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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神承繼宣揚因信稱義的寶貴福音

為華人教會陶塑十字架的忠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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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
拉自己的頭髮嗎？

本期焦點

「當你的弟兄信心軟弱、覺得自己被罪惡所

勝，他來尋求你的幫助時，你會如何鼓勵、幫助

他呢？」這是去年 APELT 講座的講員 Dr. Nao-

michi Masaki 向會眾的提問。「『你應該多禱

告』或『你應該更加信靠上帝』？」

「不是的，或許你該問的問題是『基督為你

死了嗎？』」

「因信稱義」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詞彙，但

我們因著「什麼信」得以稱義呢？信心是什麼？

是人交換稱義的條件嗎？延續今年度「惟獨信

心」的主題，本期施以恩老師將帶領讀者重新檢

視「因信稱義」的意涵，他強調，因信稱義不是

倚賴自己的信心，而是藉著上帝所賜與的信心看

刊頭

見基督已成就的福音應許——與上述 Dr. 

Masaki 的問句同出一轍——我們的信心往

往是被動與接受的。

神學教育的目的正是在此，藉著學院

裡的教學、討論、生活，邀請彼此反覆地

推敲體會福音的核心，並在其中建構自己

的神學。今年有十三位新生來到我們當

中，歡迎您透過《新生心得》專欄認

識他們，也請為他們禱告，回到學生

的生活或許不易，但相信厚賜百物給

人的上帝，也將賜下足夠的智慧與恩

典，讓每一個蒙召的人在安全的環境

中被培植。

願您在疫情籠罩的世界中仍得享

平安！

3貳零貳零九月



各位主裡的弟兄姊妹平安：

漫長又燠熱的暑期剛結束，新的學期開始，隨著現在還未凋謝的鳳凰花，

學院迎來十三位神碩、道碩、輔碩及證書科新生，以及所有的信徒事工碩士

科、基宣科的新生，新舊學生齊聚一堂，為學院增添不少熱鬧的氣氛。我們誠

摯地歡迎他們加入信神這個大家庭！

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幾位西國老師今年沒有在暑期返國述職，所以學院

可以提前在八月中旬舉行教師退修會，幫助學院的老師們預備身心來面對新學

期繁忙的服事。

接著，學務處為新生們精心預備一系列活動：新生訓練和教會觀摩，這些

活動從八月底一路進行到九月初，希望能在開學前，為新生們提供足夠的預備

和操練，讓他們儘快適應神學院的學習生活。九月九到十日兩天，本院舉行學

前靈修會，會中邀請到蔡茂堂牧師來主講培靈信息，讓所有的師生同工能以在

新學期開始前，能夠得造就和幫助，感謝讚美主！九月十一日為本院正式上課

的日子，所有的老師和學生莫不殷殷期待這個日子的來臨，渴望能在主所預備

的日子裡得滿滿的裝備造就。請您繼續為所有師生同工在主前守望禱告，期盼

信神所培育出來的人才可以大大地祝福教會。

不知道您注意到了嗎？今年很特別，它特別的地方不是氣候氣温反常的

高，而是因為五百年前所發生的事情。從現在算起的五百年前，也就是1520那

年，羅馬教廷發出開除路德教籍的諭令，而路德也把它公開地焚燒了。並在同

年，路德發表了震驚歷史及奠定改教運動根基的三份重要文件：《基督徒的自

由》、《教會被擄於巴比倫》、及《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貴族書論基督教教制

之改革》。這三份文件及其主張，甚至可以代表基督新教的信仰特色，所有基

督教會包括信義宗、改革宗、以及其它教會受其深遠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基

督徒的信仰最高權威是聖經，不是教皇、教廷、和傳統；教會的聖禮依聖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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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您的屬靈夥伴

院長                牧師劉孝勇

七項改為兩項，也就是聖洗禮和聖餐禮；信徒皆祭司的觀念，也根據聖經的鑿

鑿之言，得以確立。

莫忘1520！莫忘上帝因著耶穌基督，帶給教會的歸正和恩典！惟獨基督，

惟獨聖經，惟獨信心，惟獨恩典！

5貳零貳零九月

▍蔡茂堂牧師帶來兩天的專題《作耶穌門徒》

▍輔導小組分組競賽▍以聖餐崇拜正式開始新學期的學習

▍師生同工一起做早操

學前靈修會剪影



在歐洲許多人都知道明希豪森（Bar-

on Munchausen）的故事，他是德國

作家拉斯伯（Rudolf Erich Raspe）筆下的

一位男爵，時常講述自己超乎常理的冒險故

事，例如騎著砲彈飛行、或用自己的頭髮將

自己從沼澤中拉出來等。特別是後者，人們

很容易發現明希豪森冒險故事的荒誕之處：

若沒有一個外在的錨點，任何人都無法將自

己從沼澤中拉出來。

沒有錨點，無法自救

同樣的，當基督徒思考自己如何藉著信

心而蒙救贖時，也可能陷入同樣的陷阱之

中：我們可能認為自己是因著「相信」（一

種行為）而得救的。當你我的基督徒身份建

基於個人的信仰告白或是悔改經驗時，這些

基礎悄悄地促成一種明希豪森式的信心——

嘗試將自己從罪惡的沼澤中拉出來——然而

當生命的風暴和試探出現時，這樣的信心往

往被證明是脆弱的，致使我們常常會懷疑自

己信心的力量、可靠性或真實性。

因「什麼信」稱義

「因信稱義」的教義必然是宗教改革的

主要主張和核心，但對改革者來說，始終很

清楚的是，這種教導並不意味著得救取決於

本期焦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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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以恩老師（本院歷史神學專任老師）

