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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德生牧师在《俗世圣徒》一书中，对大卫一生有

深入的剖析与探究，他对戴维的介绍是：「他是一个

糟糕的父亲，不忠的丈夫。纯粹从历史的观点而言，

他不过是一个有作诗才华的野蛮领袖。但是大卫的重

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或是军事的能力，而是在于他

对上帝的经历和见证。他生命中的每一桩事，都是与

上帝有关的。」（页6）诚然斯言。

读者认为大卫人生的哪个阶段最属不易？政治家会

认为内忧比外患严重；心理学者会认为内心的煎熬比

内忧更沉重。身为国家的领袖，大卫与扫罗都必须面

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而君王自身的个性、脾气、

权谋尤其是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大卫跟扫罗一样，

都需对付心灵的幽暗面，而大卫手中最大的王牌就是

随时来到神面前对付坚韧的老我，什么时候停止与神

的生命交流，就是走向沈沦堕落之滥觞。对大卫与扫

罗是如此，对我们也是铁的定律。

大卫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常让人议论纷纷：「耶和华

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

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我在

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撒下二十二21-24）不但令以色列人或基督徒目瞪口

呆，对大卫而言尤其是一种讥讽。

神的救恩是戴维自义的根基
大卫在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上，可说是个健康宝宝，

他的内心在神面前坦荡荡。其实大卫也承认是会犯错的

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罪」（诗五十一5），「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

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诗四十

12）。然而每次来到神面前都先省察自己、洁净自己，

而每次的回转、悔改，都必再次蒙恩，这也是基督徒最

强有力的保障。与神紧密链接，彼此之间没有阴影，深

信祂会帮助自己突破人性冲撞的幽暗面。

神的救恩使大卫有深度的安全感，使他在患难中，

也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在信心中重新确认神当年立

约的爱。人生的困顿期往往是经历神最真实的时刻，

大卫在百般试炼中持守对神的信心，在神的应许中获

得安慰与力量。

诚如大卫在押沙龙叛变而逃难时，面对示每沿途咒

骂，表现得更是可圈可点，他以敬虔的神学来回应示

每。圣经此处所描绘的大卫，是一位谦卑、高贵以及

信靠神的君王形象，在危难及困顿中倚赖神的恩典。

大卫并未表达自己的无辜，反倒表现出对神至高主

权的顺服（撒下十六11）。大卫没有被敌人的咒骂击

溃；也没有被自己愤怒捆绑，反而继续持守在神内里

的自由。他生命的风范展现的确与扫罗有所不同。

传道者的双重自我形象
使徒保罗的自我形象与大卫一样健康而自信，中国

人说：圣贤自有中正之道，不亢不卑，不骄不诌，但

保罗却是又卑又亢，两个极端的自我形象都集中在他

身上。一方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提前一

15-16）；一方面又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

指摘的」（腓三6），甚至多次大胆地说：「你们该效

法我」（林前四4，十一1）。宣教学学者David Bosch

说：「保罗并非自以为义，而是不断指出神在他身上

的作为与大能。」意思是说，每次保罗自夸时，他其

实是在归功于神。保罗强烈的人格特质多次让笔者啧

啧称奇。

大卫也是具有双重极端的自我形象，一方面承认自

己罪孽深重；一方面却又很阳光、自信与健康。传道

者或信徒也是如此，具有双重的自我形象。因此，当

春风得意时，不要忘记自己是罪人；当失败沮丧时，

更不要忘记是神已经接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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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届毕业典礼「作主的守望人」》《42届毕业典礼「作主的守望人」》
本院第42届毕业典礼暨第七任院长就职典

