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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神學研究學院教授、基督教研究智庫理事長／林鴻信
我的老師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1964年寫了
一本轟動全世界的著作－《盼望神學》，就是建立在
「結束就是開始」的想像中。這句話其實來自詩人艾
略特（Thomas Stearns Eliot），「我們稱為開始，經常就
是結束」。親愛的畢業生們，你記不記得你新生的樣
子？當你成為新生的那一剎那，有沒有心理準備你會
成為畢業生？時間過得很快，好像「開始就是結束」。
對我而言亦是，32年前，我是新任老師；32年之
後，我是退休老師。就任就是退休，新生就是畢業
生。感謝主，艾略特還有下面的這樣一段，「走向結
束，就是走向開始」。所有的結束，不是真正的結
束，是準備下一個開始。各位畢業生，你們可以經歷
到學校學習的結束，教會服事的開始。「結束」積極
地來看，就是我們「開始」的起點。

一代的結束，就是一代的開始
聖經有非常多的例子：摩西的結束，約書亞的開
始；以利亞的結束，以利沙的開始；門徒的結束，使
徒的開始；保羅的結束，提摩太的開始。當我四年前
跟一些同工組成基督教研究智庫時，我們一起注意
到，每個世紀100年當中的20年代是非常重要的，那個
20年代就差不多像青年時期，影響人的一生。
21世紀的20年代是2020-2029，也就是今年是21世
紀的20年代第3年，開始就是結束，但我們要讓結束
成為開始。來到今年，我想特別提醒，對台灣的宣教
來講，有兩個重要的紀念：「馬偕150」－馬偕來北
台灣宣教150週年，以及「聖靈復興50」－泰雅爾聖
靈復興50週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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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年，泰雅爾教會在平地的力量入侵下，整個
原鄉勢力瓦解、家庭瓦解，到處酗酒，男人失業，喝
酒後回家發生許多家暴。教會軟弱無力的情況之下，
有四位不識字的家庭主婦，在極度痛苦當中，聚集禱
告，經歷聖靈充滿，深刻體會到自己的生命需要認罪
悔改，經歷生命的更新。不到八、九天，她們組成福
音隊，到各部落去巡迴見證聖靈的大能，很難想像，
她們大部分人都不認識字，這發生在50年前的聖靈
造訪，所帶來的所有記號、特徵，更像是一場教會復
興，發生在我們不熟悉的新竹、桃園、宜蘭的山區。

以利亞的結束，以利沙的開始
今天所讀的經文－列王紀上十九章11至19節，記
載了一段關於以利亞，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在
十九章之前，以利亞經歷了他生命中最輝煌的燦爛時
期，那是他生命的高點，一個人打敗了450個拜巴力
的先知，接下去這個高點突然好像碰到頂了，這個高
點、他生命的飛揚，好像馬上就面臨挑戰！王后耶洗
別派人追殺他，這位先知從北部迦密山，一路逃到別
是巴曠野，算一算大概有180公里。
不只這樣，他還在跟神耍賴，天使幫助他上何烈
山，他到了山上也不積極，他住在山洞裡。耶和華的聲
音忽然來到：「你出來，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我想
對以利亞來講，這是一個很震撼的要求，他在逃避耶
洗別，更像是在逃避神，不是嗎？他好像有一句話，用
動作表達：「我不幹先知了，讓我死吧！」耶和華向他
彰顯，很奇怪，有烈風，不在風中；有大地震，不在地
震中；有火，不在火中，反而是在火後有個非常微小
的聲音，對他說：「以利亞阿，你在這裡做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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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上帝給了以利亞三個任務：要膏哈薛作亞蘭
王、膏耶戶作以色列王、膏以利沙作先知接替他自
己。17節我們把它簡化，這兩位王、一位先知，將主
導下一段的歷史。18節大家非常熟悉，19節我們看到
以利亞再次作先知了，他執行一個重要的任務：找到
以利沙，讓他跟隨自己，要以利沙成為一位大有能力
的先知。

穌基督繼續主導歷史，也會繼續呼召一代又一代的跟
隨者，交給他們使命與任務。

馬偕在台灣的服事我實在很難想像，1871年底他離
開加拿大，離開的時候很感傷，他說：「如今我與我的
故鄉相隔遙遠」，白話來說，「我不知道我還能不能見
到我的爹娘，我不知道還會不會回家」，他很恐慌、也
很傷感。來台灣第8年後，他第一次返國述職，他已經

