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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

▓浸信會懷恩堂主任牧師╱吳榮滁

打開約書亞的工具箱打開約書亞的工具箱
有一句耳熟能詳的話說「工人決定了工作」，

然而不只是工人決定了工作，我們可以更進一步

去思想：「工具界定了工人」。譬如拿鍋鏟的人，大概不會

去砍樹吧。因為工具界定了工人；同樣，看顯微鏡的人大概不會在銀行數鈔票，

因為工具界定了工人，所以今天我們要一起來看，約書亞有哪些工具來事奉神。

我們要聚焦在約書亞記的第一章1-9節。這段經文不只是記載了約書亞所在的

時空和託付，更是為約書亞記展開了一個很重要的序言，打下整卷書的基礎。這

九節經文，我相信我們很熟悉，一開始就說到：「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了以後，

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說：『我的僕人摩西死了，現在你要起

來，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往我所要賜給以色列人的地去，凡你腳掌所踏之

地，我都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了。』」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後

來，神繼續描述這塊地，第4節說：「從曠野和這黎巴嫩，直到幼發拉底河，赫人

的全地，又到大海日落之處，都要作你們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

你面前站立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不撇下你，也不

丟棄你。」把這一大片土地的這個重責大任交給約書亞了。當然，神有應許，與

他同在，這是何等重要的。

第6節開始一直到第9節，神就三次的鼓勵約書亞，你要剛強壯膽。是的，約書

亞領受了這麼重大的託付，但是我們要思考一下了，6-8節神給他的使命，並且鼓

勵他要剛強壯膽，不要害怕。為什麼要如此呢？每次聖經鼓勵人，不要害怕的時

候，意思就是這個人會害怕嘛。今天我們就用三個問題，一起來思考約書亞的工

具箱，到底有些什麼工具？界定了這位約書亞這麼有果效的來事奉上帝。

約書亞為何害怕？
第一個問題，為什麼約書亞害怕？難道約書亞是新手？所以新手上路會害怕

嗎？當然不是，我們只要有一點點舊約歷史的背景，我們就知道約書亞跟著摩西

幾十年了。在出埃及記，第一次約書亞的出現，就是出埃及記第十七章，是以色

列人面對第一次的戰爭，和亞瑪力人的爭戰，那次爭戰裡面，帶兵出戰的就是元

帥約書亞。意思就是，一出了埃及，約書亞就已經很積極的投入事奉，而且負起

非常重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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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個時間的漂移，在四十年曠野漂流之中，我們可以推想，約書

亞看過摩西擊磐出水；看過成群的鵪鶉，隨風而來到營中供應以色列人

食物；當然每天嗎哪出來，約書亞也曾經收割啊；他也看過火蛇出來，

咬了以色列的百姓，他們怎麼痛苦死去；他當然也看見摩西怎麼把銅蛇

高舉，仰望銅蛇的人，因此而得醫治。如此類推。約書亞絕對不是一個

新手，那麼他是老手了。是的，其實在他同一代的人裡面，都死了，只

剩下他和迦勒。假如他們兩位今天出現在台北市，他們肯定可以坐捷運

的博愛座。假如去坐高鐵，肯定可以買敬老票。他在那一代是老手。為

什麼這位老手約書亞還會害怕呢？原因不是因為他是「新手」，而是因

為他「接手」，接手什麼呢，接手新的託付。我們剛剛讀這段經文已經

看見，這個託付是很大的，地理上是一大片土地，而且不只是土地託付

很大，更是有新的挑戰擺在面前。什麼挑戰呢？譬如由礦野要進入文

明，譬如由漂流變成定居，或者由本來沒有地，現在要分地，要得到地

了，這些的改變一定帶來各方面的轉變，組織上的、架

構上的、人際關係、治理的方式等等。是的，約書亞必

須面對這個新的挑戰。

今天，各位畢業生要畢業了，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肯定是面對新的時代，運用新的科技，產生新的人際關係。