礼已于6月21日假浸信会 恩堂举行，约有近

千人莅临观礼。

今年毕业生教牧博士有二人、神学硕士有七人、道

学硕士四十八人、圣经硕士六人、基督教研究硕士

十一人，职场宣教组一人、基督教研究证书五人；延

伸神学证书科四十五人、结业生十人、佳音教会毕业

三十三人、佳音教会圣经科结业四十二人，另有香港

但以理毕业有四十四人，其中二十四人出席。

会场隆重而庄严，大型诗班沈稳激昂的歌声唱出

「靠近十架」、「圣城」，配合着号铜声，欢送着

即将出到营外、抢救灵魂的基督精兵。典礼由周功和

院长主礼及菲律宾圣经神学院院长邵晨光博士勉励。

邵博士特以「作主的守望人」为题，并引用以西结书

三十三章1—11节勖勉毕业生一生为主所用，作主忠

心、良善的守望者。

邵博士表示，以西结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也是先知；

祭司身份使他强调上帝律法的真意，先知的角色使他

创意宣告上帝的心意。同学们毕业后进到服事工场，就

要发挥神的恩赐，如同牧人般，尽忠职守。传达主的话

语，不仅要按着正意解经，也要让听者明白审判信息，

忠心作耶和华的仆人，做好神守望者的职分。

邵博士说，作神守望者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儆

醒主的任务。尤其是面对教会的难处时，能发挥守望

者的预警功能，如此才能拯救失丧的灵魂。另一方面，

守望者必须了解现今时代的脉

动，及时代的需要，这是神守望者的认知与使命。

 第二，传达主的信息。忠心传达主的话，明白神

的心意及熟悉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事。离开学院以

后，仍然要养成亲近神、灵修祷告的生活。要实际了

解教会的需要，即使面对苦难，守望者仍要努力将神

的话传开。

第三，宣告主的心意。耶和华的话是盼望的来源。

神要以西结将神的心意—「转回」传开。当我们作神

守望者时，罪人生命得到改变、悔改，这才是守望者

正确的目标。

最后，邵院长谆谆告诫毕业同学，要成为神的守望

者，传达主的信息、宣告主的心意，明白神藉以西结

对我们说的话。跟主见面时，能得神称赞为「又忠

心、又良善的守望者」。

华神董事会主席沈正牧师也期勉毕业同学服事教会

要尊崇独一真神，常常感谢主的救赎；当有主同在，

主必保守。

接下来，则是举行第七任院长交接典礼。监交人沈

正牧师表示，华神院长不是主管而已，乃是要承担众

人的责任与期待，也是同学们的榜样、教师们的牧

养、课程的教导、海内外众华人教会的期待等职责。

沈牧师也感谢周功和院长为华神燃烧自己，并尽心

尽力地付出与摆上。沈正牧师强调此次交接与以往不

同，是以按立祷告方式取代「就职问答」及「印信交

接」，并邀请蔡老师母会台北灵粮堂周神助、区永亮

牧师参与按立仪式。

周神助牧师回想三十几年前曾与蔡老师同工，每天

清晨一起祷告，没想到如今要为她承接华神院长一职

祷告，周牧师更说，就职礼当天早上祷告时想起保罗

曾说：「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提前二8）他盼望：「女院长的成功是

男人的荣耀，更是神的荣耀。」

新院长蔡丽贞博士在牧者及会众按立祷告下承接大

任，她感谢神供养华神四十余年，如今进入第三期建

校及教育部立案。这一路走来都有神的保守，愿将这

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章《章力生力生记念讲座》记念讲座》
由改革宗神学院、社团法人中华福音神学交流促进

协会合办、华神协办的「章力生纪念讲座」，将于9月

5日下午2:00～9:00假改革宗神学院举行。题目为「基

督教与（西方）哲学的相遇：浅释章力生的『总体辩

道学：哲学篇』」，由林慈信牧师主讲。共有五讲。

林慈信牧师毕业于西敏神学院，系天普大学历史系

哲学博士。为中华展望会总干事，北美华人神学工作

者。目前与家人定居于美国洛杉矶。欢迎华神之友及

教会同道踊跃参加。

《2014年台北研经培灵会》《2014年台北研经培灵会》
2014年台北研经培灵会将于9月30日～10月2日假南

京东路礼拜堂（台北市南京东路2段110号）举行，大

会主题为「假与真」。

下午2:00~3:30由邵晨光院长主讲《玛垃基书》，

包括「事奉的 度—真诚？」、「神圣的婚姻—真

爱？」、「事奉的益处—真貌？」；下午4:00~5:30

则由叶雅莲老师主讲：「论殿—真虔：谁能拥有？」

（可十一12-26）、「论师—真智：谁能分辨？」（可

十二28-37）、「论福—真福：谁能领受？」（太五

1-12）。晚上7:00~9:00由李思敬院长就「福音真

义—你还缺少一件？」、「真假先知—祷告必蒙应

允？」、「瓦器成珍—成功？成就？成圣？」等题目

探讨主题。

欢迎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踊跃前往参加。有关详情

请上网查询或洽（02）23659151转分机215总务处。

学

院
简 讯

67,501,500
1,998,500
2,020,000
8,480,000

80,000,000

-7,166,500
-84,615

-300,598
-3,471,803

-11,023,516

600,000,000 361,850 206,858,467 -393,141,533

67,500,000
2,000,000
2,020,000
8,480,000

80,000,000

4,612,746
177,200

39,052
675,171

5,504,169

60,335,000
1,913,885
1,719,402
5,008,197

68,976,484

立案及扩校的后续工作包括完成立案手续、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等。

第一期建筑经费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若您在台湾地区，如欲奉献请详划拨单。 

若您在美国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若您在加拿大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至六月

