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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陳農瑞代理院長

全球籠罩在Covid-19疫情陰影未散，各地水
災、地震、戰爭帶來的死亡威脅，使人心充滿了
懼怕與憂慮，點破了生命的短暫與脆弱。過去三
個月，台灣疫情嚴峻期間，飽受震驚與遺憾之
後，所幸，在寫這篇文章的此刻，每日確診人數
減少，群聚事件不再，齊心抗疫下，迎來一片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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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破除水仙花魔咒
~自戀症的唯一解藥

光！
眾所皆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信神

陳農瑞代理院長

的院訓，但究竟自戀的「我」是甚麼？轉化進入
基督榮光的關鍵是甚麼？本期主題文章《破除水
仙花魔咒》，陳農瑞代理院長為讀者詳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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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剖析自我中心的結果，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

疫情中的恩典－路德會線上講座

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永恆不變的唯

路德會宣教部 施詠獻傳道

有十架福音，相信、倚靠基督的動力，不是
靠我裡面的敬虔，努力成聖，而是來自於

12

校友快訊
我在安寧病房的這些日子

神，在我之外伸手拯救、扶持我。

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 林晏慈傳道

Editor’s no
te

今年有九位新生來到我們當中，歡迎您
參閱《新生感言》專欄認識他們，請為他們
代禱，求神保守他們對家庭、工作和服事都

15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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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精兵報到

有妥善安排，能全心在學院接受神學裝備。
您的同工

第五十六屆新生感言

企劃部郭錦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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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信義神學院的朋友們平安！
初秋是充滿活力的季節。我們歡迎許多位新生。學院也有幾位新
同工和老師剛剛加入事奉團隊；哦，還有個代理院長也是新來不久
的。
但今年我們也措手不及的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新冠肺炎的毒
手伸進了台灣。疫情爆發以來，八百多人失去生命、無數的人還在隔
離，醫護人員超時過勞。工商企業蕭條、許多人失了生計。物質虧損
之外，精神上更是折磨。
對眾教會而言，無法聚會、不能施行聖禮，是空前的打擊。信神
也做了心理準備，要與我們夥伴們一起受苦。
然而，這也是一個難逢的契機。社會上、甚至教會中，一直存在
著許多窠臼，扭曲了神恩典的真理、使得福音無法幫助需要的人。但
疫情卻改變了這些我們無法撼動的文化！
信神本來就不是為了收入穩定、招生順利而存在的。任憑這些問
題動蕩起伏，我們總要傳揚基督，「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
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28)。人們突
然遭遇苦難之際，正是我們用「諸般智慧」傳揚基督恩典的時候。
許多同學一兩年之後就是教會的傳道人，他們在信神受教的機會
不能等。因此首先，我們要竭盡所能，讓學院維持教與學的品質和效
果。
其次，我們更要刻意引導同學，經歷疫情下學院生活的「憂虞」
（anfechtungen，靈性淬煉），變得更熟悉主耶穌釘痕的手，更有靈
性的深度和廣度。請為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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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猜猜這段話是誰說的：「這種病傳染性極強，人的免疫
系統對它無效。被感染，一開始毫無不適的感覺。外在環境更助長
它、造出超級傳播者。這致命的瘟疫就在大流行！如果不及早防治，
死亡率是100%！」
這是馬丁路德講的，那致命的瘟疫，就是「靠行為稱義」這神學
謬誤。我用了時下的詞彙來解讀他《基督徒的自由》書中的一段話。
但他確實說人靠行為稱義的傾向是「這妖物」（this leviathan）。1 若
那只能殺身體、致命率不到3%的病毒，就令我們如此害怕；這表面無
害、實則必殺永恆生命的「變態歪理」（perverse notion）絕對更加危
險。我們豈能不竭盡所能，用諸般的智慧，把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嗎？
願我們在這福音的傳揚上盡心竭力、同心同工。
1

LW 31:364. 中譯本： 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香港：道聲，1973），34。

您的屬靈夥伴
代理院長

陳農瑞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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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

破除水仙花魔咒
～自戀症的唯一解藥
本專文探討基督信仰中一個極為基本、卻不常被注意的真理：一切關乎我們生命救恩
的事，都存在「
的事，都存在
「我們之外
我們之外」
」（神學上的拉丁文術語 extra nos）；我們的智慧、聖潔、
公義、救贖都不在我們自己裡面，而是在基督裡。信神的院訓「
公義、救贖都不在我們自己裡面，而是在基督裡。信神的院訓
「 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就是直指這個真理。
文｜ 陳農瑞代理院長
對自己上癮的魯蛇
希臘神話中納西蘇斯（Narcissus）
是個絕世美男子。他出生時有先見預
言，只要他不看見自己，就可以一直快
樂的活著。但不幸有一次他到池邊喝
水，看到池中倒影，無法自拔的愛上了
「 它 」 。而池中影像當然不可能以愛回
報。最後納西蘇斯抑鬱而終，化成池邊

水仙花魔咒之下。當今網路世界的虛
擬身份，更助長了自戀的風氣。福德
（Forde）曾在《論做十架神學家》書
中，形容罪人是「
中，形容罪人是
「 對自己上癮
對自己上癮」
」 。用於
我們這些後現代、宅在鍵鼠背後、反覆
數讚、調整大頭貼濾鏡、幻想當網紅的
魯蛇們，倒是非常到位的描述。
十字架的顛覆

