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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的眾同工、學生們，及在我們當中的牧長、弟兄姊妹們平安！在此也要特別

恭賀我們當中，即將畢業離開華神，進入到服事工場的同學們，也代表你們

謝謝你們的配偶、家人、教會和朋友們，在過去三年中，對你們的支持、肯定、

陪伴。我們好像剛好相反，你們要離開華神，而我要進入華神，其實嚴格來說，

你們應該不是離開華神，而是成為華神的校友，這也是我們非常看重、珍惜的關

係。願神特別祝福你們每一位，在未來的工場上，能夠大大被神使用。

其實原本不應該是我在這邊分享的，而是陳濟民院長來到我們當中，但因疫情

之故，他無法到場，所以蔡麗貞院長就請我來擔任講員。因此我用了幾個月的時

間，來思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堂信息。如何在這大喜的日子中，對將要畢業的

同學們，能有所勸勉，且透過對你們的勸勉，也聆聽神要藉此向我所說的話。

因此，我就聯想到民數記廿七章12至23節，耶和華對摩西說：『你上這亞巴

琳山，觀看我所要賜給以色列人的地。看了以後，你也必歸到你列祖那裡，像你

哥哥亞倫一樣。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了我的命，沒有

在湧水之地、會眾眼前尊我為聖。（這水就是尋的曠野加低斯米利巴水。）摩西

對耶和華說：「願耶和華萬人之靈的神，立一個人治理會眾，可以在他們面前出

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

群一般。」』（民廿七12-17）

不知道當年耶穌在馬太福音九章

36節提到：「祂看見眾人如同羊

沒有牧人一般」，是否就是想到民

數記這裡的記載。『耶和華對摩西

說：「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靈

的；你將他領來，按手在他頭上，使

他站在祭司以利亞撒和全會眾面前，

囑咐他，又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

以色列全會眾都聽從他。他要站在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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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利亞撒面前；以利亞撒要憑烏陵的判斷，在耶和

華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列全會眾都要遵以利亞撒

的命出入。」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約書亞領

來，使他站在祭司以利亞撒和全會眾面前。按手在他

頭上，囑咐他，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說的話。』（民

廿七18-23）

我相信這段經文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民數記記載以

色列人離開埃及後，在西乃山將近兩年的時間，之後

又記載以色列人在四十年間，渡過約旦河東，正等著

進入迦南美地的一段重要聖經歷史。在這短短12節經

文中，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提醒，我想簡單用四點

與在座的畢業生彼此勉勵。

與主相連

在這12節經文中，對我而言，首先留意到的是：摩

西是一個與神相連的僕人。民數記廿七章12節一開始

就告訴我們「耶和華對摩西說」，當然若是我們熟悉

摩西五經就會知道，其實「耶和華對摩西說」這句話

一共出現了多達65次之多。而且不單是耶和華對摩西

說，同時在幾處的經文中，也出現了「摩西對耶和華

說」，如此頻繁地出現，讓我想到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11節：「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說話，好像人與朋友