预计支出

建校

奉献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设备增添维修

合         计

全学年预算 六月份收入
七至六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2013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新校区建设基金 六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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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组
杨雅莉
木栅便以利教会

惟有神的恩典托住，才能在信心

中等候直到应许成就。

因有爱的力量支持，才能在盼望

中努力直到日期满足。

金振宇
天母福音堂

愿将最大的荣耀归于主耶稣基

督。祂是元首，永远是我事奉的

焦点和原因。

丘伊莉
祷告寻求中

感谢天父，透过老师、同工、同

学、家眷、实习教会并在华神的

各种经历，让我更深体会祂的爱

和恩典、自己的不配和福音的宝

贵！

喻泽忻
进修中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

信心、唯独恩典、荣耀归神。

陈志宏
台湾信义会神学教育中心

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陈政扬
淡江教会

不尽的感谢华神师长们的教导，

期盼带着这些满满的收获，继

续让至高的上帝引领我、热心前

行。

何佳玲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

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

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9）

吴学良
祷告寻求中

「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

划。」—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

祂，归于祂。

张奇军
祷告寻求中

主，我是属祢的，求祢救我，引

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叶永盛
台湾信义会台北真理堂

成了！五年的神学训练！感谢师

长同学的教导与陪伴，更谢谢太

太育俞的无私付出。愿此后不负

众望，以报天恩。

蔡颂辉
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毕业了，但愿……求知的心永不

松懈，宣教的火永不熄灭，创作

的手永不停歇。

林岳峙
台湾信义会板桥福音堂

从华神毕业，是阶段性的结束，

也是另一阶段性的开始，愿上帝

引导赐恩，使我们能一路谨守跟

随，勇往直前。

周伯玉
台北基督之家

如今上帝恩惠的道已表明出来，

而我们就是「持守、坚定、往

前」。

周将福
内坜得胜灵粮堂

三年皆靠主恩渡过，感谢老师们

扎实的教导，同学们互切互磋，

教会代祷扶持，家人温馨的鼓

励，愿将身体献上，回报主恩。

马震宇

我拿甚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

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張心怡

Ἐμοὶ γὰρ τὸ ζῆν Χριστὸς καὶ τὸ 

ἀποθανεῖν κέρδος.（腓一21）

陈必勤
法兰克福华人教会

愿作上帝手中的破油瓶，一个

破碎、平凡的瓦器，却是基甸的

秘密武器，那个得胜、荣耀的器

皿。

陈怡君
祷告寻求中

父神是我的帮助，祂恩典实在够

用！基督是我的引导，祂带领永

远美好！圣灵是我的安慰，祂提

醒适时又适切！

陈明达
台北基督之家

华神练剑三年，为主颠狂一辈

子。

陈慕天
中国布道会台北圣道堂（兼职）

一召、二进、三年、四出，荣耀归

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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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组

程馨
门诺会文华教会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

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郭圣安
贵格会三一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

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

慧、公义、圣洁、救赎。」(林前

一30) 