施以恩老師這邊文章討論「信心」的對象與在罪人之外的內涵，幫助讀者在理解所謂「因信稱

義」時，不會反而高舉了自我的信心，誤把人的「信心」看作因信稱義的唯一要素。施老師在

內文中提醒：「當生命的風暴和試探出現時，這樣的信心往往被證明是脆弱的，致使我們常常

會懷疑自己信心的力量、可靠性或真實性。」盼望讀者透過這篇文章，重新建立「因基督藉信

稱義」的思路。



我們相信的能

力。相反地，

馬丁路德的掙

扎始於認清自

己的內在並沒

有什麼可以靠

著得救——善

行 不 能 ， 公

義、力量、能

力亦然——因

此，宗教改革

的突破（the Reformation breakthrough）

更新了人們對於救恩的理解：我們只能將自

己置於上帝的手中，並藉著信心抓住福音所

應許的解救。1

福音宣講的必要

正因著對福音應許的強烈關注，路德認

為教會的聖職——福音的宣講和聖禮——是

救恩工程中的重要因素。有些人因此開始攻

擊路德，批評他與自己過往的教導相抵觸：

若說救贖惟獨仰賴信心，為何還要強調這些

外在事物的必要性呢？

路德反駁這種誤解，堅持說：「我的教

導是堅定的：惟信稱義。但還是不能因此否

定，上帝的話語，聖禮，基督，傳福音者，

聖靈，父神也能稱義。但正式的稱義都來自

信心，因為沒有信心，上帝，基督，或是任

何事都對稱義沒有幫助。」2當路德說明因著

基督、聖靈與父神能使人稱義，我想原因是

很清楚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唯有三一神的恩

典作為才使得救成為可能。

洗禮、聖餐與聖道

如此，為什麼路德那麼堅持外在的事（

聖禮或牧者的講道），甚至將它與信心的重

要性並列，並保證它使我們稱義？路德非常

清楚人無法自救，因此需要一個外部的錨點

來堅定我們的信心。路德在大問答中關於洗

禮解釋：「信必有所信的東西——某種它可

附著並站在其上的東西。」3這個信心能夠附

著在其上的外部錨點，就是透過洗禮、聖餐

與講道賜給我們的福音應許。

我信我不能......

而福音的應許是無條件的。基督透過牧

者的口在洗禮中說：「我奉聖父，聖子，聖

靈的名為你施洗」或在聖餐中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捨的」，這些應許都沒有任何附

帶的條件！因此收到的人就得以藉著相信這

應許作為回應；若以條件形式給出應許，即

「如果您相信，那就…」，我們不只需要相

信這個應許，還必須相信自己的信心，我們

必須相信自己相信，不然我們沒有確據。4這

個問題， 路德在《小問答》的名言中說道：

若以條件形式給出應許，即「如果您相
信，那就⋯」，我們不只需要相信這個
應許，還必須相信自己的信心，我們必
須相信自己相信，不然我們沒有確據。

7貳零貳零九月

▍嘗試將自己從沼澤中拉出來的明希豪森



「我信我不能憑自己的理性或力量信靠我主

耶穌。」5因為對路德而言，信心絕不意味著

要相信自己的相信能力，不是以跟隨基督的

決定當人信心的基礎，而是要完全相信福音

的應許，相信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被動與接受」的信心

因此，對於路德來說，信心總是遠離我

們自己，只將信任放在基督的應許上。回到

沼澤的意象中，信心不是藉自己的頭髮將自

己從沼澤中拉出，而是抓住將我們從沼澤中

拉出的上帝之手。信心還是必要的，如路德

上面所說，「正式的稱義都來自信心。」但

我們的信心不是拯救的重點行動，而是一個

溺水者抓住援助之手的自然反應。這種信心

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與接受的；它不值得

誇耀或依靠，沒有人會稱讚抓住援助之手是

個偉大的舉動或貢獻。路德正是在這裡看到

了他神學的確實性，因為「它使我們脫離了

自我：我沒有義務依靠我的良心，感性的

品格，我的作為，而是依靠上帝的應許，真

理，而這不能欺騙。」6信心不是依靠我們自

己也非自己的信心，而是依靠基督與他為我

們所做的並敬拜他。

基督中心的信心觀

那麼，我們今天在基督徒生活中如何才

能避免對信心的誤解，以為信心是一種自我

救贖的行為？菲利普·凱里（Phillip Cary）提

醒我們以正確的視角檢視因信稱義的教導，

他解釋說：「以福音為中心可以避免太簡

化、單薄地理解因信稱義的教導，正因為它

準確地將基督置於中心，而非我們的信心或

稱義。總而言之，此教義說明我們在福音中

單單藉信稱義，而不是藉著對信心的信心，

或是對因信稱義教義的信心。......當我們不必

再信靠自己的善行或對自己的信心，這就是

一個極大的安慰。」7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因此從本質上來說，人應當始終藉上帝

在福音中的應許來看待事務，這使我們無視

自己的長處與弱點，始終仰望上帝那隨時準

備好、拉我們出來的手臂。這也正是路德在

施馬加登信條中留下的神學遺產，當路德

談論「第一且首要的信條」時，他將因信稱

義的教導嵌入了在福音的無條件應許中。開

頭說道「耶穌基督，我們的上帝和主，被出

賣，是為我們的過犯；他復活，是為使我們

稱義」（羅四24-25），並結束在「除他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因

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五十三5）。

」在這些福音的應許當中，路德補充道，「

我們必須相信這一點。我們不能以任何的行

很明顯的，因信稱義的核心是福音的應
許，不是我們的信心剛強與否；因為信
心不是轉向自己，而是外於我們，是仰
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8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參羅一16-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
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
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
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馬 丁 路 德 文 集 威 馬 版 W A 
11:302:22ff。

馬丁路德，大問答4:28-29。

Phillip Cary, The Meaning of Prot-
estant Theology: Luther, Augus-
tine, and the Gospel That Gives Us 
Christ, 2019, 240.

馬丁路德，小問答2:3:6。

馬丁路德文集威馬版 WA40/1:589:8-
10, 25-28。

Cary, The Meaning of Protestant 
Theology, 3. 

馬丁路德，施馬加登信條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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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著作發表於一五二０年十月，不僅與《致德意志基督教

貴族公開書》和《基督徒的自由》並稱為「改革大憲章」，同時

也被公認為當中最激進的著作。伊拉斯姆(Erasmus of Rotter-

dam, 1466-1536)閱讀之後，更斷言：「分裂難以挽回。」本篇

著作主要針對中世紀教會的聖禮觀——七項聖禮及唯有神職人員

才可施行——予以反駁。在啟始部分，路德便直言「我必須否認

有七個聖禮，並暫且來說只承認有三個聖禮，即洗禮、告解禮和

聖餐禮」，並以絕大部分的篇幅集中討論這三項聖禮。

首先，路德本於聖經所載，直言聖餐禮之核心為基督所賜之

赦罪應許，並且只能靠信心領受，同時也加上外在記號，使人對

應許「能更忠實地保持，也更深刻地領受它的訓誨」。同樣地，

路德表明聖洗禮的首要之事就是上帝的應許，亦即「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可十六16）。並且他強調基督設立洗禮「為的是培