說話一般。」甚至在民數記十二章8節，上帝自證與

摩西是面對面說話。因此，摩西是一個與神相連的僕

人，我想這對一個服事主的人來說是極其重要的。

我還記得在美國讀神學院時，第一個學期上講道學

的時候，我的老師就給了一個我至今還忘不了的忠

告。第一堂課他就對著我們這群剛進神學院的學生

說：「不要把你們的靈修時間拿來當作準備講道的時

間。」我原本聽不太懂，如果靈修時能同時準備講道

這不是太好了嗎？但他緊接著告訴我們：「你的靈修

時間是上帝向你說話的時間；而你準備講道的時間是

上帝要透過你講話的時間。」

我想同學們也聽得出這兩者之間是非常不同的。透

過靈修時間，上帝要向你、向我說話。在我們的靈命

生活中，神要向你說話，這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近

四十年間，我都守住這樣的一個原則。不敢說沒有在

靈修時找到講道的材料，或者有講道的心得，但我總

是守住，我所認為的靈修時間，因為與主相連的時間

是重要的。我們與主的關係，我們在神面前每一天的

靈修生活，也都很重要。

各位同學們，當你們進入服事工場，要緊緊守住與

主相連的這個原則。過去三十五年在宣教工場上，我

常勉勵同工一句話，也是上帝特別放在我心裡的一句

話，很久以前上帝就對我說：「繼宗阿！你不要忙著作

主的工作，忙到一個地步，忘記了工作的主。」這是一

個危機，是一個我們要謹慎、小心的事。怪不得耶穌

在約翰福音十五章4節告訴我們：「要常在祂裡面」，

因為若離了祂，親愛的同工，我們什麼都不能做。

尊主為聖

當我們回到這段經文時，我們不只是看到「與主相

連」的重要性，也要注意到「尊主為聖」的重要性。

「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了

我的命，沒有在湧水之地、會眾眼前尊我為聖」（民

廿七14），「尊主為聖」也是在這個時代中，極其重

要的信息。在你我的生命中，不單是在行為上，也在

我們的心思意念中，追求聖潔，好讓我們能夠事奉這

位聖潔的上主。

記得神學院畢業後，神帶領我到美國東部，展開將

近五年的牧會操練。教會的主任牧師李秀全牧師，是

位神所重用的僕人，也是許多人所認識的牧者。我記

得在一篇信息中，他提出了一個很簡單、但我卻從未

想過的問題。他說：「男人穿的上衣最容易髒的是哪

兩個部分？一個是領子，一個是袖子。而這兩個字加

起來正好就是領袖。」今天我們沒有更多的時間來思

想，但我個人認為在這個媒介發達的時代，尤其我們

身為傳道人，需要更多效法但以理。

但以理書一章8節說到他立志不玷汙自己，不單在

美國，也包括在世界各地，無數傳道人，因為沒有好

好把關，看了不該看的，做了不該做的事情，而虧缺

了神的榮耀。摩西嘗試在他的軟弱中提醒我們「尊主

為聖」，因此，同工們，務要追求聖潔，因為我們所

事奉的主，是一位聖潔的主。

靠主得力

在短短的12節經文中，我看到第三個提醒，就是

「靠主得力」。我們不僅是要與主相連、尊主為聖，我

們也要靠主得力。在民數記廿七章18節：「耶和華對

摩西說嫩的兒子約書亞。」然後注意下面這句話：「是

心中有聖靈的。」當然我們知道，從聖經的第一卷書開

始神的靈就在運行。在創世記一章也記載了神的靈的

工作，但有趣的是，若我們去查考，會發現在整本聖

經中，聖靈這個詞出現了211次，而第一次就是出現在

這個地方，耶和華見證約書亞，心裡是有聖靈的。

這提醒著我們同工、各位弟兄及姊妹們，我們何等

需要聖靈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賜下力量給我們，使我

們的服事是有力的服事。「耶穌復活的主，吩咐祂的

門徒們，那些已經信祂的人，要留在耶路撒冷，直等

到從上頭而來的力量。」（徒一8）耶穌的囑咐是對

著一群信祂的人的囑咐，他們所缺乏的是聖靈的充

滿、聖靈的澆灌，和聖靈的洗。我們所靠的不是自己

的才能，乃是靠著聖靈，才能夠為主作美好的見證。

記得神學院剛畢業時，有一位教會的朋友，送了我

一本講道集，講員是上個世紀非常有名的英國傳道人

鍾馬田牧師（David Martyn Lloyd-Jones），我相信有

不少人看過他的書。我所讀的第一篇講道就是他引用

帖撒羅尼加前書一章5節，保羅在那裡說：「福音來

到你們的當中，不獨在乎言語，也在乎聖靈和能力，

且充足的信心。」不獨在乎言語，是包括言語，但

是不獨在乎言語，乃是需要聖靈、能力、和充足的信

心。但願聖靈常常臨到你跟我，使得我們的服事不是

只在乎言語，乃是有著聖靈的能力，和充足的信心。

與主相連、尊主為聖、靠主得力。

牧主群羊

當然在這段經文中，我們也看到摩西所留給我們的

榜樣，就是他要牧養主的羊群──「牧主群羊」，我

想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無法仔細地看這裡所描述，關

於牧養非常重要的一些勸勉及提醒，我想重點提醒各

位的是，我們如何帶著一顆謙卑的心來牧養主的羊

群。神的計畫永遠超越我們人的計畫，摩西過去了，

神就興起了約書亞；但約書亞過去了，好像就不清楚

神興起了誰，但我們知道神的計畫永遠不會因著人的

緣故而停頓。讓我們帶著一顆謙卑的心，來牧養主的

羊群，我們要治理、餵養、引導他們。就如同箴言廿

七章23節所說：「你們要仔細知道你們羊群的情況，

留心料理你們的牛群。」或者像詩篇七十八章72節所

言：「祂按著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

導他們。」因此，要成為主所重用的僕人必需謹記：

與主相連、尊主為聖、靠主得力、牧主群羊。

結語

親愛的畢業生們，你們馬上就要踏進全時間服事主

的一個新開始，容許我用一個見證作為結束，是對你

們，同時也是對我的一個重要提醒。1983年，我和我

的家人，有機會到中國，探望許多和我們家過去有一

些關係的地方。我們去到河南、山東、陝西、北京，

最後一站到了上海。有天下午，我父親帶著我和母

親，三人去探望一位多年受神所使用的僕人—王明道

牧師。那時王牧師已經83歲了，我們約有四個小時的

時間跟他在一起，他分享了許多見證，但在這之中，

有三件事情令我最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他描述了神話語的重要性，他告訴我

們，廿六年在監獄的生活，其實毫無機會容許他手上

拿著一本聖經，但是他說：「感謝讚美主，因為在入

獄之前，我就把許多經文牢牢記住在心中，就算我手

上沒有聖經，但是我的心裡充滿了神的話。在這廿六

年當中，是神的話讓我能夠堅持下去。」這是神話語

的重要性。

第二件事，也是我沒有想像到的，王牧師唱了一首

詩歌給我們聽，這首詩歌今天已經不太在教會裡面唱

了，甚至許多美國教會，若要出詩歌本的話，也不會

把這首歌放進去，因為總覺得好像火藥味太重，就是

「基督精兵」（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這首歌。

沒想到王牧師那天下午是用英文唱給我們聽，第一節

我還跟得上，到第二、三、四節，他也是用英文唱，

提醒著我們正在一個屬靈爭戰中，讓我們穿上那全副

的軍裝，靠著主耶穌基督，能夠戰、且站立的穩。

第三件事，也是最讓人難以忘記的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即將離開王牧師、師母所住的地方時，他走到門

口，緊緊抓住我的手，那時我才24、25歲，他就對

我說：Jaime, many people have good beginnings 

but few have good endings，許多人有好的開始，

但是很少人有好的結束。願神幫助我們每一個人：與

主相連、尊主為聖、靠主得力、牧主群羊。讓我們不

僅是有好的開始，也能夠有好的結束，而不是晚節不

保。願神祝福你們每一位，且大大的使用你們，願榮

耀都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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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第48屆畢業生代表，現任藝人之家的實習傳道