人生在不同的階段，身份改變了，當然帶來責任不同了，期待

也會不同了。老手如約書亞，來到這個新的狀況都會害怕，何況你和我

呢？在我事奉主這麼多年，在神學院擔任老師角色，或者在教會作牧師

的角色。我接觸了好多不同的同工，每個人有不同的恩賜，有不同的個

性等等。好多同工非常的忠心，很容易相處；有些比較困難。不過，有

一種人非常的難用，這種人叫什麼人呢？叫做「藝不高人膽大」，這樣

的人是最難合作的、最難使用的，求主恩待。就連「老手」約書亞都願

意謙卑地來到上帝面前。何況你和我呢？認識這個時代，認識各位新的

挑戰、新的身份、新的託付。所以，打開約書亞的工具箱，我發現它有

這個工具。這個工具叫做認識世界的各種感應器（sensors），他有各種

sensors，sensors 做什麼的呢？就是讓我們 to be sensitive，我們可以對我

們的環境很敏銳地感知，這是一個事奉主非常重要的工具。

我記得馬丁路德講了一句非常重要的話，他說：「如果你多方的傳福

音，但絕口不提特別屬於你那個時代的問題，那麼，你便完全沒有傳福

音。」對我們的時代必須 sensitive，知道我們的問題是什麼，讓我們面對

新的時代、新的挑戰，來到主的面前，領受這個工具，一起努力的事奉。

神說錯了嗎？
第二個問題來了，「土地」是約書亞記重要的主題，只要我們看一看

地圖，我們就看見，神給約書亞那一片地可是非常大，大到什麼程度

呢？約書亞當代，根本沒有得到這麼大的地，甚至後代版圖最大的時

候，就是聯合王國時代，以色列人所得到的地，也只有剛剛神對約書亞

所說那塊地的十分之一這麼大。

神說錯了嗎？當然，神不會說錯話的。其實，神對當時那位約書亞和

當時的以色列人所說的話，其實不是只對著那一個時代的人。假如我們

了解一下當年約書亞那個時代的人，他們沒有 google maps，他們不知

道世界有多大，在他們的世界觀裡面，神所描述的那一片土地，在他們

的腦海裡面，幾乎就是全世界了。意思就是說，神的心意是要把全世界

都給他。非常顯然的了，以色列人哪裡得過全世界呢？不過，假如我們

的目光從以色列轉變成為新以色列，就是教會了。神在這給約書亞的託

付，就不只是歷史上的那一位約書亞了，而是透過另

外一位約書亞，就是耶穌。約書亞和耶穌是同一個名

字啊！他預告著耶穌的來到。我們這樣看，耶穌和耶

穌的跟隨者，就是你跟我，我們就能夠終極完成神對

「約書亞」所交代的託付。

還記得嗎？耶穌說：「舉目望田」；耶穌也說：

「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力，並

要在耶路撒冷、猶太全地，和撒馬利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見證。」這是約書亞記所埋下的伏筆。假如

