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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蔡麗貞
畢德生牧師在《俗世聖徒》一書中，對大衛一生有
深入的剖析與探究，他對大衛的介紹是：「他是一個
糟糕的父親，不忠的丈夫。純粹從歷史的觀點而言，
他不過是一個有作詩才華的野蠻領袖。但是大衛的重
要性不在乎他的道德，或是軍事的能力，而是在於他
對上帝的經歷和見證。他生命中的每一樁事，都是與
上帝有關的。」（頁6）誠然斯言。
讀者認為大衛人生的哪個階段最屬不易？政治家會
認為內憂比外患嚴重；心理學者會認為內心的煎熬比
內憂更沉重。身為國家的領袖，大衛與掃羅都必須面
對各種錯綜複雜的局勢，而君王自身的個性、脾氣、
權謀尤其是一生成敗得失的關鍵。大衛跟掃羅一樣，
都需對付心靈的幽暗面，而大衛手中最大的王牌就是
隨時來到神面前對付堅韌的老我，什麼時候停止與神
的生命交流，就是走向沈淪墮落之濫觴。對大衛與掃
羅是如此，對我們也是鐵的定律。
大衛對自我形象的描述常讓人議論紛紛：「耶和華
按著我的公義報答我，按著我手中的清潔賞賜我。因
為我遵守了耶和華的道，未曾作惡離開我的神。我在
他面前作了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遠離我的罪孽。」
（撒下二十二 21-24 ）不但令以色列人或基督徒目瞪
口呆，對大衛而言尤其是一種譏諷。

神的救恩是大衛自義的根基
大衛在自我形象與自我認知上，可說是個健康寶寶，
他的內心在神面前坦蕩蕩。其實大衛也承認是會犯錯
的人：「我是在罪孽裡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
了罪」（詩五十一 5），「我的罪孽追上了我，使我不
能昂首；這罪孽比我的頭髮還多，我就心寒膽戰」（詩
四十12）。然而每次來到神面前都先省察自己、潔淨自
己，而每次的回轉、悔改，都必再次蒙恩，這也是基督
徒最強有力的保障。與神緊密連結，彼此之間沒有陰
影，深信祂會幫助自己突破人性衝撞的幽暗面。
發行者：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雜誌社
編 輯：華神企劃處
地 址：台北市10090汀州路三段101號

神的救恩使大衛有深度的安全感，使他在患難中，
也能緊緊抓住神的應許，在信心中重新確認神當年立
約的愛。人生的困頓期往往是經歷神最真實的時刻，
大衛在百般試煉中持守對神的信心，在神的應許中獲
得安慰與力量。
誠如大衛在押沙龍叛變而逃難時，面對示每沿途咒
罵，表現得更是可圈可點，他以敬虔的神學來回應示
每。聖經此處所描繪的大衛，是一位謙卑、高貴以及
信靠神的君王形象，在危難及困頓中倚賴神的恩典。
大衛並未表達自己的無辜，反倒表現出對神至高主權
的順服（撒下十六 11 ）。大衛沒有被敵人的咒罵擊
潰；也沒有被自己憤怒捆綁，反而繼續持守在神內裡
的自由。他生命的風範展現的確與掃羅有所不同。