盧羨天。回想起三年前，我拿著神學院的報名簡章，

與我父親分享著追求信仰的渴望；一轉眼我畢業了，

但他卻在兩年前，跟著影響我再次回到神國度的孫越

叔叔，一前一後的回天家享福去了。

這或許是一個遺憾，但我知道在天上的父親，看見

我被神呼召、傳承這份一生服事主的感動，堅持完成

了神學裝備，他一定備感欣慰。因此我想要代表全體

畢業生，感謝所有家人們這些年來，在我們受裝備、

服事的路程上，對我們的支持與鼓勵。因為有你們，

才會有現在的我們。

在華神，透過每位老師不一樣的特色與魅力，使原來

枯燥、單調的課程，變成令我們充滿期待的美好時光：

在「三聲有幸」之後，吳獻章老師總會要我們再跟

旁邊的同學說：「你的時候不多了！」要我們好好珍

惜在學院中受裝備的每分每秒。

課堂滿是笑聲的蔡珍莉老師，總會不時的提到與

「我先生」，夫妻倆生活的點滴，成為令眾人羨慕的

榜樣，讓大家更渴望建立一個美好的基督化家庭。

充滿智慧的氣質美女何世莉老師，常與我們一同去

品嚐美食，某次上課到一半，突然跟同學聊起天來，

原來是因為電腦當機，正等待同工前來維修，讓我們

更加體會到真智慧該如何在危機發生時呈現出來。

對於宣教持有強烈使命的邱顯正老師，除了語言能

力讓我們佩服的五體投地，更有個好嗓子在文化

人類學中教導大家「歐給打」唱起歌來，讓

我們認識更多不一樣的族群。

叫不出我名字，卻想把坐在最後一排打瞌睡的我，

叫到第一排認真聽課的院長大人，竟然在期末感恩影

片的最後，對我說謝謝羨天時常奔波，為師長同學們

買雞蛋和牛奶，真是讓我對她充滿說不出的自責，更

帶有莫名的感動。

身為鷹派掌門人的陳季讓牧師，讓我們從對講道的

漠然無知，到窺知一二其奧秘，更多的時候，讓哥不

僅僅是在講道的職分上做我們最棒的導師，在牧者的

角色上更是我們最佳的榜樣、一生的引領，我深深的

以身為鷹派弟子為榮。

當然絕對不能「敷列」我們的寶貝老師周學信老

師，他用心打扮的整體造型，完全不會輸給他預備課

程豐富的程度，更是成為我們當內外兼顧的表率。

這三年真的要非常感謝所有教過我們48屆的老師

們，以及一直默默付出的行政同工們，也要代表高雄

分校特別感謝李清珠老師，還有感謝在延伸制授課的

所有老師。

我們48屆真的有別於歷屆，不僅舉辦了首次全校性

的戶外感恩音樂會、還從一台移動式小冰櫃轉型成誇

大版的誠實商店提供全校服務、更是每週為大家分享

著我們所預備的老生暢談，我想這樣的付出與呈現真

的是史無前例、前所未見，但也表達出我們想要回饋

給予人的心。

而我們也經歷了學院校區的搬遷、今年的新冠疫

情、甚至有許多寶貝同學無法回到我們當中，但我們知

道這一切都有神的美意，是要讓我們在進入服事禾場

前，接受挑戰與更多學習，成為我們特有的回憶，對於

未來在極多不定因素的大環境下，奠定最好的基礎。

這些年我們都知道有許多牧者一生竭力服事主，陸

續蒙主恩召；但也有牧者是讓人跌倒，甚至晚節不

保。我要再次提醒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們，我們在畢旅

時所定下的約定，說好「只准過世，不准出事」，真

不希望我們將你的黑白照換上，是因為你忘了這個承

諾，願我們都能一生持守在主的旨意裡，活出

基督的樣式，成為神手中大大使用的器皿。

▓畢業生代表╱盧羨天

親愛的學長姐，平安！

相信你們會同意，對華神人來說，FB壞掉真的很困

擾，因為我們很常藉著FB來彼此聯繫和取得課程及生

活資訊；當然，包括欣賞那些才華洋溢的讓餐文。記

得當初在入學前，就是透過男宿的社團知道住宿的一

些細節，才比較知道要帶哪些物品來。

不論汀州或八德的宿舍，這幾天都陸續有人遷出；

離別的氣氛隨著打包而越來越濃。謝謝你們在學院當

中給我們的陪伴。從新生訓練的那一刻起，到輔導小

組的自我介紹，從課堂上的共同討論、SPA小組，到

某次在走廊的碰面、在餐廳一起用餐的時光，又或者

是在球場上、深夜在宿舍的對話中。當我回想起這一

些時刻，我發現腦海中出現的，不只是八德的畫面，

更有太多在汀州校區的點滴。從汀州，到八德，你們

是很特別的一屆。

你們是華神五十週年的畢業生，是第一批從八德校

區畢業的學生，也是第一批透過直播來畢業講道的學

生。令我們記憶猶新的，是你們在草皮辦的感恩音樂

餐會，到每一週的老生暢談，還有在誠實商店與畢聯

會主席羨天的熱心。你們在運動會的時候積極求勝，

即使曾經拿了只有三個年級的第三名，也還是可以一

起吃大餐慶祝。你們是向上帝獻上感恩的一群。三年

班會讀書、會吃、會玩，有三年班的地方就有歡笑，

你們的歡笑有冷、有熱、有分貝大的、有默默用文字

表達的。

但你們並非沒有難處。保羅在哥林多後書曾細數

他「屢次行遠路，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

我們也看見你們曾遇見球場的危險、交通的危險。

當我們聽見你們那些來自家庭、感情、事奉的難處；

自己的健康，甚至是寵物的健康出現狀況。當你們向

我們分享你們生命當中的痛楚時，我們知道在主裡

是真實的，彼此是一家人，我們可以成為彼此的代禱

者，可以成為彼此幫補的肢體。雖然48屆沒有產出

夫妻檔，但有些人在進入華神的期間進入婚

姻，或者有神所託付的產業進入到他們的家

庭中，在不同屆學生的孩子互動當中，父母們彼此在過

去及現在的兩棟大樓之間，成為彼此的同伴。

你們每個人都有獨特的恩賜、背景、個性和想法，

你們在學院的課程中、在事奉的崗位上、在學院的生

活中，每個言行舉止，甚至是那些非語言的表達中，顯

出你們的特別。有時候特別剛強、有時候特別軟弱；有

時候特別瘋狂、有時候特別低調；有時候特別衝動、

有時候特別理智。從你們身上，可以看見神的創造是

