000)
高慧純
傅振瑛
萬隆基督的教會(宣教)
福恩堂
鄭翠津
6,800 鍾志豪(宣教)
6,888 聖餐崇拜(宣教)
6,900 Hsinchu International
Church(宣教)
7,500 台北救恩堂
杜聖恩(儲備師資1,500)
柯安得
7.757 主知名
8,000 侯文主(宣教)
8,640 前鎮教會會友
9,000 朱頌恩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9,500 郭素鳳(獎助學金500)
10,000 主知名
呂秀瓊(宣教)
張懋中
劉火明
穆金珠
11,000 陳恭猛
11,700 許曉芬(代轉奉獻6,000)
12,000 主恩01
12,200 俞繼斌
13,750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14,000 主恩02
潘佳耀(宣教8,000)
15,000 王世吉
麥愛堂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15,500 陳冠賢(儲備師資3,000)
16,000 永創力企業有限公司
(宣教)
17,500 莊朝順
18,000 鄭國隆(代轉奉獻)
鄭燦鋒
19,000 員樹林基督教會
20,000 主恩69(代轉奉獻)
楊麗萍(宣教)
福音信義會總會
23,000 寶山勝利堂(宣教)
25,900 劉孝勇 游文秋
(獎助學金1,500)
30,000 王義正
主恩24
聖愛堂
33,000 恩光堂
35,000 新竹靈糧堂
(宣教27,000)
36,000 主恩55(代轉奉獻)
39,500 主恩03
(儲備師資6,000)
40,000 陳摩西 張水蓮
(宣教20,000)
楊書衡(宣教)
趙鳳蘭
(獎助學金20,000)
45,000 張金玲
(宣教30,000)

50,000 台中聖恩堂
60,000 東山街浸信會
(宣教50,000)
陳詠琳(宣教)
寰宇福音基金會
(獎助學金)
71,363 中華民國國際基督
徒親善協會(宣教)
102,350 陳平
114,000 勝利堂
(宣教45,000)
122,000 徐景奇
135,000 台北信友堂(宣教)
140,000 主恩68
150,000 主恩64(宣教)
台中市旌旗教會
(宣教)
200,000 竹北勝利堂(宣教)
206,200 北門聖教會
(宣教159,400)
353,800 黃富秀
558,100 靈光堂
(宣教61,700)
610,000 NLM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2017/2/1－2017/4/30

600 陳思亞
1,000 曾美蘭
黃應娥
1,500 大寶寶
張雲江
蔡如珮
謝淑惠
鍾水發
2,000 主知名
牧恩堂
3,000 主恩06
主恩41
吳家駒
李淑汾
胡椿子
徐忠良
張金來
張慧明
葉肇鈞
劉承泰
潘月錦
謝潘潘
顧美芬
5,000 主恩39
6,000 丁至剛
李美遠
曹克昌
郭素鳳
陳冠賢
7,000 邱福生

9,000 主恩03
10,000 易仲昆
桃園福音堂
浸信會百年教會
陳錦華
15,000 吳聲昌
林昭安
20,000 何連璧
27,051 靈光堂
27,700 黃承約
30,000 竹南勝利堂
聖愛堂

一般經費

2017/2/1~2017/4/30
累積餘絀

-40,620,686

本期收入

7,230,258

本期支出

6,887,313

本期餘額

342,945

累積餘絀

-40,277,741

擴建基金

2017/2/1~2017/4/30
累積餘絀

4,312,339

本期收入

308,851

本期支出

-

本期餘額

308,851

累積餘絀

4,62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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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電告知財務助理洪綺鄉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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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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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院訊動態
【院長室】

【神學研究所】

1.4/17

1.本學期路德神學研究所路德組共錄取1位新生：

參加神學院校聯合會議年會-信神為
2016年書記、2017年副主席。

2.5/5

德國馬堡差會主席來訪。

3.5/22 芬蘭差會主管來訪。
4.6/5

王環苓。
2.神碩畢業生潘立言牧師於5月4日通過畢業論文
口試。

舉行第十屆第十三次暨第十一屆第一次

【教牧博士科】

新舊任法人董事會交接及APELT年會。

1.教牧博士科夏季班於2017年7月3～7日上課。課

5.6/18 應邀至正道福音神學院畢典證道。

程如下：

【教務處】

『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 教師：劉孝勇博士

1.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於6月10日(六)下午3:00於

『教牧輔導-家庭危機的剖析與事工策略』/

本院路德廳舉辦。院本部畢業生：神碩1位、道
碩5位、道碩副修輔碩1位、神學進修證書碩士
部1位、學士部3位。
2.106學年度招生考試訊息如下：
●第一梯次報名已截止，報名人數：道碩6位、
輔碩2位、學士2位。
●第二梯次：2017年07月29日（星期六）【報
名截止：07月12日】
●筆試、口試地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教師：葉高芳博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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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http://www.cls.org.tw/。
【信徒神學教育處】
1. 基宣部2017年第三季各區課程，相關訊息請上
基宣網站查閱：
http://www.cls.org.tw/grassroot/grassroot.htm，
請於開課前至線上報名。

3.106學年度教會進修生考試將於8月24日舉行，

2. 信徒事工部開課消息：「小問答入門」(竹南

報名截止日為8月17日，考試相關表格及招生簡

勝利堂，9/10開課)；「教會年與家庭祭壇」（

章下載，請參閱信神網頁：

新竹勝利堂，預計9月開課），各區課程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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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請上網站查閱：

選修本學院之課程皆需通過教會進修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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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在職教牧同工及熱心事奉主之基督徒，踴

於開課前至線上報名。
3. 遠距課程「教會歷史（下）」，9/4正式開課。

躍報考。
4.4月28、29日神學營圓滿結束，學員皆有良好的

每週四晚上8:00-9:00線上討論。

回應，共65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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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6 宣教募款活動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04/26 剪髮奉獻為宣教

火車頭教會

中華信義神學院

懷恩堂

懷恩堂

主辦單位：亞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台灣委員會
中華信義神學院
協辦單位：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總會、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總會、中華福音道路德會總會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總會、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總會、中華基督教福音信義會總會
聖光神學院、浸信會神學院、中台神學院、道生神學院、正道神學院、聖經書院、衛理神學院
校園出版社、校園團契、道聲出版社、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台灣基督教神學院聯合會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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