養信心」，同時也指明洗禮雖是由人實施，但卻是上帝親自的行

動，因此「要把那施洗的人看為上帝的工具，藉這工具，坐在天

上的上帝親手把你浸在水中，而且用祂僕人的口，在地上用人的

聲音，應許赦免你的罪。」論到告解禮，路德依據聖經強調「對

應許的信心」於告解禮中的重要，並痛斥當時諸多補贖規定所造

成之轄制。關於另外四項，路德同樣是本於聖經，指明這四項不

包含赦罪應許，甚或不具備外在記號，因此反對這些做為聖禮。

最後，路德主張將聖禮限定於「有記號的應許」，指明教會只有

兩個聖禮：洗禮和聖餐，同時他更進一步表明這兩項聖禮已涵蓋

整個人生，亦即「洗禮是屬於人生的開始，和人生全部的過程；

聖餐是屬於人生的終結和死」。因此，由這兩項聖禮所涵蓋的人

生不僅是為應許所形塑(forming by the promise)的人生，同時

也是「以信為始，以信為終」（羅一17，新漢語譯本）。

為、律法或是功勞獲得稱

義；唯獨藉著信心才能使我

們稱義，這是既明確且肯定

的。」8很明顯的，因信稱義

的核心是福音的應許，不是

我們的信心剛強與否；因為

信心不是轉向自己，而是外

於我們，是「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

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來十二2）。你還在拉自己

的頭髮嗎？抑或是你的信心

已經依附並站在福音的應許

上呢？

9貳零貳零六月

《教會被擄於巴比倫》
文｜陳冠賢老師（本院系統神學專任老師）



實習點滴 ｜ 

 在來 CPE 之前，正處在生命的低谷，常感覺靈魂體是解離的狀態，身體的狀況一直在替我

說不出的情緒的發聲，而神能使用各種方式安慰我們，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恩典早已預備好了。

很多學員都會希望來 CPE 學習自我覺察，

但你其實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只是不願意接納罷了。

對你而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破碎我的是個督（個人協談），我告訴督導我發現我最近開始抗拒進病房，我不想放

下自己去聆聽別人。我們從病房接續聊到了婚姻，督導的問題重擊了我的心，逼使我重新檢視我

的婚姻。帶著分崩離析的思緒回到新竹，那天先生發生了重大的車禍，加長型三噸半貨車被高速

撞到翻了兩圈四輪朝天，我先生沒繫安全帶卻連擦傷都沒有，只有輕微脫臼，這個意外讓我設想

他的死亡，我卻一點感覺也沒有，我發現了、他也發現了，我瞬間感到我認知的世界開始崩解。

 第二個釐清我的是沙盤，沙盤遊戲是一種採用沙箱及許多小物件讓人建構出內心世界的一

種方式。督導要我隨意拿、想擺什麼就擺什麼，一開始對這個沒指令的指令有些迷茫，但我在邊

10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在生命的邊緣傾聽
——暑期 C.P.E. 實習心得

黑暗中與主相遇
文｜羅之妍同學（關顧與輔導碩士二年級）

臨床教牧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英文簡稱 C.P.E.）是一種結合神學、醫學、社會

工作和心理學的臨床教育訓練，期待協助傳道人、神學生等受訓者，在協談關顧與陪伴上精

進。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不只是專業知能、同理尊重的更新，受訓者也在醫療院所中經歷生命的

有限與無能為力，也面對死亡的軟弱與掙扎，並在這歷程中探索自我、檢視生命、重整呼召，

重新認識、信靠、仰望那大能的恩典福音，是在被死亡綑綁的世界中，唯一的出路。



面對一望無際純白未經踐踏的雪，問：「路在哪裡？」

而答案就是「走過這片雪，路就出來了。」

《活出心靈的空間》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林後〉一4

《活出心靈的空間》這本書中有個比喻，有個求生課程中的其中一項任務是：抓一條繩子，

從渠溝的一端把自己盪到對岸。完成這個任務的要領很簡單：「跑過去，抓住繩子，盪過水溝

後，在腳著地前，放開繩索。」許多健將都敗在這個表面上簡單易懂的任務，它的困難之處是在

於人常太慢才放開繩子，我們必須在半空中就放手，而且要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安全著地。

在 CPE 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生命已經有一部份被治癒。當我開始有空間和力量回

顧這兩個月的學習時，同學形容我在後期是奮力地把自己剝個精光，我現在就像處在任務中騰空

的階段：剛放開繩子（舊的模式），準備躍進彼岸（新的生活）。我即將出院（按：本文著於八

月底），但尚未結案，我知道這個整理的過程不會隨著 CPE 課程結束便結束，我可能還是會在

碰到挑戰時，試圖抓住繩子、用老方法保護自己，但一旦睜開了雙眼，就不能再緊閉，騙自己看

不到人受造的目的：為了要體驗天主。若能開始接受這個事實，那麼不管所需代價是大是小，都

無關緊要，因為唯一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就是追尋天主所要走的旅程。

從自己成長路途上可以看見，牧靈是個危險、刺激、辛苦的工作，我們不是站在一個安全的

位置給予指導，而是和對方一起在苦難當中，我們也在當中被影響、被改變、被調整，上帝給我

拿物件邊思考的過程中，發現我想擺個心中對未來的期盼，擺完

之後，督導要我替我擺的景取個名，我笑了笑説「白日夢」，他

問我第一個擺的是什麼？我説是正中間的十字架，「如果把這個

拿掉呢？」他問，我就哭了，我説如果沒有這個在中心，其他都

是假的…

11貳零貳零九月

▍我所擺設的沙盤



因著停下腳步，慢慢省察，而有以下收穫：

默觀靈修，是自省的核心

在默觀中，不僅深入地思想自己的困境，也領受主耶穌的治癒和安慰。幫助我更渴望每

次的與主相遇，也激動我將生活的困難與學習目標交付主前，全然信靠，並求主帶領我勇敢

地突破。

如同路十一35的教導：「你要注意，免得你裏面的光暗了。」在靈修中，停下腳步，

覺察感受與心境。深深幫助我於「放慢腳步，交託主權」的成長，也幫助我在自我覺察中對

焦於主耶穌的牧養，而不是自己的慾望。

團體生活，是成長的動力

除了要不斷練習聆聽、同理病人的感受，並在回應中關懷、陪伴之外。團體的磨合與

共同成長也十分寶貴：逐字報告的討論，不僅檢視自己的同理技巧，也看見心中的困難與

盲點；自我揭露，幫助我在信任中，分享了隱忍的傷痛，並享受大家的陪伴和關愛，不僅

慢慢來，才能成長
文｜黃承翰同學（道學碩士三年級）

們嘗試錯誤的自由，並與我們一同承受這些錯

誤帶來的後果，痛苦打開了靈性深度之門，病

人的世界、學員們的生命故事，每個人的道路

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是與病人聊天，最終發

現的是自己內在的東西，因此病房探訪或牧靈

工作都不再是項工作，是個讓上帝在我們身上

工作的過程：在其中我認識自己、面對自己，

進而認識上帝。那位為我們從死裡復活的主，

衪會陪我走過這死去又重生的過程，這是我在

世上最深也是唯一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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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CPE 結業合照



