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華神五十．立石為證

11

發 行 者：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福音神學基金會

編    輯：華神企劃處

地    址：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53號

電    話：（03）2737477
傳    真：（03）3714703
網    址：www.ces.org.tw
電子信箱：info@ces.org.tw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臺北地方法院本院財團法人登記第499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2243號第一類新聞紙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737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
第 2243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內郵資已付

TAIPEI(30)TAIWAN
R.O.C.

POSTAGE PIAD
LICENCE NO.133

NEWS PAPER
AIR MAIL

八德新校區興建費用 8 億 2000 萬

工程款尚缺1.54億元

為環保及節省郵資，煩請改換以電子郵箱寄送

院訊，並請將名條上之姓名、地址、編號及

個人電郵 E-mail 至 info@ces.org.tw 
謝謝您的協助！

▓院長╱戴繼宗

主題信息

五十薪火．傳承啟航

新生介紹

招生廣告

學院簡訊

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

601  2020 年十一月號

■

■

■

■

■

1

4

6

11

12

約書亞記第四章，耶和華吩咐以色列人，在經過約旦河時，要從河中撿12塊石

頭出來，並在約旦河西岸設立一個石碑來紀念神在他們當中的工作。在這段經文

中，我們看到回顧歷史的重要性，不僅如此，這段經文也同時告訴我們前瞻未來

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的上帝不單單是歷史的上帝，也是未來的上帝。 

在第四章24節中，我特別注意到經文用了兩個「要使」，來提醒以色列人他

們所立的石碑，是一個應當永遠紀念的證據，之後約書亞也對以色列人述說這石

碑的目的：第一，「要使」地上萬民都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力。第二，也「要

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神。

我想這兩個「要使」對今天華神慶祝創校五十週年而言也是非常的重要。我們

不單單是為了要紀念而慶祝，同時也要藉著今此，讓世人知道耶和華的手是大有

能力的。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段經文中，發現一件很有意思又很重要的事情。在第24節之

前，約書亞特別提醒以色列人， 四十年前，神是如何帶領他們離開埃及、神又如

何在四十年前為他們打開了紅海，讓以色列人能夠從乾地走過去。四十年後，神

也同樣為以色列人打開了約旦河，讓他們再次從乾地上行走過去。

在感恩典禮的聚會當中，我們聽到不少神在過去五十年如何帶領華神的見證，

在這裡也特別告訴各位校友，我們同工花了許多時間製作了一本五十週年特刊

《華神人》，是由每屆校友代表所寫的文章集結而成，是很寶貴的資料，在每篇

文章中都告訴、提醒著我們，我們的上帝，祂的手大有能力。因此，求主幫助我

們不單單是回顧歷史，當我們面對未來、展望未來時，讓我們也深信神大能的

手，過去怎樣帶領，未來也會如何帶領我們。 

再回到這段經文中，我們看到不僅是要讓世上的萬民，得知神大能的手，約書

亞也告訴以色列人，這石碑是要他們一生一世，永遠敬畏耶和華。我查考發現，

「敬畏」這一詞在新、舊約中，共出現了200次。在這200次當中，不論在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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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新約，都有不少是用來描述「敬畏耶和華的人」。而其中有三個令

我特別印象深刻的人物，留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榜樣和提醒。 

聖經中第一位被稱為敬畏耶和華的人是挪亞，希伯來書第十一章第

7節這樣記載：「挪亞因著信，既蒙神指示他未見的事，動了敬畏的

心，預備了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了那世代的罪，自己

也承受了那從信而來的義。」挪亞是一位敬畏耶和華的人，而他的敬

畏，是從他順服主的話而來。這對神學院是極其重要的提醒：我們不單

單是要按照正義來分解神的話，我想從神學院訓練出來的傳道人，也要

效法挪亞的順服，因為唯有順服神的話，你我才是敬畏神的人。特別是

在這個時代裡，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很熟悉三句代表華神異象與使命的話：培育神國僕人、連

