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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二〇〇三年六月院讯报

导华神的共同价值观，此内容是老

师团队经过不断地沟通、讨论、整

合，齐心拟出共同看重的信念，这

些价值观能使团队凝聚力量，牵动

使命感。二〇一四年初同工退修会时，仍深受大家的

肯定与支持，周功和院长甚至鼓励再次发表。借着勉

励新生，也与华神之友分享这几项价值观的简洁版：

1.对神有安全感；

2.在团队中自然、放松；

3.循规蹈矩的理性容许创意的冒险；放任的感性可被

理性约束。

对神的认识与信靠
第一项「对神有安全感」，是福音神学所强调的焦

点，换言之是对神的认识与信靠。林道亮院长的「吃

得苦，捱得穷，受得气，作得工」依然是华神的优良

传统，同时「认识神而满有安全感，经历神的恩典而

得享安息」也应该是更基本的信念与价值观。

第二项「在团队中自然、放松」是指自在、喜乐的

事奉心态，强调同工之间彼此信任、接纳，在和谐的

气氛中工作。所谓「爱中合一」不是刻板的统一，而

是容许个别差异性与自由度。

第三项「循规蹈矩的理性容许创意的冒险；放任的

感性可被理性约束。」是期望理性与感性能平衡地伸

展，不需强行压抑、轻此重彼。当然，个别的创意不

是任性放纵之借口；自由度也不是欠缺真理的规范。

彼此帮补、互相信赖的同工关系
华神的老师，无论是在学术上或属灵观，都有某程

度的歧异性，理想状态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广。老

师在学术发展的多元性，可见于课堂上的各显神通，

或学术研讨会中的彼此切磋；至于属灵观的差异则表

现于辅导会议上。论及同学的生活规章、品格塑造，

笔者总会捍卫同学的自由空间，当面对少数几位学生

的惩戒处分时，老师也会出现争执不下的场面，甚至

回到家中仍情绪起伏，难以入眠。相信做出任何决

定，对每一位老师都不是容易的差事，我们珍惜、宝

贝每一位进入华神的同学及同工。

耶稣的十二位门徒，有的个性冲动，专好发言，有

的则较温柔寡言。感谢神，华神还有其他与笔者看法

不同的老师，否则全然恩典挂帅，行政同工很难办

事，恐怕同学也不太会珍惜恩典，偶而有些惩处或因

律法所造成的不便，更能让同学渴慕恩典，学习自尊

自重、自律自爱的美德。

管理学生与治理教会相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

艺术，理论与实际兼备，宽容与严格并行，进而学习

从其他老师的立场与意见，去揣摩天父的心意。即便

意见僵持不下时，同事私下难免有些伤感情，但事后

心平气和时，仍相信这是神给华神团队的特质，从不

同的神学角度、辅导方式，臻至互相帮补与彼此修正

的共融，并且相信不同立场的双方，不单是为华神的

好处，且为中国教会的未来领袖着想，因此砥砺琢磨

之下，更能信赖对方的善意。

欢迎各位新生加入华神大家庭，预备自己成为一台

戏，在未来的学习岁月中，粉墨登场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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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佳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4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高雄浸宣武昌教会

传道。

张益祯

中华福音神学院2012年神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基督门徒训练神学

院教师。

黃元德 

韩国总会神学院2004年研究硕士

科毕业。现为韩国总会世界宣教

会宣教师。

孙荣岩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9年辅导硕士

科毕业。现为基督教怀宁浸信会

牧师。

赵桂君

中华福音神学院1996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中华循理会新竹教

会牧师。

蔡连生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8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头