我們如果把前後文稍微再仔細思考，那個微小的聲

捨不得離開台灣，他對海外宣教的委員會的主委說：

音，不在風中、不在火中、不在地震中，代表的是什

「我仍然看不出前往加拿大是我的職責，但是既然您一

麼？不在那些光彩當中、不在那些掌聲當中、不在

再地寫信提及此事，我只好心不甘情不願地去了，我發

熱鬧的場合，反而是如果我們沒有仔細聽，我們會忽

現這比起我在1871年離開家鄉加拿大更加困難。」

略，那是歷史主宰的聲音。

你能想像嗎？八年時間他的家鄉變成台灣，他無法

馬偕第一次來到淡水，從北邊進來，他的右邊是觀
音山，左邊是淡水城。當年的淡水在台灣是大城。我
想他心中一定是很多思緒，淡水城的熱鬧繁華，不
是很吸引人嗎？觀音山青翠山巒所代表的一種靈性嚮
往，不也是他所追求的嗎？或左或右，以賽亞他聽到
「這是正路，要行在其間」。既不是完全脫離人間俗
世，也不是完全不進入這個世界；既不是完全在山上
與主親近，也不是不顧人間，在天上不回來。
我真的感受到馬偕為了那句話「此地就是了」（This
is the land），付上了29年的人生，並且從不猶豫，包
括在最困難的1895年。他的自傳結束的時候，他形容
「這個自傳是一本沒有完成的書，真正的故事尚未結
束，才正要開始」。有沒有注意到，他說結束就是什
麼？他在挑戰每一個閱讀這本書的人。我把他寫在這
裡，你也讀到了，你有聽到邀請嗎？真正的故事，尚
未結束，它才要開始。

耶和華要以利亞為祂設立兩個王、一個先知，並且

離開台灣，比他八年前離開加拿大還痛。因為他要回去

對以利亞說，你出來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不要在山

加拿大兩年，返國述職。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患上很

洞裡面，不在風中、不在火中、不在地震中，而是在

嚴重的喉疾，事實上是惡性腫瘤，病情很嚴重，大家勸

火後微小的聲音裡。幾年前美國有一個希伯來文專家

他到外地去度假，但是他不願意離開台灣，吳威廉牧

來台灣演講，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用很多比喻來描述

師寫說：「他拒絕到加拿大，他已視福爾摩沙為他的家

那個「小聲音」有多小，只能說像雪花落地或在光線

鄉，到加拿大對他來說則是遠離家園，他打算死在台

斜射中，看到灰塵著陸的那種聲音。好像有，又好像

灣。」

泰雅爾聖靈復興的結束，聖靈再度造訪台灣的開始

哪裡有上帝的呼召，那裡就是我的家

1872年，馬偕來到淡水宣教，是結束沒錯，但是
1946年，另外一對宣教士夫婦－孫雅各、孫理蓮，
孫雅各不只擔任台神院長，剩下的時間他全部放在泰
雅爾地區宣教，他是最早期推動對泰雅爾族宣教工作
的宣教士，那是1946年。1972年聖靈如一陣強風，把
已經快要死亡的教會再次復興起來，被使用的器皿幾
乎都是沒有讀過書的，一個字都看不懂，他們到處傳
福音，剛好是馬偕來台第100年，真是巧合得讓我心
感覺到有神聖的旨意在裡面。1973年6月25日，也就
是50年前的今天，是華神第一屆畢業典禮，你們跟那
場復興運動是有交集的，千萬不要錯身而過。

沒有，是無聲之聲（sound of silence）。
人領受神的呼召，有時候也是無聲之聲。神呼召以
利亞，跟隨著神所主導的歷史，三個使命。但後面的發
展讓我們看到跌破眼鏡，以利亞只完成一個！膏哈薛
作亞蘭王的是以利沙，膏耶戶作以色列王是以利沙的
門徒。經歷了三代人，三代人完成這個託付，三個使命
不是由一代完成，一代做不完，三代才完成任務。

馬偕宣教的結束，台灣教會的開始

馬偕當時就寫了一首詩《最後的住家》，所指的就
是淡水。他要在那個竹林搖動蔭影下，聽到海浪的波
濤，找到他一生在地上最後的住家，我們在地上的最
後一站，就是墓地，馬偕的墓地正是在淡水。這樣的
愛，我們在人間真的很難想像。
1895年4月，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簽署《馬關條
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5月日本從基隆旁邊登