結福音夥伴、回應時代議題。這是在陳濟民院長時代，就定出的

三個非常重要的方向。但是在接任華神的同時，我自己在神面

前的領受是，除了這三方面，特別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我們

要堅守聖經真理，並且要忠心的傳揚聖經真理。 

特別在這所謂後現代主義及後現代帶給教會信徒的衝擊下，

我們需要更多堅守聖經真理。我們要訓練、要培育神國工人、

要 連 結 福 音 夥 伴 ， 也 要 回 應 時 代 議 題 ， 但 是 這 一 切 ， 都 應

該是建立在堅守聖經真理的重要基礎上，我相信這也是歷代院

長所看到的。我特別回想到周功和牧師當院長的時期，就非常

看重聖經及聖經的權威、聖經的無誤。

其實中華福音神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中的

evangelical，中文翻譯為福音派，福音派的宗旨，其實就是一場非常

強調聖經的福音運動。因此，挪亞的故事告訴我們，敬畏耶和華的人是

一位遵行神話語的人。

在舊約中還有另外一個人物，也是被描述為敬畏耶和華的人，就是約

伯。他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神，且遠離惡事的人，這是上帝所見證的。面

對撒旦的攻擊，上帝親自見證約伯行為正直、敬畏神，遠離惡事。

我想，敬畏耶和華的人，理所當然是一個追求聖潔的人，如同我在學

前靈修會時，勉勵大家的信息：我們可能有盲點、有缺點，甚至有弱

點，但是求神幫助我們在追求聖潔的過程中，沒有污點。所以作為一個

敬畏耶和華的人，同時也是順服神話語的人，也是追求聖潔的人。

第三個人物是亞伯拉罕，創世紀第廿二章第11至12節這樣

說：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說：「亞伯拉罕！亞伯拉罕！」

他說：「我在這裡。」天使說：「你不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

一點不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神的了，因為你沒有將

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留下不給我。這提醒我們，

一個敬畏神的人，也是一個全然奉獻的人，甚至是他獨生的兒

子也願意獻上，要使世上萬民都知道耶和華的手是大能的，也

要使他們永遠敬畏祂。 

兩年多前，我們全家有機會去中國江蘇鎮江參加我的高祖父

戴德生與高祖母馬利亞紀念館的開幕典禮。當時，同工們問了

我一個問題：「戴牧師，請問你認為這間紀念館是否該收門票？」

我想了想，第一、戴德生絕對不會同意收門票。另外還有一點更重

要的，我相信戴德生所要的不是「錢的奉獻」，乃是「生命的奉獻」。

所以我跟同工說，不要收門票，要讓所有人都可以免費進場，卻是奉

獻出場。但這個奉獻不是指著金錢的奉獻，而是生命的奉獻。華神五

十週年感恩典禮也是免費入場，但求神感動我們的心，使我們離開時，

是奉獻出場。 

六月院長交接典禮結束後，馬上接受福音媒體的採訪。記得有位記者

拋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問到：「戴院長，你剛接任院長一職，而學校正

面對許多的挑戰，包括經常費的挑戰、擴校工程款的挑戰，請問你有什

麼想法？」沈正牧師趕緊替我擋了一下，不過我說：「沒有關係讓我回

答。」其實也是昨天早晨我心裡面一個很深的感觸，並且也希望大家能

夠如此為我們禱告。

在亞伯拉罕獻以撒的故事中，有一句話給了我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亞

伯拉罕去了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他不是亂跑，也不是按照自己的想

法，到任何的一座山上，乃是順服地去到耶和華所指示他的地方。親

愛的弟兄姐妹們，請你們為我、也為華神禱告，讓我們永遠走在耶和

華指示我們的道路上，因為唯有走在那一條道路上，我們才會經歷到

耶和華以勒。

中華福音神學院，五十歲生日快樂！當我們踏進第二個五十年時，

願世界萬民得知我們的神，祂的手是大能的，也願你我永永遠遠敬

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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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張宗培牧師獻上感恩禱告校牧張宗培牧師獻上感恩禱告

華神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致歡迎詞華神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致歡迎詞

第五任院長、第十屆校友賴建國博士分享雲彩見證

第五任院長、第十屆校友賴建國博士分享雲彩見證

天母福音堂顧問牧師、第廿七屆校友劉幸枝牧師天母福音堂顧問牧師、第廿七屆校友劉幸枝牧師

分享雲彩見證分享雲彩見證淡江教會主任牧師、第三十三屆校友莊育銘牧師

淡江教會主任牧師、第三十三屆校友莊育銘牧師

為獻校感恩禱告為獻校感恩禱告

華神前董事長陳定川長老讀經華神前董事長陳定川長老讀經

台南聖教會主任牧師台南聖教會主任牧師

第十三屆校友高敏智牧師祝禱第十三屆校友高敏智牧師祝禱

戴繼宗院長與戴柯敏悅師母合照戴繼宗院長與戴柯敏悅師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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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福音神學院（下稱：華神）五十週年校慶感恩