如此之豐富，也看見神的帶領是如此之特別。

而這特別的一切、特別的你們，即將為了召你們的

主，為了事奉神所召你們去愛的靈魂，從校門啟程。

「要畢業了」這四個字，或許是最近，你們的耳朵和

心裡，最常出現的一句話。今天是你們的畢業典禮。

也是我們要與和你們一起在學院的生活說再見的日

子。雖然今天不會是永別，但記得去年在福江廳一次

談到臨終關懷專題的時候，講員說到「道歉、道謝、

道愛、道別」。感謝神給我們今天這一個美好的日

子，讓我們可以有機會，不僅拍照留念，也能彼此說

出心裡的話。

再次感謝你們在這一年、兩年，在我們的生命中所

留下的痕跡。祝福在座每一位畢業生、每一位學長

姐，你們將要在未來每一個看似平凡的事奉的日子

中，成為一粒麥子，埋在神召你去的地方，並在那個

地方、在神的恩典中死透，結出許多的子粒來。願神

的恩惠、慈愛使你們剛強壯膽，忠心地、完成神在你

們生命中的託付。

▓在校生代表╱習永曄
▓在校生代表╱習永曄

▓畢▓畢業生業生代表代表╱盧╱盧羨天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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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邱勇
禱告尋求中

漫長的八年抗戰，終於告一段落，

邁向另一段新的旅程，感謝神的帶

領！

劉運恩
美里福音堂（埔奕 合堂會）

若非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

枉然勞力。順利畢業，皆是主恩，

歌頌讚美，永不停止，立志一生，

合家事主，榮神益人，必得冠冕。

陳金素
德國宣道會柏林信望愛堂

教牧博士班開廣我服事的領域與內

涵，非常感謝神 ! 進修成為一股成

長的助力，讓我有方向、有方法地

在牧會的崗位上謙卑地服事。

周正達    

媒蒂亞之家職場教會

職墨多變心志堅   場域雖異工作同

宣揚基督臨世界   教導信徒各盡責

為人處世按真理   我心堅定跟隨主

志在成就大使命

蔡秉錡
台北聖教會

學習基礎學科、哲學、口才的目

的：為要認識基督，歡慶基督的榮

耀，這是一切學問和雄辯術的目

標—伊拉斯姆。

蘇美雅
禱告尋求中

感謝眾親友全力協助本人完成小小

的夢想。謝謝上帝預先安排這趟心

靈療癒課程。

林福雄
板橋靈糧堂

認識神是一條充滿已知和未知的冒

險旅程。 

神學組

何冠儒
雙和禮拜堂

要勇敢喔！ 

周芸鍵
禱告尋求中

終於到了不得不說再見的時候～感謝

華神裝備我，謝謝師長們的教導，同

學們的陪伴，家人們的支持，這三年的

點點滴滴，將成為我這一生的美好。

詹一心
禱告尋求中

四年華神琢磨，感謝師長提攜；

莫忘起初感動，堅心與主同行。

陳美華 

客家宣教神學院

蒙神揀選、憐憫、賜恩與厚愛，使我這

愚拙軟弱的，可以彰顯神的智慧與能

力，完成教牧博士學位。深願與主同

行同工，有分於牧育神國工人之志！

林玉淨
安康循理會

謝謝華神老師們忠心教導，同學

們的分享扶持；謝謝教會溫暖支

持 ； 謝 謝 最 親 愛 的 家 人 溫 暖 陪

伴；感謝一切神豐富的恩典。

賴雅各
哈利路亞家教會

日光使人暢快、月圓使天浪漫；神

愛人的心在四處顯明，唯有基督使

神的心向人敞開！謹記聖愛、勇於

敞開。

阮義博
獨立開拓教會

感謝學校教導，讓我以後更加注意

交通安全。

汪興國
長庚生命靈糧堂

在神恩中享主愛，

願獻一生證主恩。

沈惠菁
禱告尋求中

華神真是一個美好的起點！

繼續努力面前，朝著標竿直跑！

陳秋雲
尖山神召會

回首來時路，處處是恩典，繼續跟

隨主，直到路行盡！

黃建曄
禱告尋求中

謝謝華神老師們的教導，您們帶我

進入神話語的聖殿堂；謝謝華神

同學們，與您們相處、相談、相歡

樂，是我最享受的時光。

李允中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來到華神是恩典，道碩經歷使我更

看清自己有限渺小，更堅定起初的

聖召，更期待與主同工大幹一場，

興旺福音，榮耀主名。

林淑芬
迦南會第一會堂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路；畢業

只是階段性的結束，隨著上帝的引

導，繼續勇敢走下去！

朴英坤
基督教中壢聖經教會(聖德基督學院)

感謝神，給我事奉機會。感謝老

師們，讓我裝備。感謝同學們，

你們的陪伴。感謝太太，你的支

持。

譚振強
馬來西亞學園傳道會

華神三年，充滿汗水與感恩，能親

身受教於眾位老師，是莫大的幸

運。盼望未來全力以赴，服事神、

服事人。因真理、得自由、以服事！

阮穎真
台中西羅亞靈糧堂

能在這個環境，有這麼好的老師

們啟發、開拓視野；美好的同儕

互相激勵、享受團契，這都是珍

貴的恩典。

廖大容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求主教我謙卑，因為我是祢的僕人

求主教我勇敢，因為祢是我的主人

教牧組

黃文帥
禱告尋求中

走進華神是一條沒走過的路，走出

華神也是一條沒走過的路，但相信

神的帶領，必能跨越我們的約旦

河，進入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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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南宏
高雄靈糧堂