傳道者的雙重自我形象
使徒保羅的自我形象與大衛一樣健康而自信，中國
人說：聖賢自有中正之道，不亢不卑，不驕不謅，但
保羅卻是又卑又亢，兩個極端的自我形象都集中在他
身上。一方面他說：「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提前一
15-16 ）；一方面又說：「就律法上的義說，我是無
可指摘的」（腓三 6 ），甚至多次大膽地說：「你們
該效法我」（林前四 4 ，十一 1 ）。宣教學學者 David
Bosch 說：「保羅並非自以為義，而是不斷指出神在
他身上的作為與大能。」意思是說，每次保羅自誇
時，他其實是在歸功於神。保羅強烈的人格特質多次
讓筆者嘖嘖稱奇。
大衛也是具有雙重極端的自我形象，一方面承認自
己罪孽深重；一方面卻又很陽光、自信與健康。傳道
者或信徒也是如此，具有雙重的自我形象。因此，當
春風得意時，不要忘記自己是罪人；當失敗沮喪時，
更不要忘記是神已經接納的人。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電子信箱：cesadm@ces.org.tw
網
址：www.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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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屆畢業典禮「作主的守望人」》
本院第42屆畢業典禮暨第七任院長就職典
禮已於6月21日假浸信會懷恩堂舉行，約有近
千人蒞臨觀禮。
今年畢業生教牧博士有二人、神學碩士有七人、道
學碩士四十八人、聖經碩士六人、基督教研究碩士
十一人，職場宣教組一人、基督教研究證書五人；延
伸神學證書科四十五人、結業生十人、佳音教會畢業
三十三人、佳音教會聖經科結業四十二人，另有香港
但以理畢業有四十四人，其中二十四人出席。
會場隆重而莊嚴，大型詩班沈穩激昂的歌聲唱出
「靠近十架」、「聖城」，配合著號銅聲，歡送著即
將出到營外、搶救靈魂的基督精兵。典禮由周功和院
長主禮及菲律賓聖經神學院院長邵晨光博士勉勵。
邵博士特以「作主的守望人」為題，並引用以西結書
三十三章 1—11 節勖勉畢業生一生為主所用，作主忠
心、良善的守望者。
邵博士表示，以西結是以色列的大祭司，也是先知；
祭司身份使他強調上帝律法的真意，先知的角色使他
創意宣告上帝的心意。同學們畢業後進到服事工場，就
要發揮神的恩賜，如同牧人般，盡忠職守。傳達主的話
語，不僅要按著正意解經，也要讓聽者明白審判信息，
忠心作耶和華的僕人，做好神守望者的職分。
邵博士說，作神守望者需要注意的有三點：一是儆
醒主的任務。尤其是面對教會的難處時，能發揮守望
者的預警功能，如此才能拯救失喪的靈魂。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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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必須了解現今時代的脈
動，及時代的需要，這是神守望者的認知與使命。
第二，傳達主的信息。忠心傳達主的話，明白神
的心意及熟悉神的話語是非常重要的事。離開學院以
後，仍然要養成親近神、靈修禱告的生活。要實際了
解教會的需要，即使面對苦難，守望者仍要努力將神
的話傳開。
第三，宣告主的心意。耶和華的話是盼望的來源。
神要以西結將神的心意—「轉回」傳開。當我們作神
守望者時，罪人生命得到改變、悔改，這才是守望者
正確的目標。
最後，邵院長諄諄告誡畢業同學，要成為神的守望
者，傳達主的信息、宣告主的心意，明白神藉以西結
對我們說的話。跟主見面時，能得神稱讚為「又忠
心、又良善的守望者」。
華神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也期勉畢業同學服事教會
要尊崇獨一真神，常常感謝主的救贖；當有主同在，
主必保守。
接下來，則是舉行第七任院長交接典禮。監交人沈
正牧師表示，華神院長不是主管而已，乃是要承擔眾
人的責任與期待，也是同學們的榜樣、教師們的牧
養、課程的教導、海內外眾華人教會的期待等職責。

《章力生記念講座》
由改革宗神學院、社團法人中華福音神學交流促進
協會合辦、華神協辦的「章力生紀念講座」，將於 9
月 5 日下午 2:00 ～ 9:00 假改革宗神學院舉行。題目為
「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相遇：淺釋章力生的『總
體辯道學：哲學篇』」，由林慈信牧師主講。共有五
講。
林慈信牧師畢業於西敏神學院，係天普大學歷史系
哲學博士。為中華展望會總幹事，北美華人神學工作
者。目前與家人定居於美國洛杉磯。歡迎華神之友及
教會同道踴躍參加。

《2014年台北研經培靈會》
沈牧師也感謝周功和院長為華神燃燒自己，並盡心
盡力地付出與擺上。沈正牧師強調此次交接與以往不
同，是以按立禱告方式取代「就職問答」及「印信交
接」，並邀請蔡老師母會台北靈糧堂周神助、區永亮
牧師參與按立儀式。
周神助牧師回想三十幾年前曾與蔡老師同工，每天
清晨一起禱告，沒想到如今要為她承接華神院長一職
禱告，周牧師更說，就職禮當天早上禱告時想起保羅
曾說：「我願男人無忿怒，無爭論，舉起聖潔的手，
隨處禱告。」（提前二 8 ）他盼望：「女院長的成功
是男人的榮耀，更是神的榮耀。」
新院長蔡麗貞博士在牧者及會眾按立禱告下承接大
任，她感謝神供養華神四十餘年，如今進入第三期建
校及教育部立案。這一路走來都有神的保守，願將這
一切的榮耀歸給神。

2014 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 9 月 30 日～ 10 月 2 日假
南京東路禮拜堂（台北市南京東路2段110號）舉行，
大會主題為「假與真」。
下午2:00~3:30由邵晨光院長主講《瑪垃基書》，
包括「事奉的態度 — 真誠？」、「神聖的婚姻 — 真
愛？」、「事奉的益處—真貌？」；下午4:00~5:30
則由葉雅蓮老師主講：「論殿—真虔：誰能擁有？」
（可十一 12-26 ）、「論師 — 真智：誰能分辨？」
（可十二 28-37 ）、「論福 — 真福：誰能領受？」
（太五1-12）。晚上7:00~9:00由李思敬院長就「福
音真義—你還缺少一件？」、「真假先知—禱告必蒙
應允？」、「瓦器成珍—成功？成就？成聖？」等題
目探討主題。
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踴躍前往參加。有關詳情
請上網查詢或洽（02）23659151轉分機215總務處。

2013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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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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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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六月
累積收入

七至六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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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6,500
-84,615
-300,598
-3,471,803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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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746
177,200
39,052
67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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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80,000,000