曾从云
祷告寻求中

祢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祢的路

径都滴下脂油。

感谢神一路的带领及保守，求主

带领我未来的事奉能合神心意！

黄秀红
大湖基督教会

袮以恩典为我年岁的冠冕，以赞

美为衣穿在我身上。惟愿紧紧跟

随袮的脚踪，荣耀见证袮的名。

葛重光

谢谢老师们的教导，同学们的提

醒、帮助、与代祷。愿主的恩常

与各位同在！

会常想念各位，以后保持连系！

詹季樵
东海大学基督教会

上山学习天国技能，下山服事神

国百姓；三年结交神国将才，他

日同受忠良仆人。

郑伟光
普世宣道教会中坜堂

在这里遇到好多精彩的人，能跟

你们一起同跑天路，

真的是太棒了！

陈文晖
卫理公会福建堂

走进华神的第一天，就是神重

建我这个人的神观；走出华神的

最后一天，就是我对神全然活出

祂的心意。感谢家人、师生的支

持。

陈威延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华神三年快如梭，

寝室教室球场过，

海外短宣拓眼界，

余生愿献主而活。

杨杰
台北忠孝神召会

感谢主！带领我经历三年的装备

和学习，谢谢老师的教导和同学

的陪伴。求主继续使用我为祂传

扬福音。

丁嘉宏
传爱浸信会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异象，成为

我智慧，成为我箴言，

惟主在我心，永远居首位，万有

的主宰，成为我异象。

王春凤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

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感谢主！

石钟云
基督教希望在耶稣教会

将我的眼光，定睛在祢的身上，

我一生要向着标竿直跑，直到终

点得着奖赏！

吴念恩
台中客西马尼行道会    

旅途中会有犹豫、失望的时刻，

但永远不要因此失了目的地。

周维音
台南圣教会

愿以基督的心为心，服事家庭、

服事教会、服事需要的人。

招伟志
天母感恩堂

「.....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

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来

十二28)

林志刚
救世传播协会

进华神是恩典，顺利毕业也是恩

典。我感谢神、我的家人、ORTV、

台北信友堂、台北灵粮堂、以及

所有支持我的人。

邱奕盛
基督教林口灵粮堂

谢谢华神老师这三年的培育，教

导我学习：「站得高、看得远、想

得深、蹲得低、担得多」。

胡中英
台北基督之家

感恩、感恩、再感恩。

徐世伟
七贤路礼拜堂

原以为是来学十八般武艺，毕业

后出去作全方位传道。

竟发现只能破碎倒空自己，惟靠

主宏恩竭力作祂器皿。

高翊伦
台南圣教会

华神三载时光磨，福音传扬路汀

州；南北更迭证心志，靠主度日

喜乐留。

张云翔
台南圣教会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的，

理所当然，别忘记！

郭忻慈
台北真道教會

感谢神！给我三年的时间去经

历—挣扎、更新、调整，虽仍不

完全，但求主继续带领。下一章

再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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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华
进修中

华神是毗努伊勒，未来是约旦

河；耶稣领我，祂唱我和！

陈于婷
二重灵粮堂    

感谢神的恩典，感谢家人的支持

和包容，感谢华神的师长及同工

们，您们的教导和付出，是我的

帮助也是我的榜样。

陈君慈
台北灵粮堂三树福音中心

感谢华神研硕选修制度，让我更

多装备自己。从带职事奉转为全

职事奉，神的恩典述说不尽。七

是完全的数字，我终于毕业了！

陈易佐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感谢师长、同学及所有属灵家人

的祷告与关心，三年中经历满满

的恩典，确信，走天路必有上帝

满满的同在与怜悯。未来，只愿尽

己所能，忠心爱主，诚心爱人。

陈家彬
台南圣教会

是你，让我无法自拔的爱上你；

是你，充满我每一分思绪。

唯有你，我用尽一生来追寻；唯

有你，我一生的唯一。

董志中
沙鹿圣教会

感谢…

上帝无限丰富的恩典，华神无私

多方的熬炼，教会无碍全力的栽

培，家人无怨无悔的支持，和所

有曾、正、将为我祷告的人！

刘纯尧
高雄爱加倍恩惠灵粮堂

三年装备更认识自己的渺小，以

及主的心意必定成就。愿主引导

前方路，叫我一生伴人认识祂的

伟大与慈爱。

蔡壹亘
台中客西马尼行道会

感谢上帝扶持我走过这三年，未

来将继续靠着祂的恩典，踏上信

心的旅途～

郑雅文
祷告寻求中

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盘石、我的避难所都在

乎神。

谢益祥
高雄凤山浸信会

三年的学习是恩典之路，我经历

主丰富恩典脂油，

一生定来传扬恩典十架，使万民

齐敬拜恩典的主。

罗仕淦
循理会永和教会

带着忐忑的心来到华神， 着战

兢的心学习装备，搋着敬畏的心

进入事奉。

刘秀珠
新竹宝山教会

欣颂神恩！感谢家人的支持，感

谢老师的培育，感谢同学的相濡

以墨，感谢守望者的代祷！谢谢

所有爱我、和我所爱的人！让我

们一起活出有爱的生命！

庄雅岚
新竹灵粮堂

感谢主恩，上帝保守，绝不退

缩。  

刘得玮
中国布道会高荣礼拜堂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

直跑！

陈盛煊
台北忠孝神召会

在带职牧会的过程中，深觉神学

知识的缺乏，因此于2003年进入

研硕(选修)就读。感谢老师们的

认真教学、谆谆教导。十年苦读终

于毕业了。但愿下半生为主所用。

邱照惠
台北忠孝神召会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

呢？」(赛六8)看到这句话，我回应

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

我。」回应神的呼召，蒙拣选，让神

在我身上计划得以实现。感谢神！

胡岚芸

谢我主隆恩──赐机会能力，赐

良师教导，赐家人倾力支持，终

能完成学业。

高堂恩
台湾信义会新庄真理堂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

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林前二2）

田欣玉
天母感恩堂

言语无法表达对祢的感谢，是祢

为做成的。能够进入华神读书、

毕业，是祢给了我许多不配得的

恩典来证明祢爱我，我要将一切

的荣耀都归给祢。

李忆珠
信义会台北救恩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祂所赐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