是這樣看，我們就發現約書亞給我們看見的第二個

重要工具，就是求主給我們一個屬靈的時光機（time 

machine）。不只是看到舊約的種種記錄，或者是生

活，甚至是禮儀，或者是所過的節期，更讓我們看

見，用 time machine 來看看，原來這許多的事，都預告

著將要在耶穌基督裡面成全，而帶來一個更深的屬靈

真義；否則，我們只會學習了字句和表面的意思，而

完全失去了神更高的目的。當然，學術上，這是一個

釋經學的問題，不過釋經學不是學問而已，釋經學幫

助我們有現在的「世界觀」，更提升成為一個「國度

觀」。這是約書亞工具箱裡面的第二個工具，讓我們

隨著時間的轉移，看見聖經裡面更深奧的含義。

約書亞如何能剛強壯膽？
第三個問題，我們要問的是，既然剛強壯膽是神鼓

勵約書亞的，那麼約書亞如何能夠剛強壯膽起來呢？

當年神給約書亞三次提醒，鼓勵他要剛強壯膽，背後

都有附加的描述的，而這些重要的原因，豈不也是

我們今天所要學習和繼承的嗎？所以，讓我們回去看

看經文。第一章第6節說：「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

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列祖起誓應

許賜給他們的地。」當我們一看這個詞句，馬上 time 

machine 開始運作了。講到過去，這個歷史使命不是只

有從約書亞這一代開始的，早就有了列祖的應許。這

個歷史使命給我們看見，在當中有好多神學觀念。各

位剛從神學院畢業，我相信你一定還沒有忘記，這段

經文裡面牽涉了很多盟約神學、土地神學、國度神學

等。廣義地說，神鼓勵約書亞，你要剛強壯膽。因為

當我們明白，神的心意是歷久彌新的。

對我們今天的所有神學院畢業的同學而言，就是透

過學習深度的神學修為，我們就可以幫助我們有正確

的判斷和堅持。神學不只是書本上面的研究，或者應

付考試的一個學科，神學跟我們的事奉息息相關。剛

剛我提這段經文，有非常強烈的盟約神學，那跟我們

的事奉有什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係啊！當我們知道，原

來我們所信的神是這位守約施慈愛的主。盟約神學就

給我們開啟了：工場、事奉的根基，也是我們失敗後，

回轉的對象，更是在巨變之中，穩定的標杆。這一位盟

約的神，更是我們得勝的時候，頌榮的對象。

我們有了盟約之神的認識，我們在事奉上才有一個

真正的根基和方向。神學不只是學問，神學是生活。

約書亞記一章7節，神再次鼓勵約書亞說：「只要剛

強、大大壯膽，謹守遵行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

切律法，不可偏離左右，使你無論往哪裡去，都可以

順利。」在第8節，類似的鼓勵再出現一次，這非常

明顯地強調了摩西的律法，我們能夠剛強壯膽，不只

有神學的整體性的思維，更是有明顯的聖經教導做引

導。聖經不是止於研究的階段，這說要謹守遵行，因

為聖經不只是給我們研究，聖經要遵行。假如是這

樣，我更願意，你的研究聖經、你的專注和你的投

入，是訓練你成為一位救生員，救生員也需要非常嚴

謹和專注的訓練。但是和水上芭蕾舞明星，就有完全

不一樣的果效，你我的努力帶來一個救恩的目的，求

主帶領。第三次，神鼓勵約書亞是在一章9節說的：

「我豈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不要懼怕，也

不要驚惶，因為你無論往哪裡去。耶和華－你的神必

與你同在。」是的，神的同在、信仰的經歷、靈命的

操練，成為我們更能剛強壯膽。

在我讀華神的那個時代，有一個教育理念，是看重

「靈命、學識、事奉」。不是只有學識，我們也有生

命的經歷、靈命的操練，也有事奉的操練。當然了，

現在有一個教育理念的 2.0 版，就是「所知、所是、

所為」，說的是同樣的道理。求主恩待，這一些的理

念，不只是理念，不只是停在官網上的幾句話，而是

你我一生努力的方向。

最近，美國有三位參議員來到台灣，其中一位是

坐著輪椅下飛機的，她是達克沃斯參議員 Tammy 

Duckworth。她曾經是一位軍人，在美國和伊拉克戰

爭的時候，她是直升機駕駛員，很不幸在一次任務之

中，被打下來了，但是她的同袍在飛機殘骸之中，把

她抱起來，拯救她，送到醫院。人是活下來，但是雙

腿卻斷掉了，她活在這樣的人生境況之中，繼續努力

活著。後來成為參議員。在紐約時報採訪她的時候，

人家問她：「妳失去了雙腿，還如此認真的活著。為

什麼呢？」她說了一句非常感動的話，她說：「我每

天醒來的時候，都會想到我的同袍，當年怎麼抱著我

穿過田野，逃離戰火。我每天都在想，我永遠不能夠

讓他後悔拯救我的生命」，所以她努力的活著，繼續

的效忠。假如對一個拯救她的同胞都如此感恩的話，

各位畢業生，你我都是被主耶穌拯救的，我們豈不更

應該努力的事奉祂嗎？以弗所書四章1節說：「既然

蒙召，行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願主帶領

你、帶領我，我們一同行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事奉

的人生。願神祝福你們！

(編按：本文為講員在畢業典禮之講稿，已經講員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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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後浪推前浪，一代新人追舊人！

各位主內的家人們平安！我是華神在校生致詞代

表，現任學生自治會主席哈勇武貌！

原本期待在本校燈光美、氣氛佳、聖靈同在之處的

三一禮拜堂，淚別、歡送49屆的學長姐們畢業。但因

著疫情關係，說好的 live，改以線上直播方式，原本覺

得失落，但仔細一想，今天各位學長姐們，可以光明

正大地將美肌開到最大，如同電影明星華麗登場，這

是何等大的祝福啊。

回想在華神的每一個日子，非常單純樸實，週一到

週五在校上課，週末及主日在教會服事，不但不刻板

無聊，週末更能挑戰自我！充實的生活，精實的鍛

鍊，保證在華神的日子，沒有一天是白活的！因為華

神的老師為磨塑學生而生，學生則是為了熬煉成材而

活。忠心良善的華神，邀請忠心良善的你，和我們一

起跟隨基督吧！

今天仍在校的學弟妹們，要為畢業的學長姐們向主

獻上感謝，因為祂在創世之初，就完成了今天華神第

49屆畢業生的名冊。各位是神在全世界78億9千2百

多萬的人口之中，所海選出來的佼佼者，概略計算，

從第1屆到第49屆，每315萬人口之中，才有一位華

神人，這比成為醫師、律師、機師更為困難了，相較

2300萬人口的總統，華

神人的任期則是一生一

世。

我 們 的 主 使 用 華

神，讓來自世界各方

的學長姐們，以不同

的身份背景，在不同

的時間點，進入不同

的學程，以及各樣的

課 程 安 排 。 過 程 之

中，我們的神就如同

窯匠，按著祂的心意

造瓦器，今天看到各

位即將畢業的學長姐們，不論男女老少、又高又俊、

又美又白，個個都有祂的美意與設計功能，不論過去

你是誰，如今各位都成為同一種人，有著同樣的記

號，有著最榮耀的名稱，那就是「永生神的僕人」，

窯匠看著祂所創造的瓦器，甚好！甚好！甚好！

面對如前浪蓄勢待發的學長姐們，身為後浪的學弟

妹們個個引頸期盼，當後浪推著前浪時，前浪帶著後

浪往前推進，一個接著一個，成為推動世界朝向神國

的浪潮。身為神的僕人，華神人一代接著一代、一棒

接著一棒，相同的方向，相同的呼召，相同的冠冕。

華神後浪推前浪，一代新人追舊人！再不多時，我們

將加入你們，一同奔跑那當跑的路。

各位學長姐們，雖然未了的話，就像指定閱讀的書

一樣多，但致詞3分鐘的鬧鐘已如末世警鐘響起，最

後謹代表在校的學弟妹們，提醒各位「身為315萬分

之1的華神菁英，陶造的日子結束了。接下來，就是

發揮瓦器被造的功能，為主—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至死忠心擺上。祝福各位學長姐們竭力奔跑不睏倦、