的水仙花（narcissus）。這花的名字因

嚴重的還在後頭。聖經指出這是一切

此成為一個描述「
此成為一個描述
「 自戀
自戀」
」 的術語。心理

罪的根源：當人以自己為偶像、漠視十

學上自戀是一種病症，會破壞生活品質

誡的第一誡—以神為神—時，他定然會

與人際關係。

違背其餘的誡命。可是沒辦法，自從亞

誰都不喜歡自戀的人，但我們自己

當墮落，被逐離了神的面，人生命中便

其實一樣自我中心。沒有人能「
其實一樣自我中心。沒有人能
「 不看見

沒有了錨，除了在自我裡面找虛無的安

自己、一直快樂的活著」，我們都在

全感，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選擇。

6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聖經並沒有直接告誡我們不可自我中
心、不要自戀；神知道我們根本無力自
拔。祂拯救我們的辦法，是顛覆我們好
惡的判斷。祂賜給我們一位真正值得愛
慕的對象，就是主耶穌，祂的榮美遠超
過鏡子中虛浮的自我。

神的能力。」（林前一18呂譯）
自戀的人不可能喜歡十字架，是神
先讓他聽見福音，使他能相信、得救。
這福音就是十架之道。人不論美醜、膚
色、地位，不分智商高低、教育程度，
都能領受福音，成為「得救的人」。反

然而我們的眼光是蒙蔽的，耶穌「無

而自戀者引以為傲的優勢，才是領受福

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

音的障礙：「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

貌使我們羨慕他。」我怎麼可能轉去愛

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

慕祂、超過使我上癮的自我呢？

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氣

啊！這就是十字架的奧秘了。
自戀的人習於用自己的標準去判斷
美醜高下，殊不知因著亞當的墮落，人
裡面分辨好壞的能力已經扭曲了。(記得
伊甸園裡吃的那顆果子嗎？）人自戀，
把自己的好惡當作真理，加諸於人，種
族歧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根據我們
的價值判斷，十字架是羞辱、軟弱、失
敗。
神救我們，首先要顛覆這價值觀。神
的兒子耶穌基督，親自替我們經歷十字

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林
前一27，29）
福音顛覆我們的價值判斷，讓我們看
見隱藏在十架背後、基督那無與倫比的
榮美。相形之下，我原本追逐的一切、
即便是自戀者幻想中最高的境界，都顯
得黯然失色：「…先前以為與我有益
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因
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
三7-8）
Extra nos

架的死亡。十字架向我們傳遞一個震撼

愛慕基督，是自戀者唯一的出路。但

的信息：我們自以為聰明、其實是愚蠢

現實中，我們已經相信福音的人，會發

的；我們在自戀中追逐的強盛、榮美、

現自己還是常常留在老亞當裡，偷吃那

成功，其實是很脆弱、醜陋、必然敗亡

果子—用自己裡面的好惡判斷一切，愛

的：「因為十字架之道、在滅亡著的人

慕世俗、不愛基督。是福音的顛覆不夠

看為愚拙，在我們得救著的人看、卻是

徹底嗎？是我相信得不夠虔誠嗎？是我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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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不長進嗎？問題出在哪裡？
原來有一個關鍵的真理被忽略了：一
切關乎我們生命救恩的事，都在我們之
外 （extra nos

1

），在我肉體裡面是找

不到的！
在強調十架之道的顛覆性時，保羅
總結說：「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
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林前一30）這就
是 extra nos，一個使我們徹底得自由的
真理：
不是我裡面的虔誠使我信靠基督；是
神從我外面伸手拯救我，使我「得在基
督耶穌裡」。救恩整個就是來自我們之

良善」（羅七18）這事實；就算同意，
也不知如何實踐。聽聽這樣做基督徒的
心聲吧：
我的基督徒生活，當初確實是從恩
典開始的，但現在卻是在法律的跑步機
上被「成全」。…牧師們告訴我要更交
託、更多祈禱、更多關心不信者、更多
讀聖經、更多參與教會、更多愛我的妻
子和孩子們…我的基督徒生命，變得環
繞在「我」的生活、「我」的順服、「
我」的交託、「我」的背誦聖經、「
我」的祈禱、「我」的熱心、「我」的
見證和「我」聽道的應用…當然我們早
已超越了需要聽十字架福音的程度…2
這段文字引起很多共鳴。牧者們會馬

外。
我們裡面沒有救贖自己的本錢，連得
救的智慧也沒有，唯有基督成為我們的
智慧、救贖。這都來自於我們之外。

上撇清：我可不是這樣教的！但很多在
教會流行的靈命進深術，就是有這樣誤
導的危險！人以為追求聖潔，其實是極
盡肉體之能建立「自己」的靈性。這樣

我們裡面沒有公義，我們能被神稱

的操練，或能製造若干敬虔的外貌，但

義，是因為基督成為我們的義，那義完

持續專注自己裡面，福音漸成過去式、

全是來自我們之外。這些真理都在釋放

信心只剩下對教條的認同。我裡面有了

我們，脫離「我不夠虔誠」的罪惡感。

自己的聖潔，為什麼還需要倚靠基督

但影響更大的是追求聖潔。我知道要

呢？

靠主，卻不自覺的靠自己裡面的虔誠努

誠心追求聖潔，為什麼會變得更加自

力成聖。這舊人太習慣自戀，無法消化

戀？就是忽略了 extra nos：我們的聖潔

「…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

是在基督裡，在我們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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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回到前面講的：自戀症的解藥，就
是基督的榮光。擁抱 extra nos 這真理，
是很大的釋放，使我脫離水仙花的魔