李慧贞
台南圣教会

在华神的日子如同与耶稣同行在

水面上，我想我会永远 念，这

段不可思议又充满恩典的日子。

张长绫
改革宗信望爱教会

两年的时间，成长好多，感谢神

的恩典、师长们的教导和同学的

陪伴；我知道这一切都将是开

始，不是结束。

一旦

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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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宣教组

钟希桓
灵命日粮 (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

我：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

～传道人的好朋友灵命日粮的希

桓，食品业.

李坤泰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神赐

的标竿直跑。

郭敏隆

上帝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

求祢不要离弃我，等我将祢的能

力指示下代，将祢的大能指示后

世的人。

梁雅娟 
重新长老教会

谢谢祢，天父！是祢慈绳爱索牵

引我进入华神受造就。愿我能更

加像祢，带着耶稣的香气，奉献

一生跟随祢！

钟世保
木栅便以利教会

过去七年得到许多老师、同学、

行政同工及母会的帮助，献上感

恩；当然更要感谢主赐下够用恩

典，才有今日。荣耀归给三一真

神。

曹俊
台北毘努伊勒教会

感谢主恩！在华神里许多师长及

同学带给我生命的开启及云彩般

的见证。愿我能活用这些学习，

忠心在服事里。

杨国展
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

感谢亲爱的老婆路得以及亲友家

人，还有教会陈哥卢姐及众弟兄

姊妹的鼓励，愿毕业后能继续学

习为主兴起发光。

缪璯宇
新店行道会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

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

我。

王心怡
行道会火把教会

感谢华神使我在神学、圣经、教会的

知识与视野上更加宽阔！在灵命建造

上不断更新！感谢老师、同学的指导

接纳与爱，使我更加对神有坚定的信

心，渴望继续常常回华神学习！

潘垒
贵格会大坪林教会

感谢主，祂是守约施慈爱的主。

当我仰望祂时，祂的手领我走义

路。也感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

愿主一路与我们同在，直到永

远。

游允真
祷告寻求中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

必站立在地上。」（伯十九25）

黃津文
中和佳音教会

在华神时常有登高望远的舒畅

感！老师的风范，同学的火热，

常常激励着我，一起走天路不孤

单。

周国祥
贵格会大坪林教会

华神，是职场宣教呼召的回应，

也是最有价值的真理学习。感谢

良师益友的启发与榜样，期许成

为顺服的仆人。

焦瀛台  
环西福音中心

人生读了许多书，也考了许多的

试，也拿到许多毕业证书，但其

意义都比不上今天所拿到的毕业

证书。

郭国辉    

深坑锡安堂

华神师资优！八方圣徒聚，虚心

勤装备，神国耀如旭！感谢老师

们春风化雨！装备学生们成神国

精兵！祝福！

杨乃悌  

协同会永和佳音堂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主啊！我在这里，求祢

差遣我。

陈慈容  

台北市灵泉堂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

中看为希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

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诗一一八23~24）

尤之坚  

基督救恩之光教会

感谢主！六年前在台中开办华神

延伸制，以致于学习二十八年的

课程得以延续，终于毕业了！愿

事奉更有能力，荣耀神。

林佳杰  

板橋拿撒勒人會文化教會

感谢神！念华神延伸制受到老师

信心方面的建造。虽然毕业了，

却是服事教会与弟兄姊妹的开

始，我会继续努力于圣经与实务

上的功课。

彭富梅 

嘉义浸信会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

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

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

死了就有益处。」（腓一20~21）

吴雅萍  

吴雅萍 

感谢主恩、奇妙带领，竭尽余

生，认识真道、分享真道、活出

真道，颂赞主名、荣耀主名、高

举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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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凤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感谢华神所有师长的教导，毕业