5,504,169

68,976,484

計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六月份收入

全學年需要

建校
奉獻基金

單位：新台幣元

80,000,000

-11,023,516

新校區建設基金

六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361,850

206,858,467

-393,141,533

立案及擴校的後續工作包括完成立案手續、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等。
第一期建築經費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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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學良
禱告尋求中
「我自己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
劃。」—萬有都是本於祂，倚靠
祂，歸於祂。

楊雅莉

張奇軍

木柵便以利教會

禱告尋求中

惟有神的恩典托住，才能在信心

主，我是屬祢的，求祢救我，引導

中等候直到應許成就。

我走永生的道路。

因有愛的力量支持，才能在盼望
中努力直到日期滿足。

陳志宏

葉永盛

台灣信義會神學教育中心

台灣信義會台北真理堂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成了！五年的神學訓練！感謝師長
同學的教導與陪伴，更謝謝太太
育俞的無私付出。願此後不負眾
望，以報天恩。

蔡頌輝
華人福音普世差傳會
畢業了，但願……求知的心永不
鬆懈，宣教的火永不熄滅，創作
的手永不停歇。

陳政揚

金振宇

淡江教會

天母福音堂

不盡的感謝華神師長們的教導，

願將最 大的榮 耀歸 於 主耶穌 基

期 盼 帶 著 這 些 滿 滿的 收 穫，繼

督。祂是元首，永遠是我事奉的

續讓至高的上帝引領我、熱心前

焦點和原因。

行。

何佳玲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路
高過你們的道路；我的意念高過
你們的意念。」（賽五十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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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伊莉

張心怡

禱告尋求中

Ἐμοὶ γὰρ τὸ ζῆν Χριστὸς καὶ τὸ

感謝天父，透過老師、同工、同

ἀποθανεῖν κέρδος.（腓一21）

學、家眷、實習教會並在華神的
各種經歷，讓我更深體會祂的愛
和恩典、自己的不配和福音的寶
貴！

神學組

陳必勤
法蘭克福華人教會
願作上帝手中的破油瓶，一個破
碎、平凡的瓦器，卻是基甸的秘密
武器，那個得勝、榮耀的器皿。

林岳峙

陳怡君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禱告尋求中

從華神畢業，是階段性的結束，

父神是我的幫助，祂恩典實在夠

也是另一階段性的開始，願上帝

用！基督是我的引導，祂帶領永遠

引導賜恩，使我們能一路謹守跟

美好！聖靈是我的安慰，祂提醒

隨，勇往直前。

適時又適切！

周伯玉

陳明達

台北基督之家

台北基督之家

如今上帝恩惠的道已表明出來，

華神練劍三年，為主顛狂一輩子。

而 我 們 就 是「 持 守、堅 定、往
前」。

周將福

陳慕天

內壢得勝靈糧堂

中國佈道會台北聖道堂（兼職）

三年皆靠主恩渡過，感謝老師們

一召、二進、三年、四出，榮耀歸

紮實的教導，同學們互切互磋，

與神。

教 會 代禱扶 持，家人 溫 馨的鼓
勵，願將身體獻上，回報主恩。

馬震宇

喻澤忻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

進修中

一切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稱揚耶和華的名。

並不是出於自己、乃是神所賜的。
唯獨聖經、唯獨基督、唯獨信心、
唯獨恩典、榮耀歸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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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從雲

陳威延

禱告尋求中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你以恩典為年歲的冠冕；你的路

華神三年快如梭，

徑都滴下脂油。

寢室教室球場過，

感謝神一路的帶領及保守，求主

海外短宣拓眼界，

帶領我未來的事奉能合神心意！

餘生願獻主而活。

黃秀紅

程馨

大湖基督教會

門諾會文華教會

祢以恩典為我年歲的冠冕，以讚

「你不要說『我是年幼的』，因為

美為衣穿在我身上。惟願緊緊跟

我差遣你到誰那裡去，你都要去；

隨祢的腳蹤，榮耀見證祢的名。

我吩咐你說什麼話，你都要說。你
不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說的。

葛重光

教牧組

謝謝老師們的教導，同學們的提
醒、幫助、與代禱。願主的恩常與
各位同在！
會常想念各位，以後保持連繫！

詹季樵

楊傑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

台北忠孝神召會

上山學習天國技能，下山服事神國

感謝主！帶領我經歷三年的裝備

百姓；三年結交神國將才，他日同

和學習，謝謝老師的教導和同學

受忠良僕人。

的陪伴。求主繼續使用我為祂傳
揚福音。

鄭偉光

丁嘉宏

普世宣道教會中壢堂

傳愛浸信會

在這裡遇到好多精彩的人，能跟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異象，成為我

你們一起同跑天路，

智慧，成為我箴言，

真的是太棒了！

惟主在我心，永遠居首位，萬有
的主宰，成為我異象。

陳文暉

王春鳳

衛理公會福建堂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義路，高山

走進華神的第一天，就是神重建

或低谷，都是你在保護，

我這個人的神觀；走出華神的最

萬人中唯獨，你愛我、認識我，永

後一天，就是我對神全然活出祂

遠不變的應許，

的心意。感謝家人、師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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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都是祝福。感謝主！