使我因敞開而舒暢，也領受在基督裡同為肢體的愛和

扶持；密集的十週生活，使我有更多敞開機會，藉由

父親節佈道磨合、課後餐敘、平時閒聊等，幫助我們

認識彼此，以至於能深入地同理與陪伴彼此的需要。

團體生活，挪去孤軍奮戰的恐懼，使我們能夠互相扶

持，成為彼此成長的動力！

信任與愛，是醫治的開始

「在信任與安全的環境中真實地面對彼此，在愛中被醫治，進而勇敢面對挑戰」是最大的滿

足。在不足與害怕中，接受到大家的接納與信任，給了我十足的安全感，使我能揭露自己心中的

隱忍。大家的陪伴使我在愛中有力量正視自己的問題、有動力面對困難。並且，督導和同學總能

「在愛中說實話」，彼此鼓勵、提醒、道歉，甚至提出建議。因著信任與愛而領受人的接納與主

的治癒，讓我能勇敢面對自己的困難，不怕失敗地嘗試突破過往的恐懼。

最後，我學會放慢腳步面對生活，「慢下來」幫助我在上述成長中，有時間沉澱並面對每一

天。慢下腳步時，便能發現自己需要的突破，也可以經歷自己成長的過程。很感動可以在CPE領

受超乎所求所想的收穫，期盼未來能持之以恆，將CPE所學的持續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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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新店耕莘醫院 CPE 結業合照

▍本院參與 CPE 實習的學生合影。左起：陳珮琦同學、蔡舜昤同學、羅之妍同學、黃承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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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快訊 ｜ 

感謝神，上帝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的應許絕不落

空。自信神畢業已經十多載，這段時間也一直都在基福鄉

村服事，一路走來，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在鄉村的日子學到很多功課，一方面深覺倚靠主、更

謙卑的重要，一方面也需要更了解基層鄉間傳統的文化、

人文等差異，才能使福音稍稍被人接受。

也感謝主親自開路，使我們長期與海外、國內的教

會、學校、機關彼此合作，深入地關懷在地學生以及許多

在角落弱勢失喪的人，主在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在

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感謝許許多多的代禱勇士，對

於鄉村教會的扶持看顧。

9月初，教會後面辦公區因電線走火發生火災，感謝神的保守，沒有釀成太大的災禍，火場

調查人員也說，還好沒燒到窗簾，因窗簾平常是往右邊拉，若往左邊拉，必定燒起來，後面不遠

還有一個瓦斯桶也會爆炸，若不是主的手，後果真不堪設想，想到此，就不得不頌讚我們的神。

也再次感謝學院教師、同工、以及許許多多的代禱天使，感謝您們關心神的家，使我們備感溫馨

及感動，願神的恩惠多多的加給您們，也感謝在信神的學習的日子，建立扎實神學的根基，使一

生的服事都受益，阿們。

偏鄉、恩典、蒙福

文｜呂以勒牧師（基層福音差傳會造橋教會傳道人）

「教會觀摩」是每年新生訓練中為期一週的重要環節，學務長帶領新生走訪各地的教會機構，

包含不同的宗派、服事族群，藉此幫助學生見識神國度豐富的樣貌。基層福音差傳會是今年拜

訪的機構之一，其總部位於苗栗造橋，致力於鄉村中建立教會。接待我們的是基福造橋教會的

呂以勒牧師，是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從信神畢業後，先後在宜蘭壯圍、苗栗造橋服事。讓我們

一同與呂牧師細數鄉村服事的笑與淚，以及上帝即時且夠用的恩典。

▍ 基福造橋教會合影

▍ 火災後弟兄姊妹協助整理教會環境



學院動態消息

院 長 室

教 務 處

信徒神學
教 育 處

企 劃 部

學 務 處

路德神學
研 究 所

敎 牧
博 士 科

教牧關顧
中 心

  •10/29 院慶崇拜
  •12/7 舉行第十二屆第三次常務董

事會及APELT第七屆第二次常務
委員會

  •12/17 聖誕崇拜

  •信神主日：歡迎各教會開始邀請學
院老師 2021 年前往主日證道！

  •10/31 將於學院舉辦改教日講座，
詳情請見封底廣告

  •10/17 (六) -12/5 (六) 將於嘉義山
仔頂路德會訓練中心開設【認識信
義宗的八堂課】，歡迎弟兄姊妹
報名參加

  •學期間週二、四 11:00-12:00 有早
崇拜，歡迎弟兄姊妹參與；早崇拜
一覽表可參閱次頁或學院網站

  •9/9(三)-9/10(四)學前靈修會
  •9/23(三)全院迎新郊遊

  •109學年度招生考試共錄取13位新
生，就讀10位 

  •本學期碩士部開設之新課程如下：
  •【崇拜與神學】張玉文老師
  •【教牧關顧以新約為例】駱月

絹老師
  •【親職事工-家庭信仰的傳承】

梁婉華老師

  •【路德的十架神學】陳冠賢牧師
  •【當代釋經理論研究】劉孝勇

牧師

  •【專題研究：新媒體與教會事
奉】施以恩老師

  •【專題研究：路德與釋經】劉孝
勇牧師

  •神碩秋學期招生考試日期為 11/20 
(五)，11/6 (五) 報名截止，歡迎牧
長同工報名，接受進深學程的裝
備。（報名資訊請洽學院官網）

  •本學期神碩開設二門課：

  •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
長同工踴躍報名！報名資訊請洽學
院網站

  • 今年 11/16-20 將開設兩門課程， 
歡迎牧長同工申請試讀（所需學歷
與正式生同）

  •10/12 (一) 10:00-12:00 於學院舉
辦【如何塑造情緒健康的教會】講
座，由王彼得牧師主講，歡迎牧
長、同工、弟兄姊妹撥冗參加

  • 輔碩校友個案研討會週一 12:00-
13:50 於學院舉行，歡迎固定參與
教會輔導事工的輔碩校友報名參
加，詳情請致電牧關中心或參閱網
站。日期預定如下： 10/5, 10/19, 
11/2, 11/16, 11/30, 12/14。

  •台中加利利成長協談中心輔導員，
宣教士李凱琪 (Katie) 加入牧關團
隊，成為志工輔導員，一週兩次，
協助宣教士與教牧人員的協談。歡
迎也感謝她的奉獻與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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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信息講題 講員 週四 分享主題 講員