永不放棄，時時莫忘初衷，一

生討主喜悅。哈勇再次代表在

校生，恭喜各位！

▓在校生代表╱卓志鴻

華神49屆是非常特別的一屆，因為我們是最後一

屆與台北汀州校區有情感連結的華神人，我們親身經

歷華神搬遷到全新的八德校區，學校引入更年輕的師

資，正式成為教育部立案的神學研究院，進入一個

嶄新的時代。我們可能是夫妻一同修業最多的一屆，

有四對夫妻一同入學，三年學程結束又製造了一對美

眷；我們有李家景恩、景翔與景生三兄弟，還有徐氏

三姊弟(除了景恩與景翔外，其他沒有血緣關係)。華

神第一屆的跨文化研究碩士班，始於49屆。另有兩

位同學願意多花一年時間更深入教牧關顧與輔導，將

成為華神第一屆道學教牧輔導組的畢業生。更特別的

是，我們是華神創校五十年，第一屆無法出席畢業典

禮領證的畢業生，第一屆在線上舉行畢業典禮。

我在思考講稿時，有一個感動是關乎所有畢業生。

依據同學們入學的見證，直到我們最後的畢業講道，

檢視華神三年我們如何回應主的呼召？我們是否仍

一本初衷？天皓說：「『當耶穌來敲門』，我就毅然

決然辭職報考華神」。丹菱說：「我覺得不行」，但是

上帝說：妳要「成為祝福」；徐倩倩徬徨無措的走在

街頭，因為看見「以馬內利」，使她感到「漫天烽火

見黎明」；包涵在包水餃的時候，聖靈感動她：「妳

愛我比這些更深嗎？」，最後她明白「問世間愛為何

物，叫彼得生死相隨」；信義會的麥子訓練學校帶領

小光進入醫院服事，她也以「信心與醫治的交會之

處」回應神，願意回到呼召之地；峻彥在麥子訓練學

校的「使命與異象」課程中接受呼召，他要帶領會友

「想想，你認識的神」；宜恩因為「差點就能」登上

OM機構的忠僕號感到遺憾，但是神要在不同的地方使

用妳；燦球在忠誠號上服事時領受呼召；徐青面對家

人對信仰的劇烈攔阻，仍然一無反顧，決定「活出當

下的意義」；素蓮認為這是「一件美事」；德恩雖然

面對研究所未完成的課業，與腫瘤的攔阻，但他依舊

「雄懷大智」接受呼召進入華神；子軒看見外籍移工

「仍然在飢餓」，就定意效法耶穌道成肉身付出愛，

來回應主的大使命；茂榜決定跟隨耶穌，對於世界的

生離死別，爭名奪利就如「滄海一聲笑」一笑置之；

世忠終於接受並回應 主的呼召，這才發現自己是「上

帝限定的至寶」；慶珈回應聖靈的感動，願意獻上自

己「不卑不亢的事奉」；悅岑挑戰自己的病痛，打消

休學的念頭，因為她看見「末日盼望的底氣」；徐證與

上帝角力六年，經歷各種破碎如同「生命的淬火」，他

終將成為百煉的精鋼；倩玉說：「找對靠山，有如神

助」憑信心倚靠神，回應神的呼召；孝恂藉努力向學

回應神的呼召，求神的真光照耀在她服事的道路上，

如同「古道照顏色」；景恩遺憾未在青年宣道大會回

應呼召，但主已內住你的心中，所以你有「迷茫中的

堅定」；上帝透過景翔的岳父指示他服事的道路，明白

華神的裝備是重要的「行前說明」；景生不僅蒙召接

受裝備，還在學校中覓得終身伴侶，領受了九千萬的

祝福，真是名符其實「有福的人」；夫妻檔同學們的回

應，更讓我們看見上帝的奇妙。媛婷說：「今天這經應

驗在你們耳中了，跟隨彌賽亞的釋放之旅」，恆安說：

「我也為此而來」；蔡小新回應神，要走向「合乎中

道的事奉之旅」，楊小愛補充：還要「奔跑不放棄」；

牧耘持守「揪緊神心意的牧養」對永曄說：「你被捕

了！」 。他們的回應讓我們看見，神使他們彼此心意相

通。我說：主啊！「我願意！」將我人生的下半場，全

然獻給主！相信49屆的華神畢業生願意獻上所有，回

應帶有應許的呼召—「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

們。他們必以知識和智慧牧養你們。」（耶三15）。

最後由衷感謝所有老師在神學與聖經知識的教導，

也感謝學校各處室的同工們，在生活與學習的過程中

協助與支援我們。雖然，我們沒有實體畢業典禮的鮮

花，歡呼與尖叫聲，但是我們有充滿創意的同學，使

我們享受了兩次的線上畢業典禮。即便沒有畢業旅

行，沒有謝師宴，我們卻要將這份情感放在我們的內

心深處。無論我們缺少了甚麼，神的愛都充滿我們，

願上主永遠與我們同在！

▓畢業生代表╱梁興瓊

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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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    