石鍾雲

胡中英

基督教希望在耶穌教會

台北基督之家

將我的眼光，定睛在 祢的身上，

感恩、感恩、再感恩。

我一生要向著標竿直跑，直到終
點得著獎賞！

吳念恩

徐世偉

台中客西馬尼行道會

七賢路禮拜堂

旅途中會有猶豫、失望的時刻，

原以為是來學十八般武藝，畢業

但永遠不要因此失了目的地。

後出去作全方位傳道。
竟發現只能破碎倒空自己，惟靠
主宏恩竭力作祂器皿。

周維音

高翊倫

台南聖教會

台南聖教會

願以基督的心為心，服事家庭、

華神三載時光磨，福音傳揚路汀

服事教會、服事需要的人。

州；南北更迭證心志，靠主度日喜
樂留。

招偉志

張雲翔

天母感恩堂

台南聖教會

「.....我們既得了不能震動的國，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就當感恩，照神所喜悅的，用虔

的，是神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

誠、敬畏的心事奉神。」(來十二

乃是理所當然的。……是的，理所

28)

當然，別忘記！

林志剛

郭忻慈

救世傳播協會

台北真道教會

進 華 神 是 恩 典，順 利 畢 業 也 是

感 謝 神！給 我 三 年 的 時 間 去 經

恩 典。我 感 謝 神、我 的 家 人、

歷—掙扎、更新、調整，雖仍不完

ORTV、台北信友堂、台北靈糧

全，但求主繼續帶領。下一章再

堂、以及所有支持我的人。

開始吧！

邱奕盛

郭聖安

基督教林口靈糧堂

貴格會三一堂

謝謝華神老師這三年的培育，教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裡，是本

導我學習：「站得高、看得遠、想

乎神，神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

得深、蹲得低、擔得多」。

公義、聖潔、救贖。」(林前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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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易佐

謝益祥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高雄鳳山浸信會

感謝師長、同學及所有屬靈家人

三年的學習是恩典之路，我經歷

的禱告與關心，三年中經歷滿滿

主豐富恩典脂油，

的恩典，確信，走天路必有上帝

一生定來傳揚恩典十架，使萬民

滿滿的同在與憐憫。未來，只願

齊敬拜恩典的主。

盡己所能，忠心愛主，誠心愛人。

陳家彬

羅仕淦

台南聖教會

循理會永和教會

是你，讓我無法自拔的愛上你；是

帶著忐忑的心來到華神，懷著戰

你，充滿我每一分思緒。

兢的心學習裝備，搋著敬畏的心

唯有你，我用盡一生來追尋；唯

進入事奉。

有你，我一生的唯一。

董志中

劉秀珠

沙鹿聖教會

新竹寶山教會

感謝…

欣頌神恩！ 感謝家人的支持，感

上帝無限豐富的恩典，華神無私

謝老師的培育，感謝同學的相濡

多方的熬煉，教會無礙全力的栽

以墨，感謝守望者的代禱！謝謝所

培，家人無怨無悔的支持，和所有

有愛我、和我所愛的人！讓我們

曾、正、將為我禱告的人！

一起活出有愛的生命！

劉純堯

莊雅嵐

高雄愛加倍恩惠靈糧堂

新竹靈糧堂

三年裝備更認識自己的渺小，以

感謝主恩，上帝保守，絕不退縮。

及主的心意必定成就。願主引導
前方路，叫我一生伴人認識祂的
偉大與慈愛。

蔡壹一
旦

劉得瑋

台中客西馬尼行道會

中國佈道會高榮禮拜堂

感謝上帝扶持我走過這三年，未

忘記背後，努力面前，向著標竿直

來將繼續靠著祂的恩典，踏上信

跑！

心的旅途～

鄭雅文

張雪華

禱告尋求中

進修中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都在乎神；

華 神 是 毗 努 伊 勒，未 來 是 約 旦

我力量的盤石、我的避難所都在

河；耶穌領我，祂唱我和！

乎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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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于婷
二重靈糧堂
感謝神的恩典，感謝家人的支持
和包容，感謝華神的師長及同工
們，您們的教導和付出，是我的
幫助也是我的榜樣。

高堂恩
台灣信義會新莊真理堂
「因為我曾定了主意，在你們中間
不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
祂釘十字架。」（林前二2）

田欣玉

陳盛火宣

天母感恩堂

台北忠孝神召會

言 語 無 法 表 達 對 祢 的感謝，是

切的榮耀都歸給祢。

在帶職牧會的過程中，深覺神學
知識的缺乏，因此於2003年進入
研碩(選修)就讀。感謝老師們的
認真教學、諄諄教導。十年苦讀
終於畢業了。但願下半生為主所
用。

李憶珠

邱照惠

信義會台北救恩堂

台北忠孝神召會

然而，我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上
恩不是徒然的。

我又聽見主的聲音說：「我可以
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看到這句話，我立即回應主說：
「主啊！我在這裡，請差遣我。」
回應神的呼召，蒙揀選，讓神在我
身上計劃得以實現。感謝神！