是新的开始，盼望装备所学能使

用在神的善工上，蒙神悦纳，将

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

刁小圆  

新店浸信会  

感谢华神延伸部，用神的话滋养

我的生命，老师的生命相传更洗

涤了我尘封已久心灵，开启我属

灵生命的新乐曲！

姜复华  

浸信会恩惠堂

感谢神！感谢恩惠堂！感谢华

神！感谢父亲！他是影响我信仰

的转折点，盼望父亲能与我共享

主恩及毕业的喜悦！

胡家碧 

大坪林贵格会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修延伸制的

课，没有想过会毕业。对圣经课

程的喜爱超过一切，今后将继续

选修，愈来愈甘甜。

刘玉桂  

浸信会我们教会

感谢华神延伸制，造就仆人好地

方，竭力追求主真理，装备完成

待差遣。世界道路多险恶，吼叫

狮子遍地行，拿起圣灵的宝剑，

为主打那美好仗。

刘丽芬  

天母福音堂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

求认识祂。祂出现确如晨光；祂

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

的春雨。」感谢华神师长使我在

至圣的真道上受造就。

苏圣华  

台北101教会

求神使用我，扩张我，差遣我。

在家里：成为家庭合一祝福的

人。在教会：做个忠心良善的好

管家。在社会：做敬畏神、荣神

益人的人。

周世光 

王功长老教会

感谢父神，在基督里接纳我卑

微的罪人，感谢圣灵的引导前来

华神延伸部学习，更感谢延伸部

各位师长及惠冠、雅娟同学的协

助、鼓励！

徐汉慧  

台北市基督徒聚会处

十年研读神学课程的经历，也是

内在生命修剪与更新的旅程。「你

们听过祂的道，领了祂的教，就要

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

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蔡耀松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

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

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三16~17）

黄莺音  

文化长老教会

感谢神的恩典和老师们的教导，

把圣经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

愿神带领在服事上忠心，经历神

的爱，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

陈孟科  

浸信会怀恩堂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诗篇一二六5）七年了，我栽种

了，华神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

长，今后持续将这一切恭敬仰望

交托在神手里。

张美瑛  

喜信教会  

神要扩张我境界，开我的眼，不

论经历高山或低谷，我仍赞美

神！我要凭信心领取主丰盛应

许，相信祢信实的同在，帮助我

安静等候，愿将生命奉献在祢爱

的荣耀里！

吕佳颖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感谢神！让我能把时间分别出

来，进入延伸部受装备与学习。

感谢神！让我的属灵生命高度，

因更认识、亲近神而向上提升。

吴美桦  

台北小城基督教会 

感谢主，有机会上华神延伸制课

程，也借着老师造就、塑造我，

让我能活出圣洁的心思意念、美

好气质及爱人的心。愿更渴慕上

帝的话语如同珍宝，也期待自己

更能活出神的样式。

王仲慧 

卫理公会恩友堂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

直跑。

张贵香  

天粮教会  

感谢老师们用心的教诲，透过他

们的教导，使我对神有更深的认

识，也对圣经有更广阔的了解，

因此使我的灵命也成长不少。

林以夫 

双爱心祷教会  

在华神几年来，是我五十年来最

甘甜的日子，生育一对男女，体验

何为爱和祝福，也同时受真理装

备，感谢主和老师们，幕后的太太

伊娜，末后荣耀必定大于先前的。

曾慰慈 
浸信会怀恩堂  

感谢神！祢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

亮光，使愚人通达。谢谢师长们

的教导，使我能更多认识神、明

白真理，在服事上更有能力。

朱光吉 
国际福音全备教会 

毕业不是结束，是服事的开始。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

膏我，叫我传……贫穷(或谦卑)

的人有福音可听…。」（路四

18~19、赛六十一1）

白小珠 

林森南路礼拜堂  

能完成课程是神为我预备的奇妙

路程！感谢神透过华神扩张我属

神的眼光，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

上。

林洁仪  
台北真理堂 

一路走来五年光阴，若没有主

的恩典岂能完成！同时，也在神

召神学院、教会装备进修。经济

上，主也信实的供应，故今日的

毕业，是上帝的！

吕碧云  

浸信会怀恩堂  

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魏月华  
台北复兴堂  

感谢主透过华神的教导，让我更

清楚圣经的真理，也让我学习热

切爱神、谦卑爱人，这是神的恩

典，荣耀归神，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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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婕 