當我們有這個聖經故事在心裡的時候，我就想到馬

陸，從北到南，一直打到年底，到處都有騷動、混

偕1872年3月9日一個人來到淡水傳福音，這在宣教歷

亂，沒有想到馬偕那時候全家在加拿大（那一年是他

史上很少見，不是團隊、也不是夫妻，是一個人。他一

第二次返國述職），馬上決定10月全家從加拿大回到

個人來到淡水傳福音，他怎麼辦？他不會講台語，需要

戰火中的淡水。11月馬偕回到淡水，台灣還在動亂。

先學台語、他需要傳福音、還需要招募這些願意信主
的人讀神學，這樣他將來就會有同工。在第一年，他三
樣事情都開始了，他一開始傳福音台語很差，但是他
很積極，有人信主。信主的人當中他招募了年輕的信
徒，作他的學生，沒有教室，在大榕樹下開始教學。

同一年年底，梅監務、蘭大衛、廉得烈都是當時英
國最菁英的知識份子，其中蘭大衛是醫師，梅監務、
廉得烈都有神學訓練，他們也是來到台灣，也是在最
動亂的1895年。隔年，廉得烈留在台南，梅監務、蘭
大衛到彰化接替先前的盧嘉敏醫師的醫療傳道事工。

他在日記裡面說：「我決定要教導年輕人，使他們

盧嘉敏來台灣時22歲，他只做了四年，傷寒病逝，26

與我一同傳道，我們走遍北台灣，七年之內，我住在

歲就離開世界。所以蘭大衛急著要去接他的工作，後

淡水的時間，只有175天。」為什麼要走遍北台灣？

來建立了彰化基督教醫院。

他不只是在草地上教學生，他帶著學生去傳福音，這
個學校是移動的，是跟著傳福音的事工結合在一起。
七年內，他沒有住在家裡，大部分的時間都在外面，
住在家裡175天，不到六個月，簡單的說，七年內有
超過六年半他不在家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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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人。不只這樣，裡面大概有20幾個教會，還配搭他
學校所培養的婦女聖經老師。

2022年，馬偕宣教150週年、也是聖靈復興泰雅爾
教會的50週年；6月25日，我們在這個地方舉行華神
第50屆畢業典禮。華神的故事、台神的故事，我們
中間還需要那個隔斷的牆嗎？我們能不能經歷更大的
聖徒相通？宣教士他們來台灣，不是跨過很多牆嗎？
馬偕來台灣不到八年，他已經不作加拿大人了，他是
台灣人，他沒有辦法離開台灣，很痛苦，比八年前離
開加拿大還要痛苦，那種愛在人間找不到；但是，耶
穌基督自己也是這樣，「哪裡有上帝呼召，那裡就是

我的家」，道成肉身，來到我們當中，不是嗎？那種
愛今天還會繼續燃燒嗎？我們還有機會經歷到更廣
的聖徒相通嗎？一定要說你什麼派、我什麼派；你
是什麼神學、我是什麼神學；你是哪個神學院、我是
哪個神學院？我們能不能有個更廣的視野，就是上帝
國的視野。1872年馬偕抵達淡水的結束，盼望2022年
台灣教會覺醒的開始？1972年聖靈復興教會的結束，
我們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禱告，讓2022年成為聖靈再
度造訪的開始？我們一起來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為今天的學習獻上感謝，主你差
遣以利亞成為一個見證，再偉大的先知，他的事工都
有結束的時候。我們很難接受我們的高峰期不能夠
持續，很狼狽、被追上、失去掌聲，主你用那無聲之
聲，不斷牽引我們，讓我們知道，我是誰。只要有你
的呼召，我們就知道我是誰。
主也謝謝你，藉著這個無聲之聲，你展現了你是歷
史的主宰，也展現了我們的生命只有配合主你的帶
領，成就你所喜悅的歷史，我們才能夠找到價值。謝
謝你讓我們看到，在華神有這麼多年輕的弟兄姊妹，
他們經歷了這段學習，學生的時代即將結束，服事的
時代即將開始，我們祝福這些年輕的弟兄姊妹，求主
你喜悅使用他們，來成就你在帶領、你在主導的歷
史。願你的感動常常與他們同在，也與我們當中不同
世代的人同在，讓我們能夠經歷到，在不同世代中我
們仍然是聖徒相通，讓我們能夠從宣教士學到，不同
國家、不同族群、不同背景，仍然可以彼此相愛。讓
我們能夠更多去拆毀那隔斷我們的牆，讓我們的心胸
視野被打開。
主你過去所做這個奇妙的事，150年前你所呼召馬偕
的見證，相信不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
相信，50年前在最不可能的地方，當泰雅爾的教會荒
涼、破落，找不到希望的時候，主你再一次的讓他們
振作起來，成為基督精兵。我們求你讓我們在今年，
21世紀20年代的第3年，我們看到過去兩個宣教紀念
的時候，這兩個宣教紀念會成為烈焰，在我們的心裡
燃燒，從基督來的愛像火焰一樣燃燒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們不斷地在各種吵鬧的聲音當中去聽到那無聲之
聲，並且堅決的跟隨。求主你把這個恩典賞賜給我們
每一個人，禱告仰望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 編按：本文為講員在畢業典禮之講稿，經講員過目 )