金容善

充滿神的恩典，朝著標竿直跑。

神學碩士科    

林智偉

謝謝母校提供很棒的師資與學習環

境。

何玉書 

主耶和華說：我必親自做我羊的牧

人，使他們得以躺臥。失喪的我必

尋找，被逐的我必領回，受傷的我

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

包涵 

主呼召我們來自四方，主差遣我們

前往各地，願那日我們盛宴相聚。

朱德恩 

聖光照耀顯主榮，萬有降伏崇聖

神。恩主真愛賚真益，福音義理生

義人。

李天皓 

全是恩典，全力以赴。

李景生 

願一生跟隨基督，願謙卑依靠聖

靈，願榮耀歸於父神！

李景恩 

願 賜與我智慧，有以基督為中心

的事奉，所說所做只為榮神益人

李景翔 

踏上回應託付的路 

徐青 

為著在華神與老師、同學共處的一

年半時間，無限感恩！無比珍惜！

徐倩倩    

感謝上帝，感謝每位老師和所有

同工 。

張孝恂 

追求神在我生命中的重量，並永遠

以祂為樂！

習永曄 

求主助多事奉你，求主助多讚美

你，使我活在主愛裡，永遠隨主不

轉離。

陳牧耘 

既是藉主恩典蒙召，未來作工靠主

得力。

曾世忠

主知道！

李宜恩 

我是軟弱的，主是剛強的，而我是

在主裡的人。

徐證 

華神三年光陰雖似箭，卻認識耶穌

恩典夠我用，這段時日必是未來難

忘的時光，願未來服事道路，能與

華神同儕齊心共奔、不負主託。

 教牧組     
謝惠忠 

你去哪裡，我也去那。

你住哪裡，我也住那。

你我一國，出死入生，永世不息。

何書亞 

神學是一段過程、

學神是永遠旅程。

陳中凡    

Study yourself full. 

Think yourself clear.

Let yourself go.

林悅岑 

神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

曾看見，耳朵未曾聽見，人心也未

曾想到的。

神學組

道學碩士科    

王素蓮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識至聖者便是聰明。

黃頌妙 

感謝主賜下手足家人，成全我完成

學業，願全家族跟隨主不後退。

尹倩玉 

我想感謝上帝的預備，師長的教

導，牧長的成全，同工的扶持，同

學的陪伴，家人的等待。

朴燦球 

華神三年，看我軟弱、愚昧、極限

的三年，也經歷祂大能、智慧、無

限的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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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興瓊 

求主充滿，願奉差遣！

孟慶珈 

一生  認識我的主  

完成主託付

羅丹菱 

謝謝家人及教會對我的支持和鼓

勵，也謝謝上帝一路同行。

洪子軒 

宴席既已預備，傳遞便成使命…

感謝家人朋友一路支持代禱！

洪茂榜 

願一生能聽主聲音、順主旨意、隨

主腳步、傳主福音 

莊峻彥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不致缺乏。

跨文化研究碩士科    

孔薇 

當呼召成為事實，回應就是義務。

奉主差遣，永不言遲！

歐陽允諾 

不論前往何方，只要是祢帶領，願

我緊緊跟隨。

郭懿萱 

莫忘主恩，忠心擺上。

陳德華 

能獲救恩並非我多好，只因神愛我

多深；可獲文憑並非我多強，只因

神恩典夠用

游懷恩 

感謝同路人，相約在主裡，期待再

相會。

蘇達雅 

雖 不 知 前 方 路 ， 但 願 我 「 不 保

留，不退縮，不後悔—Wil l iam 

Borden」與主同行。

聖經碩士科    

蘇婉婷 

從未想過花了九年才完成裝備。華

神陪伴我從單身、結婚到懷孕生

子。這九年的裝備將成為未來事奉

的養分。莫忘初心！

翁嘉瑋 

六年奮戰  靠主恩長 

視野被展  為主顛狂  

范心潔 

入學到畢業真是脫胎換骨般，重新

整理了信仰與生命，感恩師長的教

導與談話，獲益良多，深深感恩！

 宋慧君 

感謝神以厚恩待我， 願為神夢想

發亮光。

皮業福 

要感謝的人太多，就感謝主罷。為

我禱告、教導、陪伴、幫補者，願

主紀念你。

陳俊儒 

感恩！再感恩！

陳日馨 

感 恩 有 主 ， 感 謝 有 每 一 位 你 和

妳。畢業咯！超開心！May I keep 

growing in heart for God and men. 

簡建城 

聖殿重建今生願，

金街玉城永世望。

~受洗所贈聖經題字

王綵瀅 

惟願一生被神使用！

毫不保留、絕不退卻、永不後悔！

庾梅苑 

做主器皿、盛主旨意。 

吳苗姍 

與主奔跑   到哪兒都好

張瑋娟 

當我越認識神，就越體會到自己的

不足，讓我學習謙卑地尋求、倚靠

祂！謝謝家人、師長、同學、教會的

陪伴與鼓勵！感謝神慈愛與施恩的

手扶持我，未來一切在主的手中！

郭舒寧 

感謝華神教會我最棒的功課，一輩

子作我夫子的學生是最幸福的！

鄧台山 

感謝神，能夠完成神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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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樹 

很感謝神，能在華神受裝備二年，

很充實的二年。謝謝師長、同工、

同學們的愛護與幫助，謝謝您們！

鄭吉原 

感謝主，感謝學校、老師栽培。仰

望主恩，跟隨主蹤 。

盧怡雯 

每一步都是神的恩典

教牧碩士科
 路得神學與教會建造組     

李曉薇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

他，他就必成全。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魏聖哲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不至缺乏。