士林灵粮堂  

感谢主，给我有两年时间可以放

下工作，全心在神话语当中好好

的领受，得到喂养，让我有更多

的装备可以奔跑主的道路。

江仲华  

協同會北台中教會 

感谢天父，因为祂的恩典使我能

完成课程。感谢牧长、弟兄姐妹

并我的家人的支持与鼓励，能够

分享应用所学；更印证了，万事都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陈淑丽  

长老教会厚德教会

感谢神，能更加认识神，更能紧

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不敢全

像，但求越来越像。

廖宜华  

台中基督徒西屯礼拜堂

感谢华神，许多以前所不明白或

没有看见的地方，透过华神所开

的课程，得以明白，得以看见。

柯美铃  

中坜浸信会恩惠堂 

感谢华神的训练及老师们的教

导，获益匪浅。于个人及教会服

事都受益良多！

王洁明  

新店喜乐浸信会  

颂赞神恩福满溢，

念兹在兹师恩情，

倚靠圣灵遵旨意，

竭力传扬主福音。

施愛玲 

和平基督长老教会 

来华神是耶和华的带领与祝福，

使渴慕者获真理学习的满足。愿

乡福行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

倦、行走不疲乏。

唐秀华  

浸信会怀恩堂  

感谢神的带领进入华神，华神在

真道上的教导，使我们要完全活

出如希伯来书十二章1~2节的生

活，求主持续保守，使我们能结

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果子。

丁根宝  

永和礼拜堂  

本欲凋零然而心动，进入延伸

部，众师引导入门；行年七十，外

体虽毁坏，唯愿向着标竿直奔。

杨桂家珍  

浸信宣道会大安教会 

感谢主不嫌我八十高龄，

赐我耳聪目明四肢灵活，

来华神追求师长的教导，

渴慕灵命成长被造成材，

希望献上余生为主效命。

王基德  

台湾信义会台北真理堂 

感谢神带领我到华神装备，让我

更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一段时间，

圣灵启示我，打开我心灵的眼睛，

使我不再一样！感谢神，感谢华

神，感谢老师，愿神赐福您们。

李彥德 

浸信会仁爱堂  

感谢天父，让我来华神延伸部

进修。愿每一个脚步，都有上帝

满满的祝福，把荣耀都归天上的

父，我主耶稣基督。

延伸神学证书科／圣经科结业

杨锡珍／永和灵粮福音中心

侯婉葳／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

谭蕙芝／永和礼拜堂

高宗荣／木栅活石教会

延伸神学证书科／师母事工科结业

林芳宇／西雅图证道堂

延伸神学证书科／教育科结业

徐荣隆／南京东路礼拜堂

延伸神学证书科／辅导科结业

王秀姿／新生教团中和教会

刘秉怡／厦门街浸信会

刘舒平／台北卫理堂

颜雅惠／台湾国际基督教会

延伸神学证书科／香港但以理毕业

邵慧明   王带娣   李日长   曾志茵   刘群欢   陈见好 

黎英红   陈芷茵   何碧茵   林美珊   邓小媚   黄火妹

陈婷芳   陈肖琳   曾阳霞   曾淑芳   温巧玲   蔡金凤 

石秀文   谭绮莲   周佩琼   吴雪容   张家明   陈  昕

刘秀平   张小蕙   何淑仪   陈冠圣   冯丽翠   潘伟民 

刘绮文   贝秀月   张晚萍   黄嫦明   辛庆全   宋燕凤

陈美华   李敏仪   李淑玲   王佩仪   吴月兴   吴邵雯 

袁  景   陈  路

延伸神学证书科／佳音教会毕业

林岳宽   林纯熙   李玉芳   黄伟伦   张若嘉   林坤易 

汪丽花   林炳炎   高彩霞   陈春渊   吴幸娥   王玉盏

谢雪莉   苏庆隆   茆秋瑱   田秋妹   吴刘福弟   叶文杰

谢幸真   陈淑贞   王晓明   唐健华   杨春玉    叶柔欣 

蔡佩珊   叶忠霖   徐富乐   苏怡诚   林秀莲   潘健雄 

林  好   高清德   李永得

延伸神学证书科／佳音教会圣经科结业

黄玉灵   张丽惠   蔡欣颖   周玉青   曾琡珺   郑淑芬 

卢茂伦   陈秀聪   邓海容   刘亚聪   陈玟蒨   丁晓玲

陈  台   林鹤如   黄国师   陈俐君   邱惠美   曾增和 

陈梅花   曾玉香   蒋丽华   黄贞贞   杨惠琳   刘芳桦

杨治国   曾秀珍   王鸿瑜   石凤琴   江莳柔   范以盛 

黄莉萍   刘金惠   张奕淳   顾耀文   马治平   林慧娟

吴政都   黄郁瑾   朱莲花   江元兴   陈淑花   江慧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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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致词        ■学生代表／谢益祥