李慧貞

胡嵐芸

台南聖教會

謝我主隆恩──賜機會能力，賜

在華神的日子如同與耶穌同行在

良師教導，賜家人傾力支持，終

水面上，我想我會永遠懷念，這

能完成學業。

祢 為我做成的。能夠進入華神讀
書、畢業，是 祢 給了我許多不配
得的恩典來證明愛我，我要將一

帝的恩才成的，並且祂所賜我的

段不可思議又充滿恩典的日子。

張長綾

陳君慈

改革宗信望愛教會

台北靈糧堂三樹福音中心

兩年的時間，成長好多，感謝神的

感謝華神研碩選修制度，讓我更

恩典、師長們的教導和同學的陪

多裝備自己。從帶職事奉轉為全

伴；我知道這一切都將是開始，

職事奉，神的恩典述說不盡。七

不是結束。

是完全的數字，我終於畢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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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世保

鍾希桓

木柵便以利教會

靈命日糧 (真理文化傳播基金會)

過去七年得到許多老師、同學、

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

行政同工及母會的幫助，獻上感

我：老師，我們在這裡真好。

恩；當然更要感謝主賜下夠用恩

～傳道人的好朋友靈命日糧的希

典，才有今日。榮耀歸給三一真

桓，食品業

神。

曹俊
台北毘努伊勒教會

職場宣教組

感謝主恩！在華神裡許多師長及
同學帶給我生命的開啟及雲彩般
的見證。願我能活用這些學習，忠
心在服事裡。

楊國展

李坤泰

迦南會北部大專團契

忘記背後、努力面前，望著神賜的

感謝親愛的老婆路得以及親友家

標竿直跑。

人，還有教會陳哥盧姐及眾弟兄
姊妹的鼓勵，願畢業後能繼續學
習為主興起發光。

繆璯宇
新店行道會
至於我，我要仰望耶和華，要等
候 那 救 我 的 神；我 的 神 必 應 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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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怡

游允真

行道會火把教會

禱告尋求中

感謝華神使我在神學、聖經、教
會的知識與視野上更加寬闊！在
靈 命 建 造 上 不 斷 更 新！感 謝 老
師、同學的接納與愛，使我更加
對神有堅定的信心，渴望繼續常
常回華神學習！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了必

潘壘

黃津文

貴格會大坪林教會

中和佳音教會

感謝主，祂是守約施慈愛的主。當

在 華 神時常 有 登 高 望遠的 舒 暢

我仰望祂時，祂的手領我走義路。

感！老師的風範，同學的火熱，

也感謝家人的支持與陪伴，願主

常常激勵著我，一起走天路不孤

一路與我們同在，直到永遠。

單。

站立在地上。」（伯十九25）

周國祥

陳慈容

貴格會大坪林教會

台北市靈泉堂

華神，是職場宣教呼召的回應，也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

是最有價值的真理學習。感謝良

中看為希奇。這是耶和華所定的

師益友的啟發與榜樣，期許成為

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順服的僕人。

（詩一一八23~24）

郭敏隆

尤之堅

上帝啊！我到年老髮白的時候，求

基督救恩之光教會

你不要離棄我，等我將你的能力

感謝主！六年前在台中開辦華神

指示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

延伸制，以致於學習二十八年的

的人。

課程得以延續，終於畢業了！願
事奉更有能力，榮耀神。

林佳傑
板橋拿撒勒人會文化教會
感謝神！唸華神延伸制受到老師
信心方面的建造。雖然畢業了，
卻是 服事 教 會 與弟兄姊妹的開
始，我會繼續努力於聖經與實務
上的功課。