余榮華    

起身趕車赴新塾

月影已淡日光出

問君何樂勤此學

只求略識至高神

梁善居 

活到老學到老  

畢業是另一段學習的開始

曾許達 

感謝主的恩典，願主繼續帶領，信

心跟隨！

史葉小瑛    

在人這是不能的，在神凡事都能。

( 太十九26 ) 

王世傑 

感謝主，華神的良師益友是最大收

穫！

何友友 

主恩的滋味實在美善～一千多天

裏，領受的不僅是南北奔波和報告

滿溢，更有神恩典夠用、出入平安

的賜福，交織成一條奇異的恩典之

路！ 

陳星榮 

感謝神給我四年的機會，感謝師長

的教導，願發揮所學，榮耀祂！ 

沈國芬 

感謝華神四年栽培， 

一生願為合用器皿。 

駱月絹 

感謝神！四年的華神學習，神讓

我的生命開到水深之處。

職場事奉碩士科    

藍育成 

雙職事奉。發光作鹽。廣傳福音。

為主見證。

黃立文 

過去準備課業時，很期盼趕快畢

業；現在心中卻不捨，這段豐富的

旅程。

蕭富道

感謝學校及老師和同學們的教導及

關懷，讓我從驕傲、自我為中心成

為願意謙卑受教的器皿。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許耀分 

感 謝 華 神 老 師 用 心 栽 培 神 國 人

才，有您們真好！

黃奕文 

經歷過單單倚靠祂，靠著恩典過生

活，與神的關係就不一樣了！

李俊宏 

若不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勞力。

(詩廿七1)

李恩慈 

感恩老師教導，

願靠主恩傳揚。

劉婷華 

願我的裝備成為我家小小牧區的祝

福！

王姚萍 

在學校造就的過程，就是生命的更

新與煉淨。

林天安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數算不盡，

高山低谷永遠相伴不曾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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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月紅