典禮暨獻校禮10月5日下午二時，於中華福音神學研

究學院舉行，約六百多位牧長、校友與弟兄姊妹，共

襄盛舉，慶祝華神創校五十週年，回顧過去，展望未

來，見證主恩，並一同獻上感恩與讚美。 

華神於1970年10月5日正式創校開學，過去半個世

紀，華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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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已走過五十個年頭。

校慶感恩典禮由華神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致歡迎詞、

並由校友代表與在校生組成的兩組詩班，分別以「願

是我引導」與「基督精兵」兩首詩歌讚美神的名，以

感謝稱祂為大。

獻詩完畢，隨即進入典禮高潮，華神特別製作五十

週年紀念影片（由第一屆校友陳鐳牧師、第五任院

長、第十屆校友賴建國博士、第七任院長、第七屆校

友蔡麗貞博士、第八任院長戴繼宗院長，述說華神從

創校至今，半世紀以降所走過的恩典之路）。

該影片是華神五十週年紀錄片校慶特別版，未來將

推出一系列完整五十週年紀錄片，不僅回顧華神半世紀

對華人教會的貢獻，更是紀錄這段華人神學教育寶貴

的歷史，從而見證信實的主，量給華神的恩典與榮耀。

校慶感恩典禮特別邀請賴建國博士和天母福音堂顧

問牧師第廿七屆校友劉幸枝牧師，分享感恩見證。雲

彩見證結束後，隨即進行獻校禮，華神第三期擴校工

程（八德新校）於去年八月底正式完工，去年九月我

們華神正式從一、二期台北汀州校區，遷至三期桃園

八德新校舍，經過一年的適應、驗收與整理，在五十

週年慶的大喜日子中，進行獻校典禮，把這所上帝親

手創立的學校，再次獻給主。

獻校儀式由沈正牧師與戴繼宗院長接手在代表華神

八德新校的模型上，進行亮燈，並由華神教牧宣教研

究中心執行長吳獻章老師、以及第三十屆校友淡江教

會主任牧師莊育銘牧師獻上感恩禱告，代表著八德華

神新校，要在神與眾人面前，獻上為主所用！

五十薪火．傳承啟航
五十週年校慶暨獻校禮完滿結束

亮燈儀式寄語主的榮光照耀這所學校，讓這所學校

不單能繼續培育出更多，能為主發光的神國工人；更

能傳承過去五十年來，許多優良的屬靈傳統，在未

來的日子，繼續建立合主心意的神學教育，並堅持真

道，興旺福音，完成普世宣教的大使命！

獻校儀式結束後，由戴柯悅敏師母獻唱「惟一最愛

是祢」，並由戴繼宗院長證道，講題為「要使」，經

文是約書亞記四章19至24節。證道後，在台南聖教

會主任牧師高敏智牧師的祝禱下，歷時兩個小時的典

禮，正式結束，校友與師長齊聚一堂，主內彼此團

契，其樂融融。

部份來賓續前往公館水源會館，參與晚上舉辦的

「校友回娘家」五十週年校慶感恩晚宴。宴間除沈牧

師、戴院長與校友（莊百億長老、王文基牧師）分享

外，還有華神師長同工詩班獻詩，更特別播放第一任

院長戴紹曾博士夫人戴賴恩師母、第三任院長黃子嘉

博士、第四任院長陳濟民博士、第六任院長周功和博

士及董事會前主席白培英長老祝福勉勵影片，場面溫

馨，亦為五十週年校慶劃上完美句點。

願一切榮耀都歸給那引領華神走到今天，並且要量

給華神後來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的三一真神，阿

們！

沈正牧師與戴繼宗院長主持獻校儀式沈正牧師與戴繼宗院長主持獻校儀式

校友代表詩班獻唱「願校友代表詩班獻唱「願是我引導」是我引導」

「校友回娘家」五十週年校慶感恩晚宴「校友回娘家」五十週年校慶感恩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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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啟榮