焦瀛臺

彭富梅

環西福音中心

嘉義浸信會

人生讀了許多書，也考了許多的

「照著我所切慕、所盼望的，沒有

試，也拿到許多畢業證書，但其

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

意義都比不上今天所拿到的畢業

論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

證書。

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
了就有益處。」（腓一20~21）

郭國輝

吳雅萍

深坑錫安堂

台北靈糧堂

華神師資優！八方聖徒聚，虛心

感謝主恩、奇妙帶領，竭盡餘生，

勤裝備，神國耀如旭！感謝老師

認識真道、分享真道、活出真道，

們春風化雨！裝備學生們成神國

頌讚主名、榮耀主名、高舉主名。

精兵！祝福！

楊迺悌

梁雅娟

協同會永和佳音堂

重新長老教會

一粒麥子不落在地裡死了，仍舊

謝謝祢，天父！是祢慈繩愛索牽引

是一粒，若是死了，就結出許多子

我進入華神受造就。願我能更加

粒來。主啊！我在這裡，求祢差遣

像 祢，帶著耶穌的香氣，奉獻一

我。

生跟隨祢！

11

姜復華

徐漢慧

浸信會恩惠堂

台北市基督徒聚會處

感謝神！感謝恩惠堂！感謝華神！

十年研讀神學課程的經歷，也是

感謝父親！他是影響我信仰的轉

內在生命修剪與更新的旅程。「你

捩點，盼望父親能與我共享主恩

們聽過祂的道，領了祂的教，就要

及畢業的喜悅！

脫去你們行為上的舊人…穿上新
人…有真理的仁義和聖潔。」

胡家碧

蔡耀松

大坪林貴格會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二 十多年 前 我開 始 修 延 伸制的

「聖經都是神所默示的，於教訓、

課，沒有想過會畢業。對聖經課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都

程的喜愛超過一切，今後將繼續

是有益的，叫屬神的人得以完全，

選修，愈來愈甘甜。

預備行各樣的善事。」（提後三
16~17）

劉玉桂

黃鶯音

浸信會我們教會

文化長老教會

感謝華神延伸制，造就僕人好地

感謝神的恩典和老師們的教導，

方，竭力追求主真理，裝備完成

把聖經的真理放在我們的心中。

待差遣。世界道路多險惡，吼叫

願神帶領在服事上忠心，經歷神

獅子遍地行，拿起聖靈的寶劍，

的愛，活出榮神益人的生活。

為主打那美好仗。

劉麗芬

陳孟科

天母福音堂

浸信會懷恩堂

「我們務要認識耶和華，竭力追

「流淚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求認識祂。祂出現確如晨光；祂

（詩篇一二六5）七年了，我栽種

必臨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

了，華神澆灌了，惟有神叫他生

的春雨。」感謝華神師長使我在

長，今後持續將這一切恭敬仰望

至聖的真道上受造就。

交託在神手裡。

蘇聖華

張美瑛

台北101教會

喜信教會

求神使用我，擴張我，差遣我。在

的人。

神要擴張我境界，開我的眼，不
論 經 歷 高山或 低 谷，我 仍 讚 美
神！我 要 憑 信 心 領 取 主 豐 盛 應
許，相信祢信實的同在，幫助我安
靜等候，願將生命奉獻在 祢的榮
耀裡！

周世光

陳啟鳳

王功長老教會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感 謝 父 神，在 基 督 裡 接 納 我 卑

感謝華神所有師長的教導，畢業

微的罪人，感謝聖靈的引導前來

是新的開始，盼望裝備所學能使

華神延伸部學習，更感謝延伸部

用在神的善工上，蒙神悅納，將

各位師長及惠冠、雅娟同學的協

一切頌讚榮耀歸給神！

家裡：成為家庭合一祝福的人。
在 教 會：做 個 忠 心良 善 的 好 管
家。在社會：做敬畏神、榮神益人

助、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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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小圓

曾慰慈

新店浸信會

浸信會懷恩堂

感謝華神延伸部，用神的話滋養

感謝神！ 祢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

我的生命，老師的生命相傳更洗

亮光，使愚人通達。謝謝師長們的

滌了我塵封已久心靈，開啟我屬

教導，使我能更多認識神、明白真

靈生命的新樂曲！

理，在服事上更有能力。

魏月華

林以夫

台北復興堂

雙愛心禱教會

感謝主透過華神的教導，讓我更

在華神幾年來，是我五十年來最

清楚聖經的真理，也讓我學習熱

甘甜的日子，生育一對男女，體驗

切愛神、謙卑愛人，這是神的恩

何為愛和祝福，也同時受真理裝

典，榮耀歸神，哈利路亞！

備，感謝主和老師們，幕後的太太
伊娜，末後榮耀必定大於先前的。

呂碧雲

張貴香

浸信會懷恩堂

天糧教會

主，我在這裡，請差遣我！

感謝老師們用心的教誨，透過他
們的教導，使我對神有更深的認
識，也對聖經有更廣的瞭解，因此
使我的靈命也成長不少。

林潔儀

王仲慧

台北真理堂

衛理公會恩友堂

一路走來五年光陰，若沒有主的

忘記背後努力面前的，向著標竿

恩典豈能完成！同時，也在神召神

直跑。

學院、教會裝備進修。經濟上，主
也信實的供應，故今日的畢業，是
上帝的！

白小珠

吳美樺

林森南路禮拜堂

台北小城基督教會

能完成課程是神為我預備的奇妙

感謝主，有機會上華神延伸制課
程，也藉著老師造就、塑造我，讓
我能活出聖潔的心思意念、美好
氣質及愛人的心。願更渴慕上帝
的話語如同珍寶，也期待自己更能
活出神的樣式。

路程！感謝神透過華神擴張我屬
神的眼光，走在合神心意的道路
上。

朱光吉

呂佳穎

國際福音全備教會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畢業不是結束，是服事的開始。

感謝神！讓我能把時間分別出來，

「主的靈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

進入延伸部受裝備與學習。感謝

我，叫我傳……貧窮(或謙卑)的人

神！讓我的屬靈生命高度，因更認

有福音可聽…。」（路四18~19、

識、親近神而向上提昇。

賽六十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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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仲華