們的自戀被顛覆，看見的不再是自己，而
是在我們之外「主的榮光」！每次從欣賞
自己、轉為看主的榮光，就是一次成聖的
經歷，讓我們一再變成主的形狀。

咒。每次聽福音、渴望成聖時，我可以

走筆至此，想到二十多年前筆者第一

看基督而非看自己裡面。每次這樣成聖

次來信神校園，印象深刻的是牆上「不再

的經歷，都使我更體會基督的榮美，如

是我，乃是基督」幾個大字。這簡潔的院

保羅說的：

訓，不正是直指 extra nos 這個真理嗎？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 3主
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
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
的。」（林後三18）
又是鏡子？水仙花魔咒再次發威了
嗎？不，透過十架，一切都不同了。我

1 這觀念改教運動時常被討論，其拉丁文
extra nos成為一個慣用的術語。
2 Craig A. Parton, The Defense Never
Rests（St.Louis: Concordia, 2003）, 18.
3 此 處 動 詞 「 看 見 」 原 文 語 態 是 介 乎主
動與被動之間的「關身語態」(middle
voice)：看和被看本是同一人。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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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

透過亞洲區音樂顧問狄耀恩博士認識韓德爾等經典聖樂，有興趣者可進一步從路德會
的影音頻道上觀看這些講座
文｜路德會宣教部 施詠獻傳道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這幾年與信義

5月22日，與路德會台南頌恩堂合

神學院合作，邀請美國密蘇里路德會

辦的聖樂講座，講題是「路德宗的聖樂

（LCMS）資深牧者與講員，來到台灣舉

與禮儀觀」是狄博士來台的重要主題之

辦許多課程與講座。今年五月，LCMS

一，講述教會的聖樂、聖詩及禮儀禮拜

的亞洲區音樂顧問狄耀恩博士（Martin

是如何作為上帝的器皿，承載上帝純正

Dicke）來到台灣，預計舉辦一系列的巡

的聖道，並介紹了許多宗教改革後的信

迴演講與音樂會，向教會介紹傳統的信義

義宗聖樂作曲家及其經典詩歌。雖然講

宗聖樂觀與禮儀崇拜實務。

員只能在嘉義的路德大樓裡透過線上會

不料，狄耀恩博士結束入境檢疫隔離

議講述及演奏，但感謝主的保守及同工

期後，正好遇到台灣的疫情爆發，原先排

們的努力，順利地完成了台北－嘉義－

定的行程在防疫的考量下不得不取消。身

台南三地連線的線上講座！

為主辦單位的中華福音道路德會只能快速

有了這次經驗，下一場於5月29日的

應變，將原先安排的講座改為線上舉行。

講座「永恆的頌歌：聖經中的頌讚與樂

原本2至6月每週六，在路德會北部神學教

音」，路德會開始同步於YouTube上直

育中心開設的白霈德牧師「協同書課程」

播，並廣邀信神的校友們參加。該講座

於5月15日起全面改為線上上課。

的主題是聖經裡及歷世歷代的聖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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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以音樂作為向上帝獻上的頌讚與

（請在YouTube上搜尋：中華福音道路

敬拜；並且如今我們都仍參與在這場敬

德會）

拜中直到永遠，這也是講員最有負擔且
希望傳達給所有基督徒的信息。

聖樂講座告一段落，路德會仍持續
地在線上與美國路德會合作舉辦更多的

線上講座的型態雖然少了人與人之

教牧講座與課程：5月31日與 Rev. Ron

間的人情味，並且也更難掌握觀眾的回

Koch（柯羅智牧師）進行了線上的「

饋與互動，但因少了空間的限制，省去

聖召觀：從十誡省思你在生活中的位

了巡迴的舟車勞頓與籌備場地的行政工

份」講座；7月19日舉辦 Rev. Matthew

作，讓我們決定接下來的週末六日都舉

Wood（伍至謙牧師）的「上帝所作的

辦一場講座，讓狄博士準備的八個題目

事」講座，探討新舊約聖經就是聚焦在

都得以發揮。除了聖經中聖樂與崇拜相

悔改與赦罪的道；在8月30日即將舉行與

關的講解－「詩篇講座」（6月6日）、

Rev. Paul Nelson（倪維禮牧師）美台連

「聖誕節與復活節的美妙歌曲」（6月

線的「使徒信經第一部份-我信上帝」講

13日）、「崇拜古今談：會幕、聖殿、

座，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們，透過線上

禮拜堂」（6月20日）。也藉著狄博士

的方式，共同來研習上帝純全、善良、

在音樂演奏方面的專長，在講座中也能

可喜悅的道。

加上即席演奏，除了讓我們認識那些將
音樂獻給上帝的偉大音樂家，也能當場
欣賞到這些經典音樂，撫慰因防疫在家
而苦悶的心。這類的講座有：「韓德
爾的『彌賽亞』為何傳誦千古」（6月
5日）、「巴哈夫人（安娜·瑪格達萊
娜·巴哈）生平傳奇」（6月12日）與
「千古迴響－認識路德宗（因信稱義的
音樂）作曲家及其作品」（6月19日）
。如果您錯過了第一時間，現在也都能