閱讀馬偕，震撼我心。我要跟大家傳達的是，宣教
士的那些見證、那個愛，那份忠心，但我不希望馬偕
過度成為主角，確實他愛台灣，他的呼召在台灣、台
灣是他的家，但是，是誰呼召他的？是耶穌基督。他
的愛來自哪裡？也是來自耶穌基督。我們今天到處講

馬偕來台灣23年，他第二次返國述職，他做了一個統

馬偕，不要最後變成崇拜馬偕，而是能夠看見150年

計，他來台灣23年，有60間教會，每一間教會都有一個

前呼召馬偕的耶穌基督，更要看見150年後，這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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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致惜別詞

▓在校生代表╱廖捷揚

色、由平面變立體，當我們完成這些繁雜的手續，努力
將這一份「餐」讓出去的時候，才發現青睞的人不見得
多，更加證明這句話：神學院沒有壞人，只有怪人，然
而這一份怪，卻在我們生命當中是何等的重要。

當

呼召成為事實，回應，便成為義務。

能夠在此時此刻見證各位完成如軍隊般的新兵訓
練，並且，你們就要被分發部隊了，實在是我的榮
幸。其實我萬萬沒想到這一生還有第二次機會能夠站
在致詞的講台上面，猶記得上次的我胸有成竹，這一
次則是戰戰兢兢，因為要站在一群傳道人面前做口語
表達，無非是一種自我毀滅的行為。

回應這一份義務不容易，如何回應世人對這一份義
務的疑惑、好奇，更不容易，我們不僅要將這一份發生
在自己生命當中的故事，做出人與人間跨文化的翻譯，
我們要要將這一份鐵證般的生命性文本，從黑白變彩

當步入鳳凰花開的季節，離別依依的味道漸漸在校
園中發酵，是坊間對於惜別詞最通俗常見的兩句話，
然而在華神這裡沒有鳳凰花，更沒有人敢站出來宣告
自己就是校花。有的，只有因讀書、作業、報告所造
成的，兩眼昏花。讀書，很不容易；讀人，更不容
易。在未來讀人的十、二十、三十、四十，甚至五十
年的歲月當中，很有可能在我們心中那一份蒙召的
火，會漸漸的退去。但是到了那一天，請記得，這把
火其實從未消逝過，僅僅是遺落了，如同聖佳老師
的名言佳句：「遺忘的事情，會遺留在生命裡。」
It＇s not gone, just lost. And something lost can always be
found.讓它被找回來，或者我們可能時時刻刻精力充

沛，這時候就要如1986年捍衛戰士(Top Gun)第一集裡
面所說的：「Once you fly up in the air, all you have to do is
just push it.」－全力以赴，但不論我們是處於上述哪
一光景當中，唯有我們與基督一同完全死透了，就再
也沒有人、事、物，可以動搖我們。
說完了鳳凰花開，才發現自己根本是怠忽職守，沒
辦法以發酵的離別依依來回應惜別詞的工作，原因有
三個：首先，我真的不太敢確定大家有沒有很捨不得
你們！我更不敢確定你們有沒有捨不得彼此！第二，
世界不大，全職服事的世界也不大，不論是牧會或
是宣教，我們總是如閩南語俗諺所說的：「咱相遇得
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在基督裡，其實我
們從未分離過。

歐陽輝

51屆學生自治會，僅代表全體在校生祝福各位，因
著高舉基督之名，前程似錦、鵬程萬里，我們一起往
前走！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終身持續學習
盡心盡力服事
一生為主而活