聖
靈
降
臨
期

09/15
【饒恕容易嗎？】

太⼗八 21-35 劉孝勇牧師 09/17

教牧專題（聖公宗）

【做上帝的守望者】

徐⼦賢博⼠

09/22
【難以忍受的恩典】

太廿 1-16 施以恩老師 09/24

宣教專題【客家宣教與福
⾳關聯化】

范秉添牧師

09/29
聖餐崇拜

【悔改與相信的⽣活】

詩廿五 1-9；太廿⼀ 23-32

歐祈⼈牧師 10/01 中秋節連假暫停⼀次

10/06
【肥胖、粗壯、光潤的結果】

申卅⼆ 15 ⾦炯男牧師 10/08

新約專題

【無悔、無愧、無憾】

曾昌發博⼠

10/13
【喜宴、邀宴與赴宴】

太廿⼆ 1-14 俞繼斌牧師 10/15

教牧博論專題【新品種教
會：教會植堂策略】

張雅智博⼠

10/20
聖餐崇拜

【那造光和暗的上帝】

賽四五 1-7

朱頌恩牧師 10/22 路德神學專題 陳冠賢博⼠

10/27
【有福的道】

詩⼀ 1-6 夏義正牧師 10/29

院慶崇拜

【1520 的時代意義】

11/03
聖餐崇拜

【我們只有⼀位⽗、⼀位師尊】

詩四三 1-5；太廿三 1-12

潘佳耀牧師 11/05
實踐神學專題

【⼗六世紀宗教改⾰時期
的婦女事奉】

劉幸枝博⼠

11/10
【不知道的⽇⼦，知道的恩典】

太廿五 1-13 周⼠煒牧師 11/12

實踐神學專題

【不是青春惹的禍】

莊舒華博⼠

11/17
聖餐崇拜

【忠⼼⼜良善的僕⼈】

太廿五 14-30

主禮: 俞繼斌牧師

證道: 王環苓傳道 11/19

信仰與藝術專題

【光照微塵】

馮君藍牧師

11/24
【榮耀的王】

太廿五 31-26 蔣伊鈞傳道 11/26

教牧專題

【新約聖經講座】

于厚恩牧師

將
臨
期

12/01 聖餐崇拜
主禮: 陳冠賢牧師

證道: 崇拜學同學 12/03

舊約專題【走傳道路不能
花拳繡腿】

吳榮滁博⼠

12/08
【另⼀半的秘密】

林後⼀ 8-11 陳農瑞牧師 12/10 學⽣會改選

12/15
【為光作⾒證】

約⼀ 6-8；19-28 謝娜敏老師 12/17

聖誕崇拜

【有⼀嬰孩為我們⽽⽣】

劉孝勇牧師

聖
誕
期

12/21-12/25 聖誕假

12/29 期末感恩分享 12/31 學⽣會交接

中華信義神學院 109 學年上學期早崇拜／專題一覽表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廿一3)，我

和丈夫是香港人，我倆都看到台灣有很大的禾場，神的帳幕要臨到這片福地！

記得去年聖誕期間，我與丈夫由台北至台南，探訪不同的神學院，並了解

當中的地方、文化及背景，事後我倆一起祈禱後，各自寫出首三間有感動的神學

院，結果大家的選擇及次序是完全相同，而其中一間是中華信義神學院，相信天

父當中必有預備及帶領。

選擇中華信義神學院的另一原因，是本人認同神學院的辦學理念，認為牧者

需要裝備，信徒的裝備同樣重要，因為信徒是站在教會和世界之間，有著他／她

不可推卻的福音使命。相信信徒在職場、在家庭、在社會、在國家及教會裡與牧者互相配搭服事，一定更

能為福音的工作互相效力，讓神的名得榮耀。

面試過程我倆亦感到十分平安和親切，所以更體會到天父的帶領及同在，錄取後感到十分感恩和說不

出的喜悅。對於未來的計劃，我目前還沒有安排，因為由香港移居台灣，前路亦是憑信心一步一步走過，

但我倆深信天父必有供應和預備，現在只要好好裝備自己，日後必為主所用，阿們！

17貳零貳零九月

第五十五屆新生心得
主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約十三34）這新命令不再是舊命令的「愛人如己」（利十九18）；不再是我們如何愛

自己，就如何去愛人；更不是人如何待我，我就如何待人（路六32）。而是主如何愛我們，我

們就怎麼彼此相愛。這樣看來，作主門徒的首要，是蒙召來領受主愛，經歴主愛，並向人分享

這樣主愛，成為那「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者之見證（路六35）。盼望新生在神學教育與牧者