一場疫病讓我們無法踏出國門，路
德會宣教部原本的常態性海外宣教工
作暫時受阻，教會也無法實體聚會，但
這樣的景況同時也催逼著我們，讓我們
用不熟悉的方式摸索著前進，去適應新
的環境。原本下半年才要開始的影音工
作，如今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實現了！讓
我們再次看見，聖靈如今依然帶領著我
們，去到我們計畫以外的地方，為福音
的工作開展新的疆界！

從路德會的影音頻道上觀看這些講座。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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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牧部的夥伴們

我在安寧病房的這些日子
福音的使命讓林晏慈傳道貼近痛苦死亡邊緣的現場，讓他們在耶穌基督裡可以重新獲
得盼望
文｜ 嘉義基督教醫院院牧部 林晏慈傳道
從信神畢業已經一年，在寫院訊的

前，我就在嘉基院牧部擔任過行政與部

時候，我想起了一段經文馬太福音廿八

分病房傳道的工作。不同的是這次是以

18-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

「傳道」的身分回來，對我來說意味著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

挑戰和使命將變得不一樣！

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一回到嘉基，因為過去也有受過靈
性關懷師的訓練，所以被分配到成為安
寧血腫病房的院牧。在上班第一天，單
位的護理長就告知，在安寧病房每天都

畢業以後，我到嘉義基督教醫院就

需要跟著醫生查房，還有八月底安寧病

職，擔任院牧部的傳道。其實這裡的環

房要評鑑的消息（但我7/1號才到職呀！

境對我並不陌生，因為到信神讀書之

）。我想是因為曾經待過醫院，所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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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然大家不會把妳看作新人，當然也

人與家屬說話。讓自己在神面前謙卑下

就沒有新人的蜜月期。在就任的隔天，

來，使神來做祂要成就的事情。雖然，

我便開啟了我的安寧傳道之路。

在關懷的過程中，不會每一次都是完美

在安寧病房，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讓
病人可以獲得靈性上的平安。在面對死

的，但至少，事後在反省或者思考的時
候，會更知道下一步要怎麼做！

亡的時候，再堅強的人都需要好好誠實

安寧病房是可以看見人生百態的地

地面對自己內心的情感。我記得病房的

方。有的時候你會看到電視上的劇情在

護理師學姐在教我寫紀錄的時候，就曾

現實生活中真實上演、有的時候這些家

經告訴我，當妳要問病人，或者了解病

庭問題，也會不時的提醒妳，妳家裡面

人對死亡的想法，妳要自己先有答案，

的問題是不是其實也是這樣？在這樣的

「妳自己害怕死亡嗎？面對死亡，妳有

互動中，我覺得人跟人是雙向的關係，

什麼還沒做的事情，或者有什麼遺憾的

看似是妳在幫助對方，但其實很多時

事情嗎？」這樣的提問，對我來說，其

候，對方的回饋，可以幫助妳在整個過

實很震撼！也因此每天我都在問自己，

程中得到更多的提醒。我覺得在安寧病

「有什麼事情是我還沒有完成的呢？有
什麼事情是我現在死的時候，我會後
悔、會遺憾的呢？」
另外，每當我去查房時，我會把自
己轉換成病人，或家屬的角色，這樣
做可以讓我的心裡多了那份同理心跟
耐心。面對病人的回應其實都是蠻真實
的，曾經還有病人告訴我：「妳自己又
沒有生病過，怎麼會知道我們的痛苦和
所受的折磨！」是呀！我們不是當事
人，又豈能認為我們有辦法真正幫助他
們什麼呢？所以每一天當我要進到病房
的時候，我就向神禱告，求神賜給我夠
用的話語和智慧，知道要怎麼來跟病

▍ 主持安寧病房聖誕節活動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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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看見人生百態，也看見人心最脆
弱、真實的那一面。再好的外表、再顯
赫的背景，它都會有藏得最深，沒有辦
法告訴人的那一面，想到這裡，我就會
想我們是不是也是這樣呢？但感謝神，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明白這些沒有辦法說
出口的事情，其實上帝祂都知道！而人
沒有辦法得到心靈的平安，往往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面對這樣
的處境，好像只剩下懊悔和放棄。透過
我所接觸的這些人，讓我知道，上帝除
了要我在安寧病房傳福音，最重要的事

▍ 與院牧部音樂同工和安寧病房社工到病房為病
人唱歌

情，也是要讓這些懊悔和放棄的人，讓

太的愛，當病人暫時被放在安息室的時

他們在耶穌基督裡可以重新獲得盼望，

候，孩子還帶錄影機在病房裡，為父親

至於人最終有沒有去到上帝那裡？我相

做最後的紀錄。而我知道，雖然這個病

信，上帝會知道的。

人已經不在了，但對這個家庭來說，他

當然，病房裡面也不是都只有八點

與家人所有的記憶都點點滴滴地永遠活

檔的戲劇會上演，也是有感情很好的家

在家人的心中，雖然現在分隔兩地，但

人互動，彼此在心靈上的互相扶持。還

是在不久的將來，大家都會在天上的家

記得我曾經在某天下午被call到病房，

再次相見。

要為一個基督教家庭的爸爸做臨終禱

回想這一年我在安寧病房被提醒，

告。當我進到病房，孩子們把媽媽叫

不要以為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去面對

醒，我們一起為病人按手禱告。原本脖

死亡的事情！意外是隨時都會發生的，

子上還看見脈搏在跳動，但當說完「阿

我們要時常警惕，在警惕當中，迫使我

們。」之後，眼睛張開，病人就走了。

們要時常去思考，我們是否有完成上帝

看見此景，太太的情緒頓時陷入一陣崩

所要託付給我們的事情？我們是否有認

潰，在太太不捨的狀況下，我看見這個

真的在過神所給我們的每一分鐘？當

家庭的愛，父母對孩子的愛、先生對太

然，我們可能會擔心，我們所做的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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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9/1～2 新生訓練