鄭文選
一無所知，
別無所誇，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蘇雅慧

▓畢業生代表╱趙元舜

畢業生致詞
致詞

我們愛，因為神先愛我們(約壹4:19)
以愛回應神，神以更大的愛來愛他。
謝謝您的幫助，共同經歷基督。
讓我們一起在末世中見證主！

院

長、各位老師、各位畢業生同學，以及各位在現
場或在線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們都是即將要走出華神大門的畢業生，但是我們
彼此之間的生命故事卻有很大的不同。有的人是全修
生，在兩到三年的時間中，學習的不只是課業、知
識，也包括如何在一個群體中塑造靈性。有的人是選
修生、是延伸制的同學，在更長的歲月裡，他們靠
著主的力量，在工作事奉與家庭之間的張力裡面，堅
持受裝備的這條路。無論如何，上帝讓我們的生命故
事，在今天、在這裡，畫上了一個短暫的休止符。
什麼叫做「短暫的休止符」？就是這個故事還沒有
說完，甚至還沒有換到下一個章節。很多人會覺得，
從神學院畢業，就是一個準傳道人了，就準備要在教

會、在機構、在工場大展身手，可是我不這麼想。當
我們蒙召要走上受裝備來服事主的這條路，不是完成
一個目標而已、達成一個使命而已，而是成為主合用
的器皿。不是我們自己想成為什麼樣子，而是主自己
不斷地塑造我們這一個又一個的器皿，而當這個器皿
以為他懂很多了、裝的夠滿了，主就會再一次把它倒
空，好讓這個器皿可以再被主來使用。在聖經裡面，
有一個字很好的描述這個過程，就是「聽」：一個裡
面充滿野心和抱負的人，是一個拒絕去「聽」的人，
是一個向耶穌、也向世界封閉的人，他一心想著的是
去改變世界、轉化世界，卻從來沒想過，第一個需要
改變就是自己。反過來說，一個能夠傾聽的人，就是
向上帝開放、也向世界開放的人。那麼我們要聽什麼
呢？在馬太福音十七章，耶穌登山變相的時候，天上

胡德明
哥林前書4:2
的聲音告訴門徒：「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
們要聽祂。」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們要聽的是主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穌的聲音；而無論我們的生命在哪個階段，無論我們

我一生在神家忠心到底，

的頭銜是什麼，教會人數有多少，我們都要讓「聽耶

不負主望。

願主保守，帶領祂無用的僕人，

穌的聲音」成為我們的生命本質。
所以，「畢業」不是我們「聽」的結束，而是開始
了另一個「聽」的階段。我們在神學院聽真理、聽教
導，到了教會、到了工場，我們還是要繼續聽，只不
過聽的是這個世界的呼喊、這個世界的咆哮，也聽這
個世界的破碎與悲哀；不管在神學院也好、畢業進入
教會也好，同樣的是，在這一切的背後，我們要切切
聆聽主的心意。弟兄姊妹，我們正站在一個歷史的十
字路口，走出校門之後，等待我們的是一個面目全非
的世界，人心沒有平安，也沒有什麼人想要到教會；
因為一個失聰的教會，永遠不知道自己要傳講什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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阮穎真