謝謝學校老師們的教導與看顧，使

我的屬靈素養與視野可以增長與擴

張，也謝謝同學們的彼此扶持，謝

謝您們。

周承賢
台北基督徒七張禮拜堂

一日如千年，千年如一日，此時即

永恆，持續跟隨主。

楊適豪
禱告尋求中

感謝神賜予美好的裝備時光，有師

長、同工、同學、學弟妹和家人及

神的陪伴，這一切就是神國的體

現！ 

杜佳祈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阿禮教會

謝謝祢願選用這卑微的器皿，享受

三年學習與團契的美好，堅定勇敢

走在呼召的路上，謝謝陪我在華神

學習的家人。

白豐嘉
禱告尋求中

畢業是責任的開始，責任是祝福的

開始，祝福是恩典的開始！

余亞叡
三峽北大真理堂

今日就要出發，望向永恆天家；

或遇艱苦愁煩，莫忘華神48。

杜郁青
基督教林口靈糧堂

莫忘主恩，莫遺初心；

與主同心，與主同行。

侯富寶
台北衛理堂

邁開步伐，與主同行，走在恩典

中，走在應許中，活出基督的榮美

形象，不論順境逆境都緊緊跟隨！

黃子宣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裝備始終不夠，知識學習無盡；

主愛永遠長存，恩典一生夠用；

唯求與主同行，堅立微小心志。

盧羨天
中華基督教藝人之家

永遠都要羨慕一個更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面對一切的難處

與失落，切記DWBH！

邱士銘
木柵活石基督教會

這三年充滿歡笑與淚水，學了許多

本事，留下美好的回憶。神不僅教

導我的手能開銅弓，也讓我學會等

候。

高大為
楊梅崇真堂

越學習，越感覺懂得不夠、能力越

差、能做的越少、眼睛越昏花、越

沒有標準答案。好聽是謙卑實際是

自卑。

吳翠軒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從未想過原來上帝要讓我用八年完

成這趟旅程。惟願初心未改，忠心

事主，終見主面。

林文琴
行動30使徒中心

感謝愛我的天父給我讀神學院的機會和時
間，八年持續的學習是神的愛吸引著我，使
我有熱情堅持到底，也感謝師長們的循循善
誘，給予適度的壓力使我成長茁壯，也願神
賜我平台能以發揮我的所學來榮耀父神！

陳宏詩
Hope Fellowship 盼望教會

Thank you instructors; staff; friends 

and my family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s. 

劉涓涓
校園福音團契

在華神的日子有很多沉澱與成長，

也認識很棒的同學們，願繼續一起

成為同奔天路的伙伴，在各自的禾

場忠於呼召，為主而活。

黃以倫
和散那國度事奉教會

在媽媽過世兩週年的這天畢業，是

上帝給我們最寶貴的禮物；在呼召

中有風雨，但在恩典中總是有供

應！Soli Deo gloria.

林麗華
高雄靈糧堂

進到華神真恩典，師長各個真工

夫，聖經話語真正通，訓練神僕真

嚴格，師生點滴真難忘，華神福杯

真滿溢！

章瑤琴
高雄基督徒七賢路禮拜堂

三進三出華神，每階段學習都是恩

典，能完成是意外的禮物。感謝主

賜我好老師同學，親愛的家人和教

會支持。願主使用我。

余亞萍
台灣信義會內湖思恩堂

進來神學院就是為了畢業這一刻：

走出去！堅定勇敢的去到神要我去

的地方。因為生命一直都在神的掌

握中啊！

趙長英
高雄武昌教會

感謝所有老師畢生的奉獻教導，讓

我們有豐富的收穫，從華神畢業是

一個里程碑，期望未來的道路能成

為神國的見證人。

施明
高雄靈糧堂

感謝神給我服事祂的機會，也感謝

華神師長的教導之恩。願能成為有

用的器皿，為主所用。

蘇婉儀
禱告尋求中

感謝神的信實和恩典，透過身旁的

人事物栽培我的生命，一切榮耀歸

給上帝！

陳倚銓
台灣信義會台南救主堂

感謝主！能進入華神接受裝備，真

的非常寶貴！也謝謝師長、同學的

陪伴，盼能帶著祝福與主同行，進

入禾場事奉！

陳思婷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感謝神，可以在這樣的環境受裝

備 ， 盼 望 未 來 可 以 更 多 被 主 使

用。

余金冠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感謝神！在華神的日子裡，一路

有神同行。願學以致用、 為主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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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碧
禱告尋求中