會不符合上帝的期待，但什麼才是上帝
的期待呢？俞繼斌牧師曾說過「撒種之
前，總要有人先去鬆動硬土，才會有後
面的軟土」。即使最後病人可能因為很
多因素沒有接受到福音，但是妳所撒下
種子，也許未來的某一天，在這些家屬
的心中必然會開出一片天地，因為上帝
會使用這曾經的片刻來成就更多的人，
不要害怕每一個挑戰和未知的事情，因
為當妳願意勇往直前去面對它們的時
候，上帝就會使用每一個機會，也許在
當下我們是看不見的，但上帝是掌管過

9/9～10 全院學前靈修會

去、現在和未來的神，所以讓我們帶著
祂給我們的信心和祝福，繼續勇往直前
吧！

以“早晨到夜晚”運動舞敬拜

▍和院牧部同工與音樂志工每兩週病房佈道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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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精兵報到 第五十六屆新生感言
「什麼是福音？」（福音的本質與形式）」
「為何傳福音？」（福音的寶貴與果效）」
「如何傳福音？」（福音的行動與實踐）」
這是自年輕時就縈繞在我心頭的三個問題，從這三個問題出
發，我與人生不同階段的同伴們探索了靈修傳統、教會傳統、教
會增長、門徒帶領等等議題。近幾年神帶領我集中在「福音＝耶
穌＝新約」這主題上的學習與服事，其甘苦猶如在曠野；而其中
道學碩士

朱迦勒

的甘泉與路標，是馬丁路德重新發揚福音所帶來的力量，以及聖
經原文的「雙希」視野帶來的亮光——於是我的信心旅程下一站
到達了中華信義神學院——雖然仍有許多擔憂與不明白，同時卻
有隱微的平安與確據。

願神憐憫與幫助，讓我在這持續的旅程中不失去起初的愛心，持續生發成長那猶如
芥菜種的信心，定睛主耶穌而對於神的國降臨充滿盼望，並把這些力量分享給主所託付
我的兄弟姐妹們。

感謝神！祂在我的生命中有一連串的帶領和操練，我大一信
主，大二領受全職呼召，我的呼召是看見人能夠透過福音和神的
愛經歷生命上的翻轉，於是，我在大學期間積極傳福音，大學畢
業後有五年的期間神帶領我進入學園傳道會事奉，透過傳福音以
及造就門徒來看見學生生命的改變，從懷疑、自我中心，漸漸到
相信，以基督為中心，並用愛心服事人。我的生命也與他們一同
被擴展！這是何等恩典、美好！

道學碩士

朱修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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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離開學園後，我為自己的未來禱告尋求神，我思考，究竟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是既可以跟我的呼召相連結、跟大使命相關，又可以合適地發揮我的影響力呢？神透過
禱告的負擔以及三位屬靈輔導的建議，帶領我進入到神學院就讀。我期望在神學院中，
透過鑽研神學，對神有更加開闊地認識，明白神的屬性、思想、作為，好讓我更貼近神
的心意，回應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

去年六月我從信徒事工科畢業，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拿這
個學位可以做什麼，幽默又嚴肅的上帝馬上給我答案，祂說：
「你可以有更多的服事豈是小事。」我馬上想到民數記中可拉
的叛變。我把自己當摩西了嗎？我在上帝面前也僅僅是微不足
道的瓦器而己，祂竟願意使用我。我怎能驕傲向裝備我的神耍
賴呢？
在過去的四年半中往返嘉義、新竹之間的學習，不僅是真
道的認識，而且讓我與主的關係更親密，是我一生中最多喜樂
道學碩士

劉富舜

的學習過程。目前我在嘉義榮光堂的新堂點－愛加倍榮光堂服
事，面對教會牧養、聖經教導的事奉時的能力不足，我感到有
再裝備的必要。

轉修讀道碩其實是有很多心裏的掙扎，我今年65歲了，體力、智力都感明顯衰退，
然而我相信上帝會在我的軟弱中彰顯祂的大能幫助我，可以在聖道的學習和實踐勇往直
前。我相信祂的呼召使我進入祂美好的命定，能在我人生的任何階段中都能活在衪的同
在裏。
收到錄取通知，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悅與感恩，對於接下來
的三年能在這裡專心思想神，我的心也充滿了期待。在眾神學
院當中，信神是我心之所向，路德的十架神學深深吸引我，我
渴望把信仰的根紮在穩固的基礎上。從前，我自覺像是漂泊無
依的旅人，不知究竟該何去何從，但如今神的恩典使我的心志
逐漸堅定，眼光只願注視基督，耳朵只願聽主聲音，心靈唯獨
迎接聖靈的同在。上帝為我預備了眼前的一切，我除了深深感
到不配，又有說不出的感激。榮耀的基督，何竟為我而死，背
負我的罪孽，掩面不看我的污穢？原來祂的愛，是超過我的想

道學碩士

胡質希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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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為我所不能全然理解。感謝過去一年在修習信徒事工部課程之中，老師、同學與我
的家人給了我莫大的幫助與鼓勵，感謝上帝在我身邊預備了這麼多見證人，為基督的緣
故接待了我。神賜下恩典是如此毫無保留，願頌讚都歸給祂，阿們！