息。讓我們學習繼續的「聽」，也在「聽」的裡面，

專心仰賴上帝

永遠把自己當作一個神學生。願神的恩在主裡與眾弟

認真對付老我

兄姊妹同在！

用心服事肢體

5

汪寧
即使曾經跌倒失落

宋昱霆

林典翰

神學組

華神三年，山上山下

也從未停止愛我

學習服事弟兄姊妹

如今接續當年約定

以溫柔和智慧為裝飾

一生呼召為神而活

鄭博洋

教牧組

輔導組

陳季秀

山上的學習看見基督的榮耀

是，形塑我的生命不再一樣

陳志勳

感謝每位老師的諄諄教誨及用心培

山下的服事信靠上帝的大能

是，引導我的思維見證真理

看見、深觸、陪伴

育，如今形塑的生命已然成為好用的

願神保守我到底

是，讓我甘心事奉像服事主

讓哀傷痛苦的靈魂

器皿，期許能盡忠傳講主道，在服事

一生專注三一神的榮耀

奉派作傳道，是那不負遇見的新詩史

瞧見恩典與真理的神

中精準，持守呼召直到終點！

胡耀明

高沛瑜

感謝上帝帶領我度過華神三年，有

感謝主恩何等信實

如一場收穫豐富的退修會生活，願

感謝恩師言傳身教

上帝繼續帶領我走過高山、低谷，等

許朝凱

郭品秀

感謝同學互助互愛

神學是為敬拜，

候所盼望的福，並等候至大的神和

驗證信仰

感謝家人溫暖支持

在華神的學習

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江湖再見

奔跑路上，主必興旺，我必衰微

開啟了敬拜的旅程。

郭宏溢

卓志鴻

黃揚証

願順服父神且持續在基督裡成長，

神的道路，高過我的道路。神給我

一個想要盡可能做到完美

成為一棵能守護身旁人的大樹。

的跑道，使我飛的更高、更遠、更

在過程中不斷闖禍、失敗

一棵多結聖靈果子、

久，帶著我更精準地射向我主的心

單孝之

卻又被主的愛包圍的孩子

餵養生命的真葡萄樹枝子。

意。

願一生被主的慈繩愛索牽引

黃靜涵
廖杞燕
在華神這個學習園地，我對信仰和

黃諾亞

謙卑像小孩
忠心在主前

服事有更廣闊的理解和應用。感謝

回應主恩

愛主所託付

葉繼恩

每一位幫助者－感謝主的恩惠！

一生竭力擺上

到老不偏離

謝謝所有一切的人、事、物

陳心怡
趙元舜
十字架上，與主同死；
不再是我，乃是基督。

潘毅真

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識教訓眾人；
又默想，又考查，又陳說許多箴言。傳
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是憑正直
寫的誠實話。智慧人的言語好像刺棍；
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都是
一個牧者所賜的。——傳道書12:9-11

華神的時光，成為我生命的禮物
使我更加的勇敢活出生命美好的樣子
我將我的生命奉獻給神
衷心牧養

許祐
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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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瑋婷

鄧永行

對祢的真理，請給我明亮的眼睛；

李惟思

莫忘主恩

裝備是為開始下一階段的服事。

對於無益的事，請給我蠢笨的眼睛。

我們有上帝！

忠心擺上

與神同在；與神同行；與神同工。

7

李主強

劉澤生

勞顯芝

感謝眾位師長用心的教導

主以永遠的愛愛我。

新店浸信會

與同學們無私的分享

只要還有一口氣在，

感謝主帶領我接受裝備，感謝老師

廣傳福音，效法基督。

讓我在華神的收穫

我要愛主到底！

用心預備豐富多元教材，課程生動

忠心委身神所託，欣賞、愛主小羊。

超乎所求所想！

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且收穫滿滿，是屬靈的饗宴。

陳聖孜

孫美奇

吳慧儀
黃以勒

華神幫助我認識主更多

許瑞娥

台北靈糧堂
感謝神的恩典！在華神得到優秀老

很享受在華神的時光

學中做、做中學

師的教導，使我對聖經有更深的認

願能成為合乎神使用的器皿。

謹記教誨

學作人、學做事

識及反思。願未來成為更合神心意

一生跟隨主、一生為主所用。

一生愛主、一生跟隨

學基督、做父工

的器皿。

余志哲

李子婕

台北靈糧堂

可以受裝備學習服事神，是恩典，

李權德

可以和同學們一起學習，是恩典，

感恩上帝 感謝家人

都互相效力，叫愛神的人得益處。

可以持守一生事奉神，更是恩典，

活出基督 榮耀上帝

願餘生成為合用器皿，為神所用，

願往後事奉的路靠主恩忠心到底。

一生主僕 永遠愛主

榮神益人。

人生上半場是為下半場預備。萬事

廖林詮
畢業是一個篇章的結束，也是下一
個篇章的開始，莫忘初衷-「全心愛

林鳳招
板橋牧心堂

連佳欣

神，熱心愛人。與主同行的路上，祂

感謝神賜給我一顆樂意學習的心，

和我們說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

因而增加認識聖經的機會。也謝謝

愛神、愛人如己。

候，我們的心豈不是火熱的嗎？」

老師們用心教導。我愛您們！

路得神學與教會建造組

林幼琦
台北信友堂

陳姵蒔

邱瑞瑩

薛重生

感謝神的選召、

在華神認識「神學」

感恩，更認識

神的學習之旅，仍意猶未盡。感謝

感謝華神的裝備、

用一生詮釋「學神」

渴望，更愛慕

老師們傾囊教導，深願自己能更多

謝謝同學們的扶持。

願榮耀歸給愛我的上帝

操練，緊跟隨

事主愛主！

徐禕祺

王磊

感謝眾師長

務要傳道；無論時機是否適合，都

十年前，我計畫在退休前完成華神

以豐厚之神學底蘊

要常作準備；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

的畢業學分。今年，感謝神幫助我

及自身之生命的典範教導我們

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實現願望。明年，懇求神引導我的

「神學是為了敬拜神」!