以恩典為我冠冕，使我們的路徑滴

下脂油。以恩典滿溢我杯，領我們

來到豐盛之地。

蔡俊謙
禱告尋求中

感謝主的恩典，也感謝華神老師們

（包括還在及已離開華神的老師

們）的教誨。

張曼懷
淡江教會

感謝上帝一路的帶領，在華神學習

8年一路都是恩典。

林宗民
協同會讚美之家

感謝主恩典！

陳敦理
台北忠孝神召會

祂顧念我們在卑微的地步，因祂的

慈愛永遠長存！

曾智明
世界之光教會

感謝主！感謝華神老師的教導，同

工的協助，同學的互勉，五年難忘

的學習之旅。

職場宣教組

黎瑞華
豐原行道會

感謝主，「飢渴慕義的人有福了！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感謝華神的

師長同工們，辛苦了。感謝同學們

的友情，願神厚賜恩福給大家。

羅慕萼
禱告尋求中

感謝主的帶領和恩典，畢業只是一

個階段的完成，未來仍要持續努力

與主同行。

王冠仁
台北基督徒北投禮拜堂

因著家人們的支持，我能夠兼顧神

學生與媽媽的身分。半夜從汀州五

樓走下去生產就是恩典的印記，有

祂同在繼續走，我不害怕！

洪長安

禱告尋求中

祝福每位華神師生，在各自的工場

中，成為人們的祝福。

李欲銀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我們愛，因為神先愛我們。

陳美雲 

貴格會大直教會 

感謝華神設計豐富多元課程和用心

教學的教師們。不僅神學收穫滿

滿；更多挑旺信仰，持續在成聖道

路上前進。

洪文香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林口教會 

在不惑之年仍能有老師帶領認識神

豐富的智慧，是何等的蒙福，今日

只是學程的畢業，而信仰的路上每

天都是一個新的學習。

林麗玲 

中壢靈糧堂 

華神選修課程中蒙老師教導，認識

神的屬性及真理 和透過神的話了

解自己，有恩典有憐憫 。

莊蕙如 

桃園浸信會真愛教會 

十四年前在學習期間，因為懷孕

生子而中斷學習，能再次回到華

神上課，且今天能畢業，真的很

感謝主的恩典！

廖方瑜 

火把行道會 

感謝華神延伸制建立我信仰的根

基，透過老師們的敦敦教誨、深厚

的神學功力，讓我對於聖經有更多

認識與反思。

楊湫樺 

基督教中華青年歸主頌恩堂 

感謝讚美主！感謝華神的餵養！回

想入學時，主任擔心我無法完成學

業，而今我最想對主任說：謝謝您

的牧養！

涂慧美 

行道會台北榮耀堂 

華神，我的母校！謝謝你教導我如

何認識神、親近神、跟隨神！如今

畢業，你又引導我實踐所學。我以

你為榮！

徐修樂 

林口浸信會 

九年學習，感謝主恩與師恩，懇求

神繼續使用我在每個合祂心意的計

畫中，使福音廣傳。

徐蓉蓉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在華神四年多的學習，是我屬靈歷

程最重要的階段，曾經停滯發昏的

信心，下垂發酸的手腳，能再一次

仰望耶穌，修直道路。

蕭寧馨 

台北信友堂 

歷經上有風雨下有巨浪的信仰行

程，退休彷彿船到大海中央。主若

願意，讓我走向祢。

陳俐君 

台北真理堂 

感謝主的帶領，謝謝老師帶著主的

愛分享寶貴經驗傳講真道，課程精

彩豐富又感動！成為我在事奉中最

好的幫助！

許若玫 

台北信友堂 

特別的感謝李元雄長老夫婦的勉

勵、老師們不藏私的教導，讓我在

至聖的真道上長進，願終身事奉，

榮耀歸於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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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亮廷 

貴格會大坪林教會 

感謝神！

化被動為主動—給能力，

化膽怯為剛強—給勇氣，

化壓力為動力—給力量。

李月娥　 

台北真道教會 

畢業了！學習中，經歷了爸爸失

智、進出加護病房，回天家。因神

是我的力量和幫助，以致能堅持到

底！感謝主！

詹宜臻 

新店行道會 

感謝上帝！順利畢業，認識很棒的

老師同學，生命能像耶穌，感恩喜

樂的心向前行，高山低谷神的愛永

不止息乃是恩典之路！

黃瑞宜 

台北基督徒石牌禮拜堂 

感謝主！讓我母親的角色進入空窗

期後，有機會參與華神課程；上帝

使用這段學習之旅，使我更認識及

貼近祂心意。

普仁強 

中國基督教信義會靈光堂 

感謝神！在週間晚上的華神推廣處

裡，主透過老師們和同學們漸漸改

變我，使我更認識祂也更認識祂所

愛的教會！

王麗淳 
台北基督之家 

謝謝推廣教育處的每一位同工與老

師的付出，謝謝每一位同學的提攜

與包容。畢業是旅程的開始，不是

結束。

鄭緣 

水湳聖教會 

32歲受洗，43歲接受萬國訓練，

50歲全職服事。同年神感動受神

學裝備，而今得完成，真是感謝主

一直的同在。

莊壁華 

衛理公會華恩堂 

很感謝上帝帶領我來到華神推廣處

上課，讓我學習很多知識，很高興

今天能夠參加畢業典禮，我也謝謝

老師們的教導。

潘進興 

衛理公會華恩堂 

首先我要感謝上帝，帶領我的腳

步，來華神上推廣處的課程，很

高興我終於可以畢業了，我也要

感謝老師們的教導。

詹慶臨 

雙愛心禱靈修中心 

感謝華神1986年來伊甸基金會開

課，開啟了我屬靈的視野；研讀神

學是我親近神心靈安息的秘方，服

事得力的泉源。

陳欽盛 

台中思恩堂中區教會 

萬事盡都有限，惟有神的命令極其

寬廣，推廣處課程助我走過內在生

命的貧乏沉滯，開廣了我心，喜樂

地向著祂的道上直奔。

江成猷 

虎林街浸信會 

在華神研習後，聖經似乎從平面變

成了四度空間；希望藉著這段時間

的學習，以後能夠更加深刻的認識

主跟隨主。

張翠珍 

台北基督徒聚會處 

感謝主！認識神的知識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感謝華

神！叫人認識神，使飢渴慕義的人

得飽足，心意更新變化，行神旨意。

宋逸民 

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在中華福音神學院這幾年的學習過

程中，對神學有更深的認識，謝謝

所有的老師們認真的教學，讓我們

受益匪淺。

莊明達 

燈塔教會 

感謝主讚美神，成就華神開我的

眼，醫治我的腳，讓我更能看清楚

神，讓我更警醒走在主的道路上，

永遠不偏離。

胡藝芬 

新城靈糧堂 

五年的學習，充實了我的生命，豐
富了我對聖經的認識.對每一位老
師和同學，內心充滿感謝，我會提
醒自己，要更謙虛的學習，貼近上
帝的心意，來榮耀上帝。

施心慧 

中華基督教藝人之家 

感謝這四年來，在洪善群長老的推

薦下，於藝起發光連結上課，學有

專精的老師們深入淺出的教導，讓

我們受益匪淺，一切榮耀歸給主。

張薳之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身為基督徒要認定自己身分是尊貴

的兒女！所有的幫助是從神而來

的，所做一切就是榮神益人。感謝

主幫助我完成屬靈饗宴。

徐曉英 

中華基督教藝人之家 

感謝主，將我扛在祂肩頭上走過近

五年的學習歷程。祂是在曠野開道

路的神。求主助我能成為主悅納的

小驢駒。

廖淑慧 

斗六福氣教會 

感謝主！終於完成神學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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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歐陽聖康 