我目前的身分是教會師母，會選擇信神主要是我目前全職
服事的教會就是屬於信義會，再加上之前去神學院修課時有讀
到路德小問答的課程，覺得她把我們信仰的內容闡釋得非常清
楚，讓我覺得受益良多！所以對於路德神學就有了更濃厚的興
趣，而信神是全國唯一屬於信義宗的神學院，所以我認為要研
究路德神學的話，信神當屬首選。
很感謝主讓我今年能夠順利錄取上信神，也很感謝學院願
意給我機會來裝備自己，能成為信神的新生我感覺十分榮幸！
道學碩士

溫明惠

雖然已經在教會服事好幾年，還是覺得自己在認識神還有
神學的知識上有許多不足之處，心中一直希望能好好花一段時
間接受完整的神學教育的裝備，也能夠在與弟兄姐妹分享神的
道時，能更確定自己是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期望未來在學院的修業時期中，能更認識因信稱義，律法與福音的真義，學會獨立
研究神學的方法，養成對神話語的思辨能力，在服事神與人的能力上更提升，能認識可
以一同彼此鼓勵扶持的好同學，同走這條服事神的道路不孤單。

舊約聖經有70處講到敬畏耶和華，蒙神選召開啟神學之
路，選校之初，心想神學院很多，真不知道有何差異，也不
知道如何選。感謝主！凡事都在主的手中，教會裡的傳道跟
我介紹信神是一所重視宣教的神學院，而我本身的感動也是
去國外宣教，就決定來此學習。要來報考時心中有許多爭
戰，看環境、看自己，最大的不只是生活改變、經濟來源、
對我來說是年紀，我問上帝：畢業都50歲了，還能服事多
久？上帝啟示我：「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
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我悔改！一切是上帝要做新事，我當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期許自己學習知

道學碩士

楊勝發

識不自大，生命活出基督樣式，凡事尋求主，耐心等候不急躁，常以感謝為祭，順服聖
靈帶領，敬畏我 神我主。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僕人只管聽話照做，全心交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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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要提筆寫這篇入學感言時,這幾段經文一直在腦海中
迴響著----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
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五十五8-9)。人生當中
充滿了許多的計畫和選擇，但「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耶
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十六9)。
1997~2019年，在加拿大定居和教會服事的期間,接觸到許
多海峽兩岸「太空人」的移民家庭,深深地看見「健康的家庭
關顧與輔導碩士

李慧芬

是健康教會的基礎」的重要性。信義神學院在信仰的基礎上
的全人關顧的理論教導和實務運用，正是我所想要學習的。
聖靈用經文「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
見識上多而又多」(腓一9)來提醒和催促我報考關顧輔導碩士

班，相信經過兩年的學習，將來無論在台灣或是加拿大，服事會更有果效，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榮神益人。

在全職服事的過程中，一直渴望自己可以在諮商輔導的
領域中更多的學習與裝備。在看見信神的信徒碩士課程後，
就決定在服事之餘到信神選修幾門課程。雖然三個學期的選
修課程不多，但卻已經讓我在學習中愛上這個學校，無論神
學課程或輔導碩士的課程，老師們認真的教學態度和生命的
榜樣，都深深地觸動我的心。感謝神的帶領，在經歷一段時
間的尋求，祂一一的回應我的禱告、為我開路、挪去我的擔
憂，讓我在今年可以考上輔碩成為正式生。
對我而言，回應神的呼召不難，難的是我要在回應的過

關顧與輔導碩士

程中持續看見自己的不足，接納自己的有限，然後不斷的讓

黃偉婷

神的無限來為我成就大事。期盼未來不僅能在學院中和大家
一起在神學與輔導的領域中裝備學習，也能在服事和生活當中成為美好的屬靈夥伴！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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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修生開始在信神修課已經三年多了，今年特別有感於
生命有限、時局多舛…，加上兩個孩子一個上高中、一個上國
中，我這全職媽媽階段式的工作，可以有了轉換的機會。感謝
主，因著先生的支持，我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出來
裝備自己，好讓服事能更能貼近人的需要。
過去在信神的修課的歷程，許多老師都在各方面成為我生
命和服事的榜樣，他們如同雲彩見證神美善的工，親自活出福
音的大能，讓我好生羨慕這樣的善工!

這半年多來讀經，一直

看到主耶穌對祂門徒的吩咐，是有別於過去讀經的感動的，在
關顧與輔導碩士

鍾龍珠

這些經文看到蠻多的感動與提醒是給祂門徒的，如約九4「…
黑夜就要到了！那時候就沒有人能做工了」、路十1-12「…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這些經文如同祂的呼召一樣強烈，在
這疫情肆虐的情境中，催促著我快步向前走！
能認識神成為蒙愛的人，並能事奉祂是何等的有福！帶著期待的心，迎接重回學生
的時代，求主加添力量，能兼顧課業、服事與家庭的平衡。

新老師介紹
美國Biola大學Talbot神學院教育研究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碩士
馬老師與梁婉華老師結婚廿五年，育有一女二子，2000年起
投入教會家庭事工，夫妻共同譯有《婚姻成長學》（原《快樂夫