提摩太後書4：2

退休生活。

十年前聖地一遊，竟就此開啟在華

巫春蓮
士林錫安堂

吳金瑛
林燕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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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之家
感謝華神有延伸制的課程，讓我在

翁元滔

以生命為祭

工作之餘能繼續學習聖經的話語。

願主翻轉我的人生下半場

見證基督

通過老師們專業的教導，獲益良

願為主成為神國的汗血千里馬

求主悅納

多，感謝讚美主的恩典！

9

周海光

張婉宜

吳展同

桃園福音堂

上海華商團契

基督長老教會淡海教會

職場退下後，原擬三年完成華神學

約10:10b我了，是要叫羊得生命，並

感謝學校及授課老師熱心教導，在

業，卻花了近十年。期間，對聖經

且得的更豐盛。感謝主豐盛應許，感

每次的上課讓我在神學的領域裡不

基要真道更深學習，並能在教會中

謝主恩浩蕩。感謝師長殷勤栽植，

斷的被餵養，而且屬靈的生命得著

新竹靈糧堂

學以致用，真是感恩不盡！

家人愛的支持。願一生合乎主用。

成長。

感謝神！

紀寶如

劉如怡

何金英

林靜怡

合一教會

南京東路禮拜堂

中和莒光教會

101教會

感謝華神裝備我，感謝師長的啟

畢業不是結束，而是服事的開始，

感謝神的恩典！感謝華神的聖經真

無論旅居上海、回到台灣，在汀州

發，更感謝神給我服事的機會！畢

願基督的慈愛，上帝的恩惠，聖靈

理教導！祈願我們的生命，全然由

路、在線上，讓我都能學習華神的

業是一個里程碑，願成為神的器

的感動、指引常與我同在，使我的

神掌管，使我們這點微光，靠著你

課程。感謝所有老師同工的付出。

皿，為主所用！

服事有合神心意的果效。

的恩典，永遠為主發光。

范智紋

黃柏青

劉俊成

行道會台北榮耀堂

藝起發光

THE HOPE CHURCH(希望教堂)

林鼎軒

林前4:15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

在藝起發光所開的神學課程轉眼間

感謝神，終於完成了延伸制的學

汐止152靈糧堂

有一萬，為父的卻是不多，因我在

也上了八年左右，謝謝每位老師的

業，讓我真正的認識到神，對神的

基督耶穌裏用福音生了你們。讓基

生命見證和神學的教導，願能銘記

想法改觀，祝福未來的我持續地為

督的愛在我生命活出來。

於心活出此道。

神打拼。

感謝主的呼召，修剪我天然人的性
格。讓孩子更加親近神的關係，願
福音傳到地極，感謝神。

張喬

沈欽龍

黃敏靈

台中忠明慕義堂

新莊靈糧堂

天母福音堂

我很感謝主，在祂的時間軸裡萬事

感謝神的恩典與帶領。回首下班後

我願作個無愧的工人，以愛心遵守

不會有誤，願我往後餘生堅定持守

趕上課的歲月，身體雖然疲倦，內

主的話，獻上所有為主事工，天天

主的呼召，成為主忠心良善的僕

心卻是充實滿足。謝謝華神老師們

仰望跟主腳蹤，主所託我定要忠

人！

的教導。

心，一生一世宣揚主福音。

黃立維

鄭正得

台北靈糧堂青年牧區

淡江教會

從第一門課「聖地之旅」開啟我跟先

感謝華神老師們用心教導，讓我在神

感謝神，帶領我在工作壓力，以及

生的神學視野，能一起受裝備是神極

學相關知識與思想上被擴張。感謝主

後來疫情環境下，仍然能夠順利完

大的恩典。願主使用，讓更多人聽見福

讓我能堅定的把課業修習完畢，未來

成畢業。

音，這也是從華神老師身教的榜樣。

的道路仍求主引導帶領與祝福。

廖瓊珠

張穎秦

蔡淑女

上海華商團契

台北靈糧堂青年牧區

二林靈糧教會

感謝主!賜我機會，接受中華福音

華神讓我在真理上有根有基，讓我

雖不見風不見雨，我也要在這谷中

神學院神學課程的裝備，擴張我的

對聖經中的上帝有更全面的理解和

滿處挖溝的裝備自己。相信在主呼

服事。我願回應，主的呼召，榮神

認識。透過被造就，我也能夠去造

召時，必使這谷滿了水，我用餘生

益人，見證主恩 !