敬爱的师长们、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在座毕业生

的家人大家平安：

在2014年六月份有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第二十届

世界杯足球赛在巴西如火如荼的开打（全球有三十多

亿的人口关注），美国NBA总冠军决赛热火与马刺再

次对决，马刺重返荣耀（全美国近2000万的人口观

赏），当然还有今日42届毕业生，在华神经过几年来

的课业与压力的煎熬，即将在今天毕业（当然这煎

熬，我们所有毕业生的感受，相信这是恩典、是甜

美、是生命的成长），此三件事有一个关联，那就是

荣耀，但不同的是，前二件事受世人注目，球员们为

着个人与国家的荣耀努力，那是属于这世界所追求的

荣耀，想想明年的今天，我们应该会忘记六月份那个

国家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可能也不再记念。

今日华神42届毕业典礼，与前二件赛事相比，受注

目的比例就相对低很多，虽然刚刚每一位毕业生从院

长的手中，接了颁发的证书，愿你们享受学位尊荣，

但每一位毕业生来到华神受装备，不单是为了学位的

尊荣，更重要的是42届毕业生应有一个欢欢喜喜的

盼望，神的荣耀，就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节所

提。

师长们与各位来宾，今天42届的毕业生毕业后，不

是为着地上个人的成就与荣耀，而是在华神所装备

的，能在各个领域里服事，神能得着祂当得荣耀。更

如毕业生所敬拜的诗歌：圣城，盼望的是天上荣耀，

我们是服事主的人，所盼望不是受世人注目敬仰，而

是盼望一生服事主后，将来白色大宝座前见主面时，

能得着神的称赞与荣耀，因为这荣耀是永恒与永远被

纪念。也请在座每一位师长、来宾能常常在祷告中记

念42届所有毕业生，能在一生的岁月里，坚定的服事

主、荣耀主。

敬爱的师长们，谢谢你们在三年来不断的用生命与

神的话来装备我们，并细心的教导我们，愿意接纳每

一位神学生的牧长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学习的环境来

塑造我们，而最亲爱的家人，谢谢你们愿意与我们同

走这一条路，并支持我们。

最后，神的话必成就在我们当中，「但愿祂在教会

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

永远远。阿们。」（弗三21）

在校生致惜别词      ■学生代表／李修齐

各位来宾、师长同工、同学、以及即将毕业的学长

姐，大家午安。我是道硕二年班在校生代表李修齐。

三年、二年、一年的时光飞快的就过去了，学长姐

们马上就要踏出华神这个温暖、可爱的大家庭，进到

服事的工场。有人说毕业不是句号，而是逗号，不是

停止前行，而是稍稍停顿和歇息。那么，今天我们也

来停顿一下，回味一下这精彩的华神生活。不晓得

在华神的生活中，最令你们印象深刻的「声音」是什

么？

是总机碧辉姐、世婉姐的招呼声，还是陪伴我们上

课读书的伯大尼小朋友的呼喊？是上课下课的打钟

声，还是每晚十点五十分图书馆闭馆的音乐？是消防

警铃大作的声响，还是身旁室友的打呼声？是课堂上

老师幽默深入的授课，或是辅导老师约谈时的声声关

切与代祷？是每天用餐时间小朋友的嘻笑，还是开放

第二轮打菜的摇铃？

是什么声音让你最回味无穷呢？是希腊文希伯来文

单字的背诵声，还是向老师请教时的你来我往？是全

院崇拜时集体唱诗的歌声，还是诗班课发声练习的音

阶旋律？是各类专题的丰富演讲，还是毕业讲道同学

的生命故事？是辅导小组里面的大笑，或是运动场上

的嘶吼？是当服事课业和生活上面临挫折时心中的微

声呼求？或是经历生命的突破与成长后所发出的欢呼

赞美？

真不晓得令你最印象深刻的声音会是什么？但我知

道，对在校生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就是你们。谢

谢你们用生命陪伴我们，与我们一同成长。谢谢你们

用见证鼓励我们，与我们同奔天路。谢谢你们分享所

学，帮助我们适应学业的挑战。华神因为有你们，成

为一个更有爱、更温馨和更喜乐的地方。虽然在将来

的日子，华神里将甚少出现你们的声音和身影，但与

你们所共渡的时光已成为我们生命中贵宝的资产。虽

然有千万的不舍，但在逗号稍稍歇息后，还是得继续

前行。

祝福你们在未来事奉的道路上，天天听见主的声

音，一生喜乐的事奉祂。

恭喜你们，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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