唐秀華

協同會北台中教會

浸信會懷恩堂

感謝天父，因為祂的恩典使我能完

感謝神的帶領進入華神，華神在

成課程。感謝牧長、弟兄姐妹並我

真道上的教導，使我們要完全活

的家人的支持與鼓勵，能夠分享應

出如希伯來書十二章1~2節的生

用所學；更印證了，萬事都互相效

活，求主持續保守，使我們能結出

力，叫愛神的人得益處！

與蒙召的恩相稱的果子。

陳淑麗

丁根寶

長老教會厚德教會

永和禮拜堂

感謝神，能更加認識神，更能緊緊

本 欲 凋 零 然 而 心 動，進 入 延 伸

跟隨主耶穌的腳步。不敢全像，

部，眾師引導入門；行年七十，外

但求越來越像。

體雖毀壞，唯願向著標竿直奔。

廖宜華

楊桂家珍

台中基督徒西屯禮拜堂

浸信宣道會大安教會

感謝華神，許多以前所不明白或

感謝主不嫌我八十高齡，

沒有看見的地方，透過華神所開

賜我耳聰目明四肢靈活，

的課程，得以明白，得以看見。

來華神追求師長的教導，
渴慕靈命成長被造成材，
希望獻上餘生為主效命。

柯美鈴

王吉德

中壢浸信會恩惠堂

台灣信義會台北真理堂

感謝華 神的訓 練 及 老師 們的 教

感謝神帶領我到華神裝備，讓我

導，獲益匪淺。於個人及教會服

更明白神的心意。在這一段時間，

事都受益良多！

聖靈啟示我，打開我心靈的眼睛，
使我不再一樣！感謝神，感謝華
神，感謝老師，願神賜福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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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潔明

李彥德

新店喜樂浸信會

浸信會仁愛堂

頌讚神恩福滿溢，

感 謝 天 父，讓 我 來 華 神 延 伸 部

念玆在玆師恩情，

進修。願每一個腳步，都有上帝

倚靠聖靈遵旨意，

滿滿的祝福，把榮耀都歸天上的

竭力傳揚主福音。

父，我主耶穌基督。

施愛玲

黃思婕

和平基督長老教會

士林靈糧堂

來華神是耶和華的帶領與祝福，

感謝主，給我有兩年時間可以放

使渴慕者獲真理學習的滿足。願

下工作，全心在神話語當中好好

鄉福行如鷹展翅上騰、奔跑不困

的領受，得到餵養，讓我有更多的

倦、行走不疲乏。

裝備可以奔跑主的道路。

延伸神學證書科／聖經科結業
楊錫珍 永和靈糧福音中心
侯婉葳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
譚蕙芝 永和禮拜堂
高宗榮 木柵活石教會

延伸神學證書科／師母事工科結業
林芳宇 西雅圖證道堂

延伸神學證書科／教育科結業
徐榮隆 南京東路禮拜堂

延伸神學證書科／輔導科結業
王秀姿
劉秉怡
劉舒平
顏雅惠

新生教團中和教會
廈門街浸信會
台北衛理堂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

延伸神學證書科／香港但以理畢業
邵慧明 王帶娣 李日長 曾志茵 劉群歡 陳見好
黎英紅 陳芷茵 何碧茵 林美珊 鄧小媚 黃火妹

陳婷芳
石秀文
劉秀平
劉綺文
陳美華
袁 景

陳肖琳
譚綺蓮
張小蕙
貝秀月
李敏儀
陳 路

曾陽霞
周佩王京
何淑儀
張晚萍
李淑玲

曾淑芳
吳雪容
陳冠聖
黃嫦明
王佩儀

溫巧玲
張家明
馮麗翠
辛慶全
吳月興

蔡金鳳
陳 昕
潘偉民
宋燕鳳
吳邵雯

張若嘉
吳幸娥
吳劉福弟
楊春玉
林秀蓮

林坤易
王玉盞
葉文杰
葉柔欣
潘健雄

延伸神學證書科／佳音教會畢業
林岳寬
汪麗花
謝雪莉
謝幸真
蔡佩珊
林 好

林純熙
林炳炎
蘇慶隆
陳淑貞
葉忠霖
高清德

李玉芳
高彩霞
茆秋瑱
王曉明
徐富樂
李永得

黃偉倫
陳春淵
田秋妹
唐健華
蘇怡誠

延伸神學證書科／佳音教會聖經科結業
黃玉靈
盧茂倫
陳 颱
陳梅花
楊治國
黃莉萍
吳政都

張麗惠
陳秀聰
林鶴如
曾玉香
曾秀珍
劉金惠
黃郁瑾

蔡欣穎
鄧海容
黃國師
蔣麗華
王鴻瑜
張奕淳
朱蓮花

周玉青
劉亞聰
陳俐君
黃貞貞
石鳳琴
顧耀文
江元興

曾琡珺
陳玟蒨
邱惠美
楊惠琳
江蒔柔
馬治平
陳淑花

鄭淑芬
丁曉玲
曾增和
劉芳樺
范以盛
林慧娟
江慧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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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致詞