基督教慕恩教會 

生命步履，惟主悅納；一生劬勞，

搧展雄鷹。琴爐盛香，拱手相待；

恩福滿懷，誠如相載。客旅驛站，

站站站顫；有誰相看，瞰崁堪看？

梁君棣 

中華基督教衛理公會雅各堂 

在我的生涯規劃中，並沒有要到神

學院唸書的選項，但我卻進了華神

進修，感謝主恩典！相信凡事必有

祂的美意。

潘瓊茹 

士林靈糧堂 

從宣教經歷進入勇敢，從無知識到

長見識，從僵固的一貫作業，理解

入心而釋放，從聖經難題裡，不去

解密而是明白祂的奧秘。

陳明甫 

台北靈糧堂 

感謝神！感謝每位老師及同學！

「神的話能快活人心，甦醒人心」；

華神的課程幫助我研查聖經，更深

了解神的心意。願主賜福大家！

范鳳珠 

石牌信友堂 

願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

靈禱告中，保守自己常在神的愛

中，有恩慈、憐憫，能成為別人的

祝福。感謝主！

陳躍及 

基隆教會百福之家 

感謝神的恩典！「餵養、牧養、餵

養」學習神的話，餵養自己，餵養

人！要盡心、盡性、盡意、盡力愛

主你的神！

龔蓮華 

中華基督教藝人之家 

感謝師長教導，藝人同學們彼此勉

勵。老師說讀“神學＂就是『學

神』的屬性！決定一生存謙卑的

心，活出愛榮神益人。

周淑慧 

新北市54會所 

謝謝每一位老師，課程有階段，學

習無止盡，我願竭力追求更認識

神，實踐神學，回應呼召，榮神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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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玉琴 

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 

感謝華神及所有老師們的教導，幫

助我建立正確的神學觀，不僅可以

分辨異端邪說，也能傳揚全備的福

音。

林舒甯 

桃園市葡萄樹教會 

感謝神！在華神50週年的時候也是

我50歲的時候從華神畢業了！我願

一生如雅歌一4「願你吸引我，我

就快跑跟隨你」。

陳思萍 

台北聖道堂 

感謝上帝帶領我在今年完成延伸制

課程的學習，期許自己能將所學習

到的應用在我的生命中，在未來能

成為老公的幫助。

鍾焜梅 

台北聖教會 

感謝聖父、聖子、聖靈恩寵我，能上

華神延伸制。謝謝牧者的推薦、愛

的家人支持、延伸制眾團隊同工、老

師教授及同學陪伴。主賜福大家！

鄭翔憶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埔墘教會 

感謝神的恩典，陪伴我在華神延伸

制的課程中學習上帝的話語，充實

我更多地認識神，讓我的生命可以

對焦於上帝。

羅思恩 

基督教拿撒勒人會白石教會 

我帶著熱忱和求知前來，得著的是

澆滅血氣卻更為堅定的呼召、拋開

理智卻反得的全然敬畏。於是再踏

上新啟程。

陳惠美 
中華基督教藝人之家 

從小，表演是我唯一的最愛，服事

主後，原來，耶穌才是真正的熱

情，從26歲唱到62歲，今華神畢

業，獻「主啊我情願」感謝恩寵。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

創啟地區：8 位 (含 3 位盲生網路聖經)

▉延伸神學證書╱海外

香港地區：38 位

▉延伸神學宣道專修文憑╱海外

香港地區：1 位

▉延伸神學基督教輔導文憑╱海外

香港地區：1 位

▉延伸神學證書╱結業

李志雄、林羿安、蕭珍妮、黃玉元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結業

創啟地區：2 位

陳文玲 

士林靈糧堂 

四年多辛苦但值得的學習

過程，謝謝華神給在職卻有

心服事的我有裝備的機會，

期望未來能將所學榮耀神！

林仕雄 

台北靈糧堂 

謝謝主！祢的兒女完成階

段學業。我願常常聽見祢

的CALLING，成為可用器

皿。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國內

先知瑪拉基在聖經舊約最後一卷裡，傳達了上帝對灰心喪志的以色列

百姓的疾聲呼喚──你們可以靠近我一點啊！

在那昔日輝煌已是城春草木深的故國景象裡，被擄歸回的百姓由錯愕到失望，開始質疑上帝的主

權、尊榮、慈愛、公義和信實；實質上，他們已在行禮如儀的信仰中，悄悄地背棄了與上帝所立的

約，任憑來自周遭的世俗化浪潮氾濫成災，從根本覆蓋了上帝選民的婚姻和家庭。因此，上帝提醒他

們的第一句話是「我曾愛你們」，即便他們剛硬悖逆、強嘴好辯，經文結束之前，終究上帝認了他

們，說：「他們必屬我，特特歸我。」

如今，「你可以靠近我一點了」這跨越時空2500年的呼聲依舊聲聲入耳，基督徒面臨的多元世俗化

誘惑，因著時間的積累而益形繁複。除了過去的古典理性主義、自由主義、道德主義、拜金主義、民

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激流之外，還得面臨橫亙於後現代的相對主義、解構主義和縱情主義等洪濤，就