養成的道路上，常保起初的愛心，經歷並見證那歷久常新的愛。

道學碩士
李翠君



報考神學院之前，考慮了信義神學院和中台神學院，一個在大學時熟悉的「台

中」，一個是從小到大非常熟悉的「新竹」，要選擇哪一間學院的道碩學程，對我

真的很困難。

最後，選擇報考信神的原因有兩點：一來這是我熟悉的地方，印象中圖書館在

我小時候是一間有點舊的小房子，一路看著信神的變化，從擴建到現在，這麼大一

棟建築在高速公路旁照亮著新竹。連我未信主的同事們都知道高速公路旁有個很大

的十字架。二是我對宣教有負擔，而信神一直以來常設宣教中心，幫助學生認識與

參與宣教的事工。

放榜的日子我還在上班中，但因為很想快點確認錄取通知是否收到，於是偷偷

看一下手機的mail，知道錄取時，真的滿心感謝神，快哭出來了。知道這是神一步

一步帶領，不然我這個既沒讀書天分又口才不怎麼好的人，不會做這種突破，既知

道是神帶領，就努力學習，勇敢向前，相信神必保守我一生的道路。

放下職場工作，回應神的呼召成為全時間的傳道人，跨出這一步對我而言很

困難，但跨過之後，所產生出來的情緒又會覺得似乎做這個決定的時間晚了些，感

嘆自己過於小信，有一些懊悔沒再更早回應神。但聽到一些屬靈的長輩回應都很類

似，還是相信上帝選的時間，就是最恰當的時刻！我們的神真是充滿慈愛、細膩的

神。感謝上帝使用這些屬靈長輩的回應，讓自己的心中稍覺安慰。

太太秀孟是信神畢業，她時常談及學院的點點滴滴，特別是師生關係就像一家

人，自然而然信神為首選。自己對未來的學院生活是充滿了期待，能重新做學生，

在神的話中鑽研、思想，這都是上帝的恩典，也謝謝太太與三個孩子的支持，這是

全家一起的事奉，願神的名得著榮耀。

感謝神！讓我在2020年，特別的一年，成為信神的新生，雖然已到了半百的年

紀，但我仍然覺得自己要學習新約聖經中的女先知亞拿（路二36-38）。她不管自己

的年齡老邁，她愛主的心仍不改變。她相信主的應許，常常祈求禱告，願意專心單單

的來事奉神，並不斷追求長進，愛主勝過一切的人！因此我實在要向神獻上感恩！讓

我完成多年的夢想，再次進入校園受裝備，若不是出於神的帶領，我怎能有這樣的機

會呢？

至於為何會選擇信神呢？原因是目前生活都在新竹，就地域性的方便及知道信義

神學院的遠象與使命是一所承繼及宣揚因信稱義之福音，並為華人教會陶塑十架工人

18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道學碩士
鄧明瑟

道學碩士
陳永翰

道學碩士
謝念恩



得知自己錄取神學院時，我心中充滿感恩，深知一切都是神的帶領。

從決定申請證書科學程至今，經歷許多神的恩典。原本想延續輔導的專

業，選擇他校的牧靈諮商科， 神感動我補足對於聖經的知識及理解，毅然決

定選讀信義神學院。如此一來就可透過研究聖經更多地了解並且領受神的話。

然而，近來神又透過一些方式提醒我，愛是最大的，並感動我好好透過神學院

的生活，更深地經歷耶穌的愛。感謝主的帶領， 未來一年不僅是從世俗忙碌

的生活中抽離，在真理上被建造的時刻；更是一段分別為聖，學習倚靠神並享

受神的機會，期待未來一年和同學們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也願

這趟靈裡的揀選和呼召，充充足足更新我的生命，結出聖靈的果子，成為耶穌

復活的見證人。

唸學士時，有次輔導晤談，心中定意和老師約談的事。就在你一言我一語之

中，結束了與老師的談話。我帶著說不出緣由的心情回到宿舍，內心卻不斷反覆

思想，怎麼回事，老師懂讀心術？不然，他如何知道我要談什麼？

按捺不住心中好奇，在隔天問道：「老師，您怎麼知道我要談這事呢？」老

師手指動作指向他的雙眼，再指向我說了一句話，我點了點頭，吃飯去了。我不

記得老師說了什麼，但卻將此事放在心中。

現在，我是道碩新生，當時定意和老師談的事，主已經開路和成就了。有

位學姐知道我學士即將畢業，拿出一疊經文卡，說：「抽一張，看上帝和妳說

什麼？」，我抽到箴言4章12節「你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

倒。」因此，我定意專心仰賴祂、倚靠祂，因「祂的道路，平安亨通。」

的學院。所以我也期待我在學院這二年的時間，可以合乎學院對學生培育的方向～

1.對福音有深切認識，透過敬拜和團契、學習與反省，並對律法與福音有清晰成熟的分辨。

2.對時代有敏銳體察，不但要著重對真理有深刻的認識，也要去了解現代人心靈的問題與困境、社會

的痛苦和需要。再從這些體察去揣摩上帝的話語，傳講能光照現代心靈的福音信息，尋求能激勵當

代門徒的牧養智慧。

3.對宣教有火熱負擔：在學院透過敬拜和禱告、課程和短宣，經歷與分享，挑旺同學們宣教的心志。

4.對牧養有真實的委身，使我有紮實的解經能力並培養造就人的教導恩賜，且富有深厚的牧者心腸。

簡而言之，願我能靠上帝的恩典和聖靈的幫助，在學院中被陶塑既認識基督重價的恩典，又樂於背負十

架，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見證的神僕。

19貳零貳零九月

道學碩士
林燕群

證書科
鄭朮均



我是鄭皇蘭，我來自越南，來台灣十七年了。幾年前，開始在教會服事

我的同胞。在幾年服事中，因知識有限，很多事情用自己的想法，感覺是照自

己的意思不是照神的意思，所以達不到效果。因此，我禱告，希望有機會接受

神學的裝備。後來認識魯牧師，介紹我到信義神學院，讓我更多學習聖經的真

理，能夠更深認識神，明白神的話和神的教導。感謝主，被錄取是神的恩典！

感謝神學院給我機會，我非常開心能在這裡學習和裝備。接受神學課程是

為了將福音帶給我的同胞，讓他們在台灣能認識上帝。這段時間，我希望除了

在學校好好學習，還可以繼續在教會服事和實習。我知道服事的道路要走得久

和走得遠要凡事倚靠主，日後或許會碰到許多的困難，但我還是會勇敢地走下

去，相信主與我同在。我要將一切所學來服事主，用行為和言語來見證上帝的

福音，以完成神給我的呼召。

五年前我接受了洗禮，並因一些緣故，決定回應上帝的呼召，但真正接

受裝備的時候，一轉眼就已經五年過去了！期間經歷了許多，但神透過這些大

小事件，不斷地調整我的內在生命，破碎再破碎、雕塑再雕塑，過程很痛苦、

艱辛，甚至讓我一度想放棄。

不過也在這段時間，真實體會到神奇妙的帶領。在幾次想把呼召放在心

裡深處，就此掩埋時，神不斷透過許多的方式，使我明白是時候該做出決定，

也讓我看見對弱勢族群的負擔，讓我在禱告中紀念這族群迫切地需要福音。

但這也帶來新的問題，要如何正確傳講福音給需要的朋友，對於我來說

所學實在有限，也深怕傳講卻帶來誤導，使聽的人有錯誤的神學觀念。感謝神

讓我今年能有機會考進中華信義神學院，在這裡接受全備的神學裝備，透過這

期間的學習，會更加更新我的生命，也補足所不足的地方，一切榮耀歸與神。

這些年的服事，我觀察到心靈有需要的人似乎比以前多了。不只在教

會外，教會內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雖然知道人心最根本的問題是犯罪與

神隔絕，以致衍生出各樣問題。然而，在傳福音過程中，即使明白神的話

語才是依歸，但仍體會要幫助人、解決問題，只單純分享神的話語，並不

總能讓對方接受，也難以進一步找到出路。似乎要有更適當的方法找出癥

結，才能讓他們明瞭問題的根源，進而傳講福音對人的重要性。 關顧與輔導碩士
林小衡

20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證書科
呂承澤

證書科
鄭皇蘭



今天的我能進信神念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服事多年後發現教牧輔導

在事奉中所需，在主開路之下，再一次進入信神來念關顧輔導學，知道被録

取時好興奮、又感恩，相信人生中還會經歷各種考試與挑戰，秉持失敗不氣

餒、成功不驕傲的精神，繼續勇往直前。

對於未來我已為自己定下目標，將所學到的全用在主的事工上，幫助所

需要的人，讓他們的身心靈都健康，同時把福音傳給他們，讓他們得到永生

的生命，因為主不願意一人沉淪，乃願人人得救，明白真道。

我會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成為多人的祝福，謀事在人，成事在神，我

每天只需專心學習，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充實自己，每天與主親近，愛神愛

人，明白主的心意，跟隨主的帶領，走過每一天，(詩六五11)「你以恩典為年

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阿們。

[中國] 羅東靈恩堂  14,000 [中華] 新竹勝利堂  63,000 [路德會] 永生堂會友  1,000 
[中華] 竹北勝利堂  58,000 [中華] 福恩堂會友  700 [路德會] 板橋和平堂  8,000 