■學生代表／謝益祥

敬愛的師長們、各位來賓、各位同學，在座畢業生
的家人大家平安：
在 2014 年六月份有幾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第二十
屆世界杯足球賽在巴西如火如荼的開打（全球有三十
多億的人口關注），美國 NBA 總冠軍決賽熱火與馬刺
再次對決，馬刺重返榮耀（全美國近 2000 萬的人口
觀賞），當然還有今日 42 屆畢業生，在華神經過幾
年來的課業與壓力的煎熬，即將在今天畢業（當然這
煎熬，我們所有畢業生的感受，相信這是恩典、是甜
美、是生命的成長），此三件事有一個關聯，那就是
榮耀，但不同的是，前二件事受世人注目，球員們為
著個人與國家的榮耀努力，那是屬於這世界所追求的
榮耀，想想明年的今天，我們應該會忘記六月份那個
國家得了世界杯的冠軍，可能也不再記念。
今日華神42屆畢業典禮，與前二件賽事相比，受注目
的比例就相對低很多，雖然剛剛每一位畢業生從院長的
手中，接了頒發的證書，願你們享受學位尊榮，但每一
位畢業生來到華神受裝備，不單是為了學位的尊榮，更
重要的是42屆畢業生應有一個歡歡喜喜的盼望，神的
榮耀，就如使徒保羅在羅馬書五章二節所提。
師長們與各位來賓，今天 42 屆的畢業生畢業後，
不是為著地上個人的成就與榮耀，而是在華神所裝備
的，能在各個領域裏服事，神能得著祂當得榮耀。更
如畢業生所敬拜的詩歌：聖城，盼望的是天上榮耀，
我們是服事主的人，所盼望不是受世人注目敬仰，而
是盼望一生服事主後，將來白色大寶座前見主面時，
能得著神的稱讚與榮耀，因為這榮耀是永恆與永遠被
紀念。也請在座每一位師長、來賓能常常在禱告中記
念42屆所有畢業生，能在一生的歲月裡，堅定的服事
主、榮耀主。
敬愛的師長們，謝謝你們在三年來不斷的用生命與
神的話來裝備我們，並細心的教導我們，願意接納每
一位神學生的牧長們，謝謝你們給我們學習的環境來
塑造我們，而最親愛的家人，謝謝你們願意與我們同
走這一條路，並支持我們。
最後，神的話必成就在我們當中，「但願祂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裡，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
永遠遠。阿們。」（弗三21）

16

在校生致惜別詞

■學生代表／李修齊

各位來賓、師長同工、同學、以及即將畢業的學長
姐，大家午安。我是道碩二年班在校生代表李修齊。
三年、二年、一年的時光飛快的就過去了，學長姐們
馬上就要踏出華神這個溫暖、可愛的大家庭，進到服
事的工場。有人說畢業不是句號，而是逗號，不是停
止前行，而是稍稍停頓和歇息。那麼，今天我們也來
停頓一下，回味一下這精彩的華神生活。不曉得在華
神的生活中，最令你們印象深刻的「聲音」是什麼？
是總機碧輝姐、世婉姐的招呼聲，還是陪伴我們上
課讀書的伯大尼小朋友的呼喊？是上課下課的打鐘
聲，還是每晚十點五十分圖書館閉館的音樂？是消防
警鈴大作的聲響，還是身旁室友的打呼聲？是課堂上
老師幽默深入的授課，或是輔導老師約談時的聲聲關
切與代禱？是每天用餐時間小朋友的嘻笑，還是開放
第二輪打菜的搖鈴？
是什麼聲音讓你最回味無窮呢？是希臘文希伯來文
單字的背誦聲，還是向老師請益時的你來我往？是全院
崇拜時集體唱詩的歌聲，還是詩班課發聲練習的音階旋
律？是各類專題的豐富演講，還是畢業講道同學的生命
故事？是輔導小組裡面的大笑，或是運動場上的嘶吼？
是當服事課業和生活上面臨挫折時心中的微聲呼求？或
是經歷生命的突破與成長後所發出的歡呼讚美？
真不曉得令你最印象深刻的聲音會是什麼？但我知
道，對在校生來說，印象最深刻的聲音就是你們。謝謝
你們用生命陪伴我們，與我們一同成長。謝謝你們用見
證鼓勵我們，與我們同奔天路。謝謝你們分享所學，幫
助我們適應學業的挑戰。華神因為有你們，成為一個更
有愛、更溫馨和更喜樂的地方。雖然在將來的日子，華
神裡將甚少出現你們的聲音和身影，但與你們所共渡
的時光已成為我們生命中貴寶的資產。雖然有千萬的不
捨，但在逗號稍稍歇息後，還是得繼續前行。
祝福你們在未來事奉的道路上，天天聽見主的聲
音，一生喜樂的事奉祂。
恭喜你們，畢業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