香港崇基學院神學院神學碩士

牧職神學院牧師

曾從雲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台中基督的教會傳道

陳姵璇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台灣信義會嘉義蘭潭教會牧師

李允中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台灣信義會靈糧堂

阮穎真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台中西羅亞靈糧堂

巫建立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新竹靈糧堂

舊約組

新約組

教會歷史組

神學組

胡竣智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理研究所

中華基督教台北信友堂

神學組

康凱恩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基督教莒光教會

神學組

葉繼恩

國立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富足靈糧堂

神學組

劉軍廷

美國普林斯頓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竹北勝利堂

神學組

呂孟興

國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溪水旁協會

神學組

王玉楷

長榮大學科技管理學系

台南浸信會

神學組

溫健祥

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雙語社區教會

神學組

田慧萍

馬來西亞國立大學營養系

吧生衛理公會

李成華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緬甸瓦城歸主浸信教會主任牧師

梁奕忠 

美國Asbury神學院道學碩士 
花蓮佳蒼聖教會主任牧師

李國卿 

美國正道福音神學院教牧學博士 
緬甸仰光福音神學院教師

黃桂蓮 

香港建道神學院道學碩士

南亞跨族裔服事

陳正鴻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華人福音普世差傳會

台灣辦事處主任

羅偉森 

香港浸信會神學院道學碩士 
客家宣教神學院基層事工科主任

王武魁 

韓國亞細亞聯合神學大學神學碩士

環球福音會國際宣教動員部

華人宣教動員執行長

唐雪菁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永和禮拜堂傳道

劉明德 

Gordon-Conwell Theology Seminary

道學碩士

約書亞 

The Ezra Bible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 神學碩士 

O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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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組

楊翠琳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逢甲慕義堂

教牧組

柯明邑

國立台北大學財政學系 
基督教中壢播道會

教牧組

辛威達

亞東技術學院電子系 
桃園浸信會溢恩堂

教牧組

汪寧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佳音教會

教牧組

陳欣瑜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金融系

福隆教會

教牧組

陳金菱

玉山神學院基督教人文學系

台灣基督教門諾會富安教會

教牧組

鄭日進

國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理諮商系

竹北聖教會

教牧組

侯修存

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高雄教會

教牧組

鄭勝哲

開南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台北靈糧堂

教牧組

廖捷揚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心理諮商系

台灣基督教門諾會中平教會

教牧組

林得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嘉義聖教會

教牧組

忻潔瑀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康華禮拜堂

教牧組

劉慧幸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略行銷系

中華基督教行道會士林承恩堂

教牧輔導組

官清忠

砂勞越詩巫衛理神學院神學學士

澳洲華人衛理公會頌恩堂

教牧輔導組

侯婉葳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系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

教牧輔導組

吳承愛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系

台北真理堂

潘毅真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寬闊之地教會

張國盛

University Pertanian Malaysia ,

Bachelor of Fisheries Sciences 
加影生命堂

陳正賢

台灣浸信會神學院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東橋教會

黃美玉

逢甲大學銀行保險學系

基督教中華聖潔會關東橋教會

劉于光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衛生系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板新分堂

林清心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大稻埕教會

張捷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

平鎮靈糧堂

王潭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輪機技術系

中華基督教長老教會台北信友堂

神學組

王茜

北京農學院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

Hamilt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教牧組

許恆泰

雲林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 
台北會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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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聖凱

國立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管理研究所

台灣信義會新莊真理堂

溫允典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干文元

University of SanFrancisco

美國舊金山大學

真理堂

陳佳萍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三重榮耀教會

李主聆

國立東華大學管理科學與財金國際

基督教愛教會

王磊

東海大學國際貿易系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彭建清

輔仁大學企業管理系

台灣信義會新莊真理堂

麥詠翎

國立中央大學理學院學士班

浸信會宏恩堂

溫雅婷 

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 

BCC雙語社區教會

蕭永欣 

澳洲雪梨科技大學企管系 
基督教改革宗長老會信安教會

高聰賢

國立中興大學機械所 
基督教便以利教會大安堂

張榮源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恩霖堂

劉毅弘

國防管理學院企業管理系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家家歌珊堂

康鈺瑩

東吳大學社會學碩士班

卓越桃園行道會

杜歆柔

台北市立大學

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基督徒林森南路禮拜堂

游樂

淡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信義會西盛教會

劉美玲

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高雄靈糧堂

王友誠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最小的教會

洪煒檠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 
台北真理堂

一律網一律網路報名路報名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2020.12.1 2020.12.1 ~~ 2021.3.2 2021.3.2
詳情請參閱詳情請參閱華神官網華神官網