馬永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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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成長指南》）、《捍衛婚姻從溝通開始》、《承諾，婚姻的保
鮮膜》、《家庭理論》等書。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新同工介紹
道學碩士雙修基督教關顧與協談文學碩士／2015畢業於台灣神學院
神學碩士／2018畢業於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傳道師／2018-2021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會
「上山去唸書！」於是從台北陽明山到香港道風山、從道碩雙修協碩
再進修靈修學神學碩士。
「去神學院唸書為將來全職服事做預備」對我來說一直是單純地順服
和遵守承諾，於是一次又一次分辨上主的呼召，並以信心順服。

信徒神學教育處主任
蔡珮珺

出境。入境。
每一趟旅程都是與上主同行的朝聖之旅。
I do not understand Your ways,
but You know the way for me.
～Dietrich Bonhoeffer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DTC) 神學院
童年願望：作家夢，環遊世界
1985年 福音啟蒙：學生時代，家姐分享四個屬靈的定律！
30多年 職場生涯：藏在神手蔭之下，磨亮的箭！
2000年 重生得救受洗：學習愛、服事與饒恕！

企劃部主任
郭錦純

2009年 DTC新加坡屬靈裝備：體驗門徒生活實踐！
2011年 沈浸聖公會降臨堂教會年，塑造歷久彌新的生命！
2014 年 跨文化職場經驗: 全球化時代，被外派海外工作, 體察文化
差異
2021年 信神服事：從曠野進入迦南美地，存敬畏、謙卑的心，求
主使用！ 發揮過去職場上的歷練，協助學院活動執行順暢，盡心與
信神參與培育神國僕人！
政治大學社會系
美台電訊台灣分公司/物料部處長秘書
國科會晶片系統國家型計畫助理
經過20幾年的職場磨練，沒想到有機緣來到造就國度人才的搖籃！
詩八十四11 「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

企劃部助理
劉瓊枝

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貳零貳壹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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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動態消息

院 長 室

教 務 處

路德神學
研 究 所

•9/3 於院內舉行教授部退修會
•9/6 舉行第十二屆第六次法人董
事會
•10/28 院慶崇拜
•110學年度招生考試共錄取13位
新生，就讀9位
•本學期開設之新課程如下：
「情感教育」- 教師：馬永年老師
•本學期神碩開設二門課：
(1)「路德神學研討I」授課老
師：陳冠賢牧師
(2)「希臘文讀經」授課老師：
歐祈人牧師
•神碩秋季招生考試訂於11月19
日(五)，報名截止日11月5日(五)
，歡迎牧長同工報名，接受進深
學程的裝備。(報名資訊請上網查
詢：http://www.cls.org.tw/luther/
index.htm）

敎
牧
博 士 科

信徒神學
教 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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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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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份課程「認識信義宗的十堂
課(下)」於竹北勝利堂合作開課，
授課老師：陳冠賢老師、施以恩
老師、歐祈人牧師。
相關訊息請至信神信徒神學教育
處查閱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教牧關顧
中
心

企 劃 部

•早崇拜時段為每週二至週四
AM11:00-12:00，歡迎主內弟兄
姊妹參與；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早崇拜一覽表，歡迎至學院首頁
或學務處網頁www.cls.org.tw點
閱下載。
•學務處近期活動：
(1) 9/9(四)-9/10(五)學前靈
修會
(2) 10/28(四)院慶崇拜
•10/18(一)蔡茂堂牧師主講-【熱
心過火或躁症發作？】講員從醫
療專業、牧會經驗以及神學觀點
整合出蒙神喜悅的智慧，以幫助
人分辨教會服事者的身心靈狀況
•信神主日：歡迎各教會開始邀
請學院老師2022年前往主日證
道！詳情請上學院網站最新消息
•10/2舉辦A capella聖樂比賽，
詳情請看封底廣告

奉獻徵信

（2021/05/01-2021/7/31，按姓氏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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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你我都能持
續經歷認識神而得的喜樂！
經常費
Silkeveien (USD)
FELM (EUR)
[中國]中國信義會總會
[中國]生命堂
[中國]宜蘭聖愛堂
[中國]金瓜石教會
[中國]恩光堂
[中國]羅東靈恩堂
[中國]靈光堂
[中華] 竹北勝利堂
(獎助學金38,000)
[中華]牧恩堂
[中華]苗栗福音堂
[中華]得勝堂
[中華]新竹信義堂
[中華]新竹勝利堂
[中華]福恩堂
[中華]遵道堂
(獎助學金)
[中華]關新勝利堂
[台灣]太保教會
[台灣]台中永生堂
[台灣]台北信義堂
[台灣]台灣信義會總會
[台灣]岡山教會
[台灣]陽明山錫安堂
[台灣]雙福教會
[民國]崗山教會
[民國]滿州教會
[福音]中嵙頌恩堂
[福音]加恩堂
[福音]東勢施恩堂
[福音]福音信義會總會
中華信義會差會
中寶寶
方詠卉
王一言
王才沛
(宣教3,000
牧關中心3,000)
王素真(獎助學金)
王國慶 陳玉蘭
丘雨禎
主知名
主恩01
主恩03
主恩06
主恩19
主恩41
主恩60
主恩66
主恩73
主恩75
北門聖教會
古文兆
台中施恩堂
(獎助學金)
台中原住民關懷協會
台北信友堂
(宣教54,000
獎助學金20,000)
田仁春