Holy Cross Lutheran Church (USD)  500 (獎助學金21,000) [台灣] 太保教會  12,000 [路德會] 聖恩堂  25,000 
LCMS (USD)  3,426 [中華] 竹南勝利堂  2,000 [台灣] 台中永生堂  10,000 [路德會] 頌恩堂  10,000 
West Portal Lutheran Church (USD)  1,000 [中華] 竹南勝利堂會友  3,400 [台灣] 岡山教會  6,000 [福音] 東勢施恩堂  7,500 
[中國] 生命堂  6,000 [中華] 信義堂  15,000 [台灣] 松山福音堂會友  2,000 [福音] 東勢施恩堂會友  5,000 
[中國] 生命堂會友  5,000 [中華] 苗栗福音堂會友  1,200 [台灣] 陽明山錫安堂  3,000 [福音] 頌恩堂  2,000 
[中國] 宜蘭聖愛堂  48,700 [中華] 恩霖堂 (獎助學金)  15,000 [台灣] 樂河教會  10,000 [福音] 頌恩堂會友  1,400 
[中國] 忠信堂會友  300 [中華] 桃園永生堂  11,700 [台灣] 雙福教會  3,000 丁慧蓮  2,000 
[中國] 金瓜石教會  2,000 [中華] 得勝堂 (宣教6,000)  12,000 [民國] 小港教會  3,000 九如教會  2,000 
[中國] 桃園福音堂  2,000 [中華] 得勝堂會友  14,225 [民國] 崗山教會  3,000 三民教會  3,000 