像懸絲傀儡身上的線，每每扯動神兒女岔離敬虔的信仰生活，以致構成社會基石的婚姻和家庭備受挑

戰，情況的嚴峻不下於瑪拉基的時代，而解方就在上帝藉著瑪拉基所傳遞的信息當中。

瑪拉基書絕非僅僅擔負鼓勵信徒十一奉獻的「藥引」或憑據而已，看吳獻章老師以聖經學者及牧者

的心腸，透徹解析瑪拉基書中亂世背景的敬虔主張，全然詮釋「新約隱藏在舊約裡」的寓意，展現了

全新視野和應用的瑪拉基！

《瑪拉基註釋：你可以靠近我一點了》
  作者：吳獻章老師

第八任院長交接典禮已於6月20日舉行，當天典禮由華神董事會主席

沈正牧師介紹新任院長戴繼宗牧師，並進行就職問答，在眾多來賓的見

證下，新任院長戴繼宗牧師從卸任院長蔡麗貞博士手中接下印信；並在

沈正牧師、蔡麗貞院長、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長春禮拜堂林棟樑執行

長老、海外基督使團東亞地區教會與宣教事工主任林大衛牧師等人按立禱

告下，開始肩負神學教育重任。

身為內地會（現稱海外基督使團）創辦人戴德生的第五代孫、華神第一任院長戴紹曾博士的兒子，戴繼宗牧師

承接宣教使命，獻身為主所用，以牧師與宣教士之身分接任第八任院長一職，更顯意味深長。

戴牧師分別於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及艾斯伯里神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先後取得道學碩士及教牧學博士學位；曾於波士頓華人聖經教會牧會五年、1990年加入海外

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在台灣校園團契配搭服事。1996年

全家搬遷香港，擔任使團華人福音事工人事主任，1998至2006

年擔任工場主任，及至2008年起擔任華人福音事工動員主任至

今，協助使團在行政、跨文化培訓及建立全球夥伴合作等方面，

都發揮了極大的影響力。

禱

左起由蔡麗貞博士、林大衛

    牧師、林棟樑長老、張光正

    校長、沈正牧師，為戴繼宗

    牧師夫婦就職禱告。

戴繼宗院長由第七任院長蔡麗貞博士及

    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手中接下華神印信

長戴繼宗牧師
第八

上任正式
任院



1616

為經常費奉獻與代禱
從2019年九月搬到桃園八德新校區後，華神的經常費便開始急遽增加。造成經費

需求增加的原因有幾點：

1. 搬遷至新校舍後，汀州校區仍然保留給推廣教育處使用，以便於上班族不必舟

車勞頓。維持兩地的運作，費用自然會增加許多。

2. 八德校區比原先舊校區擴大許多，設備也增加很多，又有廣大的綠地植栽要維

護，所以每年的維護費用也會巨幅增加。

3. 為擴張神國的帳幕，華神增聘了多位自己培育的老師來教課，加上增僱同工以

支持因擴校而增加的工作，人事費用也大幅攀升。

綜上原因，每年的經常費大約增加了3,000萬元，致使每月的收入與支出無法達到

平衡，因此需要您的代禱與奉獻，大力支持華神刻不容緩的需要！

2019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9年8月1日～2020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年需要             

六月份收入        六月份支出         六月份餘絀
 108學年度 108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累積支出

經 常 及 設 備 費  98,460,000   4,901,217   6,758,589         -1,857,372 57,442,754 74,386,159     -16,943,405
學   生   助   學    金 12,200,000       297,635      406,363     -108,728   9,021,506   6,144,038   2,877,468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40,000      111,000      281,914     -170,914   1,903,165   2,933,621  -1,030,456

合                         計     113,000,000    5,309,852         7,446,866          -2,137,014-2,137,014 68,367,425 83,463,818      - 15,096,393- 15,096,393

 興建費用                 六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4,053,417                          659,618,134   -160,381,866
 神已將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立案、新校區建築費用

師  資  培  育  每年需要 2,400,000 元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經  常  費：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擴校專戶：CESINAI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3308 Wendover Court, Richardson, TX 75082, U.S.A.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2020台北研經培靈會】

2020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10月6
至8日舉行。主題為「穿透黑暗的

明光」。下午研經時間為蔡筱楓老

師、黃正人老師，晚間培靈則為董

家驊牧師。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團

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參加。

【校慶感恩禮拜與晚宴】

華神於1970年創校，過去半個世

紀，秉持上帝所託付之異象與使命，

為普世華人教會訓練與裝備神國工人，轉眼已走過這

充滿恩典與脂油的五十個年頭。

為感謝上帝五十年來的引領，將於10月5日（一）舉

辦校慶感恩禮拜與晚宴，慶祝華神五十週年校慶，回

顧過去，展望未來，見證主恩，榮耀主名！

誠摯邀請歷屆校友與各位牧長、弟兄姊妹們共襄盛

舉，與我們一同獻上感恩與讚美。詳情請留意華神官網

或九月份院訊。

【2020學年上學期校本部學分班】

2020年碩士學分班已開放報名，歡迎大專畢業，已

受洗之基督徒踴躍報名，報名及繳費至九月四日止。報

名方式請進入華神官網之教務處，點選碩士學分班下

載檔案並完成表單填寫。

上課日期為九月十四日至2021年元月十五日止，九

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八日則為加退選週。費用請至華神官

網繳費，每學分3,200元（首次報名學分班者，需另繳

交報名費1,000元）。

碩士學分班（於汀州校區上課）本期開放之課程有：

週一晚間7:00-8:50的「摩西五經／黃正人老師」、「Z
世代的多元牧養／莊舒華老師」；週二晚間7:00-9:50
的「系統神學─方法、啟示、神論、人論／張聖佳老

師」；週四晚間7:00-9:30的「溝通與人際關係／焦如

品老師」。

若有相關問題

可洽詢：（03）2737-477轉教務處

或電郵 creditcourses@ce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