因為越唸越心虛而延畢。前2天滿

66歲的我，今天終於領到證書，以

免十年來的60幾個學分，全都歸零

了！

延伸神學證書科    

蔡慧宜

學神之路，未到終點，晝夜思想，

靈火相伴，浸透主恩，滿溢恩典，

豐饒無限，直奔標竿，忠心到底，

我心所願。   

王意智    

非常感謝華神師長們的教導，讓我

真的學習與認識到：阿爸天父是憐

憫有恩典的神，並有豐盛的慈愛和

信實。

彭德馨    

感謝主！感謝華神師長！學神之路

無止境，願為主用！

陳端恩    

學習是為了可以更多服事主、更深

認識主。因此畢業只是一個階段的

里程碑，願一生常在神的腳前聆聽

祂，學習祂的道、緊緊跟隨祂。

陳華寶    

於中華福音神學院推廣處進修，感

謝華神老師熱心的教導與同學之間

互相的扶持。為華神更多益人來禱

告！

陳雅玲    

寶貴聖靈住我心，使我得著感恩

心。耶穌恩典激勵我，見證生命傳

福音。

潘琪祿    

感謝神，教導我們自潔、脫離卑賤

的事，願在聖靈帶領下作主合用的

器皿，有福份參與神大能的福音事

工。

林政嘉    

感謝神指引腳步，七年前入華神讀；

生命低谷有神助，引領我走恩典路；

蒙恩才更認識主，職場事奉兩相顧。

蕭永欣

在神的光中，我們得以見光；

在神的愛中，我們生根建造。

許文龍    

感謝上帝恩典，牧長老師的鼓勵，

才能在屢屢放棄的軟弱中畢業了。

我雖軟弱，我主剛強，讓我一生，

奔走天路。

何榮森    

今日我以華神為榮，明日華神以我

為榮。在基督裡不以為恥，為人無

可指摘；只求裝備滿載、為主上

路。

劉薇薇    

在華神六年中，受了靈命上的裝

備，也感謝老師教導與同工的愛

心。願畢業後，未來的生活能更盡

心竭力活出基督的樣式。

王君岩    

感謝神，以五餅二魚經文，五天四

次呼召我。謝謝家人、教會陪伴我

生命成長，謝謝華神老師的榜樣~

用生命和愛分享神的話。

嚴玉惠

感謝主，在這段學習的過程中，讓

我真實地感受到＂以前風聞有你，

現 在 親 眼 見 你＂，感 謝 老 師 的 教

導、同學的陪伴，更感謝家人的鼓

勵。

李文欽    

畢業了，全心全意在神國度服事。

願我餘生謹遵主話，為主所用，謙

卑服事，榮耀主名。感謝神！感謝

華神師長。

李富山    

華神的學習，讓我更瞭解到神旨意

的尋求和傳福音的使命是一體的。

謝謝華神所有牧長、老師、同學和

弟兄姐妹。

蔡菲芳    

感謝華神的聖經課程，使我信仰得

以被造就也更加堅固對神的信心，

在人生的道路上更多經歷主的眷顧

與同在。

林  芑    

感謝神設立華神、師母推薦、老師

盡心講解教導、同學們讓我有美好

學習環境。華神教導是追求神一生

的基礎。

侯懿衿

感謝神帶領，聽老師們傳講神的

道，都讓我感到無比享受和興奮，

感謝神！愈了解聖經，愈謙卑，是

我至今謹記在心！感謝神提醒！

許清翔    

感謝神，年過半百後還能工作之餘

繼續學習，接受神學裝備，如今順

利畢業，這都是神的恩典。一切榮

耀皆歸於神！哈利路亞！

蔡純安    

信心之旅，不遠千里，

蜿蜒曲折，芳草萋萋，

豐盛恩典，得失之間，

增長智慧，神言細膩，

卷卷珍言，夜深不倦。

周美岑    

感謝華神豐富的課程、老師諄諄的

教誨，讓我能在真理上扎根和學習

實踐。謝謝華神！

盧武漢    

感謝神！進入華神延伸部接受備從

2019年2月到2021年5月800多個日

子在讀經上有很多收穫，謝謝華神

教過我的老師們！

鄭慶平    

經過800天，畢業了。為了多認識

神，多明白神的話語，選擇華神延

伸部就讀，獲益良多。盼一切的用

心與努力，蒙神喜悅。

藍苑翠

感謝神長闊高深的愛重生了我，成

為祂的後嗣。感謝華神及老師們讓

我有機會得以認識耶穌基督為至

寶，以祂為樂。

黃舜賢    

感謝主！經過三年修課，如今要畢

業了。收穫甚多，對聖經有多一點

整全了解，還有很多可以學習的。

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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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哲偉

感謝神的帶領，讓我有機會來華神

學習，華神跨宗派的神學教育，幫

助我從不同的面向，更深入地認識

神與祂的道。

趙琪玲    

感謝神的帶領！感謝華神老師的教

導、教會，同學及家人的扶持。聖

靈引導，努力面前，向著標竿直

跑。

田哲維    

傳主福音，作主門徒，

守主聖道，候主再來。

▉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海外）

程雲哲    藤俊梅

▉ 延伸神學證書（海外）

廖瑞娟    孫至誠    蔣豐玉    梁穎婷    胡倩儀    

薛家珍    徐綺雯    莊鴻婷    蔡錦強    周淑賢

廖錫明    董丹斌    梁潔芬    陳定國    劉蘭卿

胡靜儀    林東玲    梁配嘉    李映笑

▉ 延伸神學盲生網路聖經（海外）

饒震冬    孟  毅

▉ 結業／延伸神學證書

高生榮

▉ 結業／延伸神學證書(海外)  