就其他人。

事奉的職志來跟隨主。

黃誼班

陳志欣

陳維齡

台北浸信會頌恩堂

士林真理堂

藝起發光

學後，知不足；工欲善其事，必先

感謝神，讓自己在聖經知識上不斷

在華神的課程，幫助我在傳福音的

利其器。善用工具、懂方法，讀懂

長進，在教會與日常的實際應用。

道路不只被聖靈充滿，而是更多明

聖經並不難。感謝老師們的教導，

畢業是另一個開學典禮，願主持續

白聖經當中的歷史背景，真正扎根

啟發了我的『通神之路』。

帶領。

在神的真理。

林羿安
衛理公會恩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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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仁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

▉延伸神學證書（海外）
商天淑、李芳英、曾玉蘭、孫萬有、李苗華
張力東、陳朝霞、麥潔瑩、邱嘉亮、郭劍峰
熊莉華、荊淑群、楊輝麗、許堅蕊、和 毅
葉 凱、馬麗紅、黃小霞、夏華英、未 唯
■延伸神學多媒體聖經（海外）
呂嘉儀
■延伸神學盲生網路聖經（海外）
于 洋
■結業／延伸神學證書
高愛蘭、林愛主
■結業／延伸神學盲生網路聖經（海外）
彭曉嫦、黎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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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台灣跨文化研究論壇圓滿結束】
2022台灣跨文化研究論壇圓滿結束】

【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
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10月4至6日舉行。主題
為「動盪－面對未知的恐懼，我們還有選擇嗎？」。
下午研經時間為賴若瀚牧師、蔡麗貞老師與周學信老
師，晚間培靈則為劉曉亭牧師。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
團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參加。

中華福音神學院於7月15日至16
日順利舉行2022台灣跨文化研究
論壇，聚集海內外牧師、學者與宣
教士，分享在世界各地的宣教經驗
與模式。
這次論壇總主題為「21世紀宣教
的趨勢及契機」，透過不同主題，

【2022學年上學期學分班】

反思全球宣教議題，其中包括：Dr.

2022學年度上學期學分班已開放報名，選讀者需有
教育部承認之學士學位以上或同等學力，且具有二年以
上工作經驗；日後考上本院碩士班，學分可以被承認。

Scott Moreau的「多元文化團隊的
溝通問題」；陳義聖博士的「得著
未得之民：處理受忽略的阻礙」；
魏洪牧師的「宣教中國2030運動」；Dr. David Ng的
「建構的身分與強大的想像：在這個分崩離析的世界
中，對中國大陸民族和種族身分的宣教思考」；Dr.
David Greenlee與Dr. Peter Lee的「探索同文化、近文化
和遠文化工人的貢獻」；潘定藩牧師的「雙語教會的
拓植策略」；盧敬祚博士的「全球化與城市化之間的
社會交會」；以及孔祥正牧師「宣教與崇拜：宣教在
教會主日崇拜中展現典範之研究」。
再次謝謝講員們為我們帶來精彩的分享，讓與會者

報名至9月8日止。報名方式請進入華神推廣教育
處，點選序號001摩西五經（學分班）。本課程費用
為$5,600元（含學分費$5,040元及學雜費$560元）。
將於開課前另行提供繳費通知。上課日期為2022年9
月15日至2023年1月12日止（週四晚上7:00-8:50）9月
15日至9月21日為加選週；退選則比照本處退費辦法
辦理。
若有相關問題，可洽詢：（02）2365-9151#20、
204推廣教育處或電郵tee@ces.org.tw

能更深刻的思考相關主題。

【人事公告】

【邀您一起做環保】

謹公告本校人事異動如下，並自2022年8月1日起生
效：
一、教牧宣教研究所所長何世莉老師申請留職停薪至
2023年7月31日，所長職務由蔡珍莉老師擔任。
二、教務長周學信老師自研究學院退休，教務長職務
由蔡珍莉老師擔任。
三、周學信老師擔任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四、劉幸枝老師擔任推廣教育處長。

為響應環保，也減輕昂貴郵
資之負擔，敬請華神之友以電
子郵箱取代紙本之寄送方式。歡迎將您
紙本院訊上所印之姓名、地址、編
號及個人之電子郵箱E-mail至
info@ces.org.tw，我們會於下
月起以此方式寄送。謝謝您
的協助！

五、新進教師：神學研究所吳國安老師。

2021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1年8月1日～2022年7月31日
項

目

經常費
累積數

預算數(兩校)

6月份收入

146,461,000

8,159,960

9,645,080

75,907,147

116,217,288

6月份支出

非經常費收入

單位：新台幣

非經常費支出

本期餘絀

─

30,000,000

-31,485,120

1,295,343,743

88,896,404

1,166,137,198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124099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34-1306517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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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