相關事宜請洽　

教博    Email：dmin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1364 教牧宣教中心

宣博    Email：mission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1332 宣教中心

桃園    Email：admissions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 1372 教務處招生組

高雄    Email：khc.admissions @ces.org.tw
           電話：07-3453213 轉 22 教務處招生組

華神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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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0年8月1日～2021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年需要             

九月份收入        九月份支出         九月份餘絀
 109學年度 109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累積支出

經 常 及 設 備 費  100,924,204 25,248,845   6,812,533        18,436,312 29,115,734 13,506,673       15,609,061
學   生   助   學    金   11,801,000   1,254,135      231,249   1,022,886   1,465,184      517,681      947,503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3,800,000        61,000       -56,500      117,500      396,555     -126,500      523,055

合                         計      116,525,204  26,563,980         6,987,282        19,576,698  30,977,473  13,897,854       17,079,619

 興建費用                 九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1,984,317                           665,817,008   -154,18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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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學碩士科

2020 上學期學術講座】

神學碩士科學術講座將於11月2日

上午11時至12時，邀請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歷史學博士王政文博士，

主講「台灣基督徒社會網絡研究

方法與實務」；12月7日上午11時

至12時，則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宗

教研究哲學博士王學晟博士，主講

「出類拔萃的門徒：約翰福音的弦

外之音」。

講座地點為八德校區文教大樓三樓A304會議室，歡迎

校友前來參與。

【2020 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

2020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同時亦是五十週年講座

系列，將邀請美國杜克大學神學院（Duk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基督教職事實踐教授威廉．韋利蒙

（William H. Willimon）擔任講員，並於11月9至11日

一連三天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行。本次講座主

題為「講道神學」，韋利蒙教授將深入淺出地講解，

講道、講道的人、聖經文本與神的話之間的關係，並

透過講道示範之分析，協助聽眾理解實踐層面上的應

用與反思，歡迎踴躍參加。

因疫情關係，講員已取消原訂來台計劃，並將透過視

訊舉行本次講座。學院另安排於zoom視訊網絡研討

會平台，以直播形式進行。鼓勵弟兄姊

妹到八德校區現場參與，在QA環節中與

講員線上互動。相關資訊與報名，請至

華神官網查詢。

【華神體驗週】

「華神體驗週」將於11月23至27日舉辦，為期五日提

供體驗華神課程（基礎碩士科、神學碩士科）與神學

院生活之機會！正在考慮全職服事的您，可直透過這

次活動與華神老師、同學們在八德校區交通互動，並

與我們一同生活、一同學習、一同敬拜、一同服事，

體驗華神課程與學院生活！開放報名時間：11月2日

（一）至11月18日（三），邀請您來八德校區體驗華

神課程與學院生活，與老師、同學交通互動。欲報名

者，請至華神官網查詢或電洽：

基礎碩士科請洽

（03）2737477轉1372 楊姊妹

Email：admissions@ces.org.tw

神學碩士科請洽

（03）2737477轉1374 郭姊妹

Email：admissions@ces.org.tw

【華神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課程】
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於2020年上學期

(2021年1月)將開設4門課程。元月19-22日「牧者的

為人：教牧領導的獨特挑戰」由張宗培、柴子高、陳

志宏多位老師授課；元月18-22日「Holistic Mission(整

全宣教)」由Dr. Okesson授課(若在防疫期間，會改為

元月11-15、18-22日由Dr. Okesson與戴繼宗院長聯

合授課)；元月26-29日「教牧與諮商在牧養上的應

用」由錢玉芬老師等授課；元月26-29日「三位一體

普世宣教神學與宣教中國運動」由盧聲天、金但以理

兩位老師授課。請教博科和宣博科的牧者留意時間，

也歡迎有意進修的牧者申請修讀，相關訊息請查詢華

神官網╱招生╱博士科，或電洽03-2737477教博科

分機1364、Email：dmin@ces.org.tw；宣博科分機

1332、Email：mission@ces.org.tw。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