經常費

因此，在與他人的接觸中，深感自己不太明白跨出第一步的關鍵，希望自己有機會學習如何能在聖經

的基礎上，正確、有知識地協助心靈受創的人。再者，並學習在各樣情緒、哀傷、危機來臨時幫助人，思

考協助者應有的角色、位置、應對，才能以適切有效的方式陪伴身心有困難的弟兄姊妹。盼望能在神學院

有更進深的裝備，聖經與輔導的素養並進，更能有效的服事人，為神所用。

21貳零貳零九月

關顧與輔導碩士
李安文

奉獻徵信
感謝眾弟兄姊妹長期在代禱、奉獻中紀念信神的需要，使我們深
刻地體認上帝即時而豐富的供應；盼望在新的一年中，你我都能
持續經歷認識神而得的喜樂！

（2020/05/01-2020/7/31，按姓氏筆畫排列） 20200501-20200731

經常費 擴建費用

本期收入 4,829,775 199,114 

本期支出 5,318,636  -   

本期餘絀 -488,861 199,114 

累計餘絀 -22,811,701 -10,929,911 



大寶寶  3,000 宋芝蓁  500 郭則修  900 劉得瑋 (牧關中心)  10,000 
工業福音團契(獎學)  20,000 宋美香  1,000 郭桂林(獎助學金)  1,500 歐淑女  300 
中科基督徒聚會處  2,000 宋啟明  10,000 郭素鳳  1,500 歐陽傳中 鄧季芳  1,500 
中科基督徒聚會處會友  500 巫奕琪  1,000 郭詹梅資  2,000 潘立言  3,000 
中國信義會總會  2,000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9,000 陳世航  500 潘佳耀  6,000 
中華民國總會  2,000 李一華  6,000 陳玉惠  3,000 蔡如珮  1,500 
中華福音信義會總會  30,000 李玉貞 (儲備師資)  1,000 陳光雄  1,000 蔡信安  1,000 
中寶寶  6,000 李倩宜  4,500 陳成欽  2,000 蔡家和  3,000 
內地會 (牧關中心)  2,000 李淑萍(宣教1,000)  4,000 陳良綱  500 蔡鳳城  1,000 
方詠卉  3,000 李惠珠  6,000 陳怡思  9,000 蔣不聽(代轉奉獻2,000)  11,100 
王一言  3,000 李資良  3,000 陳明志  2,000 衛理公會春湖教會  5,000 
王才沛(宣教3,000牧關5,000)  11,000 李蕙如  1,000 陳明恩  2,000 談雲生  5,000 
王玉玲  1,000 杜聖恩(師資1,500)  7,500 陳芬蓉  100,000 鄧綠鳳  500 
王宏恩  1,000 汪有駿(宣教)  1,000  陳冠賢  15,000 鄭光涓  1,000 
王秀梅(宣教)  1,200 沈秀敏(牧關中心)  10,000 陳建宏  30,000 鄭弟兄  300 
王梅桂  500 沈瑞蘭  3,000  陳思涵  1,000 鄭芬蘭(宣教)  3,000 
王菊珍  1,000 周秋燕  3,000 陳秋葵  9,000 鄭富美  2,500 
王廣秀  2,000 周純明  3,000 陳美聿  1,000 鄭發祥  1,500 
丘雨禎  5,000 宗緒順  150,000 陳美珠  6,000 鄭燦鋒  18,000 
主知名  200 宜約堂  3,000 陳恭猛  6,000 黎亞綺  2,000 
主知名  200 林秀勤  1,000 陳海勇  10,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獎學)  60,000 
主知名  1,000 林宜宣  6,000 陳國雄  1,500 穆金珠  1,000 
主知名  3,000 林明月(牧關中心)  2,000 陳富美(獎學1,000)  5,000 蕭淑拿  30,000 
主知名  5,000 林奕足  4,000 陳愛珠  3,000 賴志剛  30,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200 林春美  1,500 陳慈娥  3,000 遵道堂(獎助學金)  24,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500 林銀桂  500 陳敬智  1,000 頭份靈糧堂  6,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800 林鳳珠  3,000 陳嘉炘  3,000 戴憲達  3,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1,000 林廣耀  10,000 陳熾彬  2,000 薛雪茹  2,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1,000 林慶華  1,000 陳嬿如  3,000 謝娜敏  37,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1,000 林燕群  3,100 陳繼斌  500 (牧關31,000代轉6,000)
主恩01  6,000 芶月英  3,000 麥愛堂  15,000 韓文萍  2,000 
主恩03  36,000 邱英通  15,000 傅振瑛  6,000 韓正倫  2,000 
主恩04  12,000 邱福生 宋美珍  3,000 彭國恩(宣教2,000)  5,000 韓謝彩貝  1,000 
主恩06  3,000 侯孔文  1,000 彭懷冰  1,000 簡麗花  6,000 
主恩19  4,500 俞繼斌  13,500 景明珠(宣教)  3,000 魏碧雲  1,000 
主恩24  40,000 信義會差會  118,000 曾倩如  1,000 譚俊彥(代轉奉獻20,000)  23,000 
主恩41  3,000 南京東路禮拜堂  38,000 曾蘇淑娥  800 蘇玉鳳  500 
主恩51  250,000 客家神學院  1,000 舒德文  6,000 蘇李霞  1,000 
主恩54  3,000 施宗佑(儲備師資)  3,000 黃文楷  9,000 顧志浩  3,000 
主恩68  288,240 柯以諾  6,000 黃玉葉  2,000 顧美芬  3,000 
主恩73  6,000 洪嘉良  10,000 黃玉銣  3,000 靈光堂  129,400 
主恩74  15,500 活水福音促進會(獎學)  12,000 黃有得  2,500 
主恩75  9,000 紀榮榮  3,000 黃承約  6,000 
北門聖教會  46,000 胡椿子  3,000 黃春桂  100 
古文兆  6,000 苗其傑  3,000 黃桂佳  60,000 [中國] 宜蘭聖愛堂  30,000 
台北信友堂 (宣教)  54,000 范兆禧  4,500 黃執中  3,000 [中國] 靈光堂  59,514 
台北基督徒聚會處會友  2,000 (師資1,500宣教1,500) 黃博加  500 [中華] 竹南勝利堂  30,000 
台灣大愛社會服務協會  1,000 范秉添  3,000 黃綿媛  10,000 [中華] 竹南勝利堂會友  3,000 
台灣信義會總會  840,000 修郁文  3,000 黃韶苓  1,000 主恩03  3,000 
左營國語禮拜堂會友  5,700 員樹林基督教會  16,000 黃麗錡  1,000 主恩06  3,000 
田仁春(儲備師資1,500)  3,000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13,000 新竹錫安堂  9,000 主恩41  3,000 
石光鄰  3,000 夏俊明  1,000 新竹靈糧堂(宣教)  27,000 劉孝勇 游文秋  4,000 
任秀妍  9,000 孫玉芝  1,000 楊心怡  3,000 吳家駒  1,000 
任芝君  400 孫玉瓊  6,000 楊桂芳  5,000 吳銘恩  300 
匡守仁  2,500 孫武根  1,000 楊煥芳  1,000 吳進春  1,500 
成玲燕  3,000 孫蒂華  500 楊馥郁  1,000 大寶寶  1,500 
朱秀華  500 徐忠良  3,000 楊麗美  1,000 張慧明  3,000 
朱育德  3,000 徐耀青  1,000 聖餐奉獻  9,000 張秋玉  2,000 
朱美蓉  3,000 恩光堂  35,000 萬玉玲  2,000 張金來  3,000 
朱清棋  3,000 浸信會溢恩堂會友  900 葉佳芬  4,000 彭思程  2,000 
朱頌恩  10,500 高小贛  3,000 葉貴芳  3,000 徐忠良  3,000 
朱麗卿  500 高英茂  3,000 葛玉容  1,500 朱心瑜  1,000 
江阿蕉  200 高聖臨(牧關1,500)  4,500 賈華英  500 李明珠  3,000 
江昱緯  1,100 高慧純  500 路德會總會  206,000 林奕足  3,000 
江霖山  500 張法鴻  1,000 鄔寒穎  500 浸信會溢恩堂會友  1,000 
何南善 (代轉奉獻)  3,000 張金湖  500 廖慧娟  1,500 翁瑞亨  2,800 
何禹佩  3,000 張秋玉  1,000 滿州教會  2,000 胡椿子  3,000 
何惠民  3,000 張美琦  3,000 熊明燕(宣教)  1,000 范兆禧  1,500 
何藹棠  9,000 張時禎  500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3,000 葉肇鈞  4,000 
余明照  3,000 張素禎  3,000 福音浸信會新生南路教會  4,000 蔡如珮  1,500 
余福來  2,000 張鈞詠  10,000 福恩堂  6,000 譚劉玉蘭  2,000 
吳承恩  200 張新儀  5,000 管劉秀娥  200 邱福生  3,000 
吳昌平  400 張瑞仁  13,000 蒙福之家(宣教)  1,500 陳博偉  3,000 
吳玲玲  2,000 張憲文  3,000 赫敬文  1,000 陳富美  1,000 
吳書翔  2,000 張靈禧(宣教)  100 趙若蓮(宣教)  1,000 陳本翰  4,000 
吳海文 (儲備師資3,000)  6,000 曹克昌(儲備師資)  6,000 趙琼蘭  1,000 顧美芬  3,000 
吳淑貞  1,000 曹敏人  5,000 劉王毓敏  6,000 高安君  1,000 
吳進春 (校友會10,000)  18,000 梁諭蓉  1,000 劉艾軒  1,000 黃博加  500 
吳瑞美  1,000 莊若雯  3,000 劉孝勇游文秋(獎學3,000)  36,200 

吳蓉英  1,000 莊朝順  2,100 劉孝煦  3,000 

吳劉順貞  3,000 許弘霖  1,000 劉秀菁  2,500 
吳聲昌  5,000 許曉芬  6,000 劉怡婷  100 
吳繼云  1,000 許濟榮  500 劉東海  1,000 
呂士濂  15,000 連孟如  6,000 劉林須美 (宣教)  1,000 
呂坤謀  5,000 郭玉美  2,0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800 

擴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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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信義宗的八堂課 
中華信義神學院 信徒神學教育處 與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合辦 

課程目標 

授課老師 
魯思豪 牧師 / 博士
前中華信義神學院 信徒部主任 / 專任老師 
中華福音道 路德會 宣教部主任 
美國協同神學院 宣教學哲學博士 

報名聯絡資訊 
中華信義神學院 信徒神學教育處 
何姐妹 03-5710023 # 3170   
brancha@mail2.cls.org.tw

上課日期：10/17 - 12/05 八週 
週六下午1430-1630 
10/17 至 12/05 八週 
10/17、10/24、10/31、11/7、 
11/14、11/21/、11/28、12/5 

上課地點 
嘉義路德會山仔頂訓練中心：東區公園街165號 
（林園豪景大樓與天龍禪寺中間） 
聯絡人：吳山大牧師 0956-143-143 

報名須知 
歡迎想認識福音聖道的弟兄姊妹 
以及想進深教導的牧長同工參加研討 
課程一學分，共計1800元 
郵政劃撥 : 01121881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 
（請註記科目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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