唐啟翔    阮張淑珠    陳文淇

▉ 結業／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海外）   

曾金鳳    何莉麗

▉ 結業／延伸神學盲生網路聖經（海外）

喻  妍 

「感謝神！也感謝協同會差會37年前，無償提供

福音大樓三分之一的空間予華神作為第二期擴校使

用！」福音大樓於7月13日開標並以新台幣約39.29億

元售出，本院戴繼宗院長指出，福音大樓是由四個單

位共同使用（台灣基督教協同會、伯大尼美國學校、

中華福音神學院、遠東福音會）。

多年前華神與伯大尼美國學校均因擴校需求計劃搬

遷，促成出售福音大樓作為擴校經費之用的想法。過

去兩年，在協同會差會的同意與支持下，四個單位協

商後，達成出售福音大樓的決策。

建價補償八德擴校尾款

華神為了因應加入教育部的相關規定，經過十多

年的努力，在桃園八德購買2公頃土地、建設新的校

園，終於在2019年把主要的校區搬到八德。在台北汀

州校區本院保留推廣教育處的辦公室與教室，但是整

體汀州校區所需要的使用空間就沒有像之前那麼大的

需求。

汀州校區有兩棟大樓，華神大樓單純是由華神推動

奉獻、建設完成，所有場地也歸華神使用。而福音大

樓則除了部分樓層為華神所建設、使用，大部分樓層

分屬於其他三個單位。其中佔樓地板面積最多的伯大

尼美國學校，也在林口建設新的校園，學校也於2019

年底遷到林口。

因著伯大尼與華神主要的校區都遷離台北市，加上

兩個學校建設新的校園都還有為數不少的貸款，所以

本院與福音大樓其他兩個單位經過

充分的溝通，共同作成出售

福音大樓的決議。

經過兩年多的努力，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於今年7月

13日由國美建設與濟盟建設兩個公司共同得標。

戴繼宗院長表示，按照華神所持有建築物的比例，

華神扣除建物加值營業稅後可以獲得約4億8千萬左右

的經費挹注，對華神要支付八德建校尚有1億4千多萬

的貸款，以及接下來協同會差會將華神大樓的土地過

戶給華神，華神所要支付粗估2億2千萬以上的土地增

值稅帶來極大的幫助。

地價補償華神大樓重建

福音大樓地價方面，目前協同會差會仍與四個單位

進行協商，因福音大樓的土地屬協同會差會所有，協

同會差會將按比例把出售地價扣除相關行政費用後，

奉獻給原屬福音大樓的四個單位，由於需完成政府部

門之法令規定，估計仍需要幾個月時間處理相關行政

程序。戴繼宗院長表示，這筆奉獻將主要用於華神大

樓的重建計畫之上。

作為華神第一期建校工程的華神大樓，自1979年落

成至今，42年來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神國工人，惟華

神目前已遷校八德，加上華神大樓已屬老舊建築，重

建計劃將推動華神邁向新里程。戴繼宗院長透露，未

來華神大樓的重建，將會以宣教大樓為大方向，盼能

成為連結台灣教會、機構與差會之福音基地。

「在這個地方，期待看到華神跟台灣教會心連心、

手牽手，一起邁向完成福音大使命的託付！」戴繼宗

院長表示，過去華神第一、二期建校之所以能夠順利

完成，都是宣教士帶著福音使命來到台灣，他們所買

的土地與無償的奉獻支持；因此，華神大樓的重建

期盼能承接與效法協同會以及過去宣教士留下來的榜

樣，讓這塊土地與其上的建築能更多使用在宣教與傳

揚福音的工作上。

在此，本院也特別感謝為華神八德建校奉獻的所有

個人與團體，您們的奉獻幫助華神可以順利完成三期

建校的工程。因著福音大樓的出售，所有八德建校的

財務缺口已經都補齊，同時亦為華神大樓重建計劃帶

來推動與發展資金。有關八德建校的最後收支決算，

本院將於下一期院訊作進一步的說明與報導。

▉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

馬成德

讚美主！謝謝華神開設了多媒體課

程，使我在身體、心靈的滋養當中，學

習良多。願學以致用，將上帝的愛、主

的福音傳揚出去，使更多人心靈得到

拯救，這是從上帝所託付的大使命。

史義雄

感謝主！軍職退修後能完成延伸制

畢業。以前與神摔跤，不願順服，

今明白依靠聖靈，效法基督，走十

字架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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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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全年需要            

六月份收入         六月份支出         六月份餘絀
 109學年度 109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累積支出

經   常    費  100,924,204  4,694,861   9,047,108         -4,352,247 105,138,780 97,603,371         7,535,409
學   生   助   學    金   11,801,000     241,598       522,846     -281,248   13,640,173   5,978,533    7,661,640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3,800,000     170,963               30      170,933     2,871,223   1,533,083    1,338,140

合                         計      116,525,204  5,107,422           9,569,984         -4,462,562-4,462,562       121,650,176     105,114,987       16,53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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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532                             678,345,702   -141,654,298
                          因福音大樓出售得以補足新校區建築尾款費用，感謝弟兄姊妹的代禱記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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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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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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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神錄取名單】

感謝主差遣祂的工人接受裝備，

本院2021學年度招生考試已順利

完成：教牧博士科2名、宣教博士

科2名、神學碩士科2名、中華福音

神學研究學院(教育部立案)道學神

學組4名、道學教牧組6名、道學輔

導組4名、跨文化研究組4名。

中華福音神學院(內政部)校本

部道學碩士神學組5名、道學碩士

教牧組4名、道學碩士教牧輔導組

5名、聖經碩士2名、跨文化研究碩士3名、基督教研

究碩士8名、基督教研究證書10名、神學碩士2名；高

雄分校聖經碩士3名、基督教研究碩士1名、基督教研

究證書3名。將於九月八日舉行新生訓練，九月十三

日正式開學。

請繼續為今年新生代禱，使每一位新生在各方面都

有好的預備，得以在學習中不斷成長，成為主合用的

工人。

【中華福音神學院2021學年上學期學分班─隨班附讀】

2021年碩士學分班歡迎大專畢業、已受洗之基督徒

踴躍報名，報名及繳費日期為2021年八月二十三日至

九月三日。報名方式請進入中華福音神學院官網之教

務處，點選碩士學分班下載檔案並完成表單填寫。

上課日期為九月十三日至2022年一月十四日止，

九 月 十 三 日 至 九 月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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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9:00的「青少年牧養與輔導／莊舒華

老師」；週三晚間7:00-9:30的「向耶穌學習提案力／

陳志宏老師、黃志靖老師」。

若有相關問題可洽詢：（03）2737477轉教務處或

電郵 creditcourses@ces.org.tw

【2021台北研經培靈會】

2021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十月五日至七日舉行。主

題「教會的覺醒與重整」。

今年下午研經時間為程玲老師(使徒行傳研經)、吳

榮滁牧師(耶利米哀歌研經)，另外增加一堂神學反思

講員譚國才牧師(見證中經歷主愛)，晚間培靈則由林

鴻信老師主講。目前雖是防疫期間，籌備工作沒有間

斷，請主內弟兄姊妹代禱事工順利、有主恩典。歡迎

華神之友及教會團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參加。

【華神期刊╱歡迎您來投稿】

華神期刊的宗旨是本於福音信仰，探討內容包括聖

經、神學、歷史、實踐等學術課題，也包括以書評與

學術會議評介的形式之文章。本刊第十二期將於年底

出版，誠邀具原創性且未經發表之學術研究文章，來

稿勿一稿兩投，歡迎您來投稿。

相關徵稿須知，詳參基督教神學與宗教

研究中心網頁，或聯絡：(03)2737477轉

1521、Email：research@ces.org.tw李傳道。

【人事公告】

謹公告本院新學年度人事異動如下，並自2021年八

月一日起生效：戴繼宗院長代理校友關懷中心主任；

黃正人老師擔任神學研究所所長；何世莉老師擔任教

牧宣教研究所所長；李牧權弟兄擔任企劃處主任；莫

啓宇弟兄擔任總務室主任。

投稿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