石天翔
300
5,811 石光鄰
3,000
11,955 任秀妍
9,000
2,000 匡守仁
3,000
6,000 成玲燕
3,000
30,000 朱育德
3,000
2,000 朱美蓉
3,000
34,000 朱頌恩
10,500
10,500 江元凱
1,000
2,000 何禹佩
3,000
100,000 何惠民
3,000
何藹棠
9,000
2,000 余明照
3,000
2,000 吳家駒
3,000
48,000 吳書翎
5,000
15,000 吳海文
6,000
60,000 (儲備師資3,000)
2,000 吳進春
3,000
24,000 吳榮家
3,000
吳聲昌
12,000
25,200 李倩宜
4,500
5,000 李淑萍
3,000
10,000 李惠珠
3,000
60,000 李資良
3,000
700,000 李曉嵐
20,000
6,000 杜聖恩
10,500
3,000 (儲備師資3,000)
3,000 沈寶光
500
3,000 卓桂英
100
10,000 周秋燕
3,000
6,000 周純明
3,000
800
宗緒順
150,000
5,000 宜約堂
3,000
50,000 房正國(儲備師資) 6,000
115,000 林宜宣
6,000
6,000 林奕足
6,000
3,000 林恩琦(獎助學金) 500
3,000 林素梅(牧關中心) 3,000
9,000 林彩雲
1,800
林博文
100,000
林鳳珠
3,000
2,000 林燕群
500
400
芶月英
3,000
6,000 邱春福
200
10,000 邱清喜
200
6,000 邵柏樫
3,000
36,000 便以利大安堂會友 3,500
3,000 便以利教會大安堂 10,000
1,000 俞繼斌
7,000
3,000 星光品格
1,000
30,000 柯以諾
3,000
2,300 柳秀芳
100
6,000 活水福音促進會 12,000
9,000 (獎助學金)
51,000 紀榮榮
3,000
6,000 胡椿子
3,000
12,000 苗其傑
3,000
范兆禧
4,500
1,000 (宣教1,500
74,000 儲備師資1,500)
范秉添
3,000
重生禮拜堂
2,500
8,000 修郁文
3,000

唐大鐸
埔心基督徒聚會處
孫玉芝
孫作堯
徐壯華
徐忠良
恩寶
高英茂
高聖臨
(牧關中心1,500)
張金山
張秋玉
張美琦
張振興
張素禎
張淑慧(牧關中心)
張瑞仁
張憲文
張樹雲(獎助學金)
曹文馨(儲備師資)
曹克昌(儲備師資)
梁諭蓉
莊若雯
莊朝順
許淑珠(牧關中心)
許瑛瑛(宣教)
許曉芬
連孟如
郭素鳳
陳怡思
陳明恩
陳冠賢
陳建宏
陳秋葵
陳美珠
陳恭猛
陳珮琦
陳國雄
陳淑女
陳愛珠
陳慈娥
陳嘉炘
陳壽美
陳嬿如
麥愛堂
彭國恩
景明珠(宣教3,000)
曾偉雄(牧關中心)
舒德文
黃玉銣
黃有得
黃承約
黃桂佳
黃執中
黃道松
黃衛芳(牧關中心)
新竹真道教會
(獎助學金)
新竹錫安堂
新竹靈糧堂
(宣教36,000
獎助學金46,000)
楊心怡

20210501-20210731
經常費
擴建費用
本期收入 3,956,990
650,400
本期支出 4,899,032
本期餘絀 -942,042
650,400
累計餘絀 -22,721,974 -9,414,828
2,000
12,600
1,000
3,000
2,000
6,000
16,000
3,000
4,500

楊婷舒(牧關中心)
楊麗瑾
葉佳芬
葛玉容
廖秀枝
廖慧娟
榮中禮拜堂
(獎助學金)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趙安玲
100,000 劉王毓敏
3,000 劉孝勇 游文秋
3,000 (愛心基金2,000)
1,800 劉孝煦
3,000 劉志魁 張永寧
1,000 (牧關中心)
6,000 樂河教會
6,000 潘立言
2,000 潘佳耀
1,000 蔡如珮
6,000 談雲生
500
鄭芬蘭(宣教)
3,000 鄭英惠
2,100 鄭喜天(牧關中心)
10,000 鄭富美
12,000 鄭發祥
6,000 鄭燦鋒
9,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
3,000 (獎助學金)
9,000 頭份靈糧堂
3,000 戴憲達
15,000 謝娜敏(牧關中心)
15,000 鍾旭南
9,000 簡麗花
6,000 顏昌明
6,000 譚俊彥
1,200 蘇嘉豪
1,500 顧志浩
2,000 顧美芬
3,000
3,000 擴建費
3,000 [中國] 宜蘭聖愛堂
2,500 [中國] 靈光堂
3,000 [中華] 竹南勝利堂
15,000 王可佳
3,000 主恩03
6,000 主恩33
3,000 主恩41
6,000 主恩60
3,000 邱福生 宋美珍
3,000 俞繼斌
6,000 胡椿子
75,000 范兆禧
3,000 張金來
2,000 張慧明
4,000 陳明德
24,000 陳博偉
黃道松
9,000 葉肇鈞
82,000 劉孝勇 游文秋
蔡如珮
顧美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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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3,000
3,000
1,500
200
1,500
40,000
3,000
200
6,600
26,200
3,000
6,000
13,000
3,000
6,000
2,500
5,000
3,000
1,000
100,000
3,000
1,500
18,000
60,000
6,000
3,000
32,000
200
6,000
30,000
3,000
5,000
3,000
3,000
30,000
7,000
30,000
1,000
3,000
500,000
3,000
30,000
13,000
200
3,000
1,500
3,000
3,000
200
3,000
8,000
3,000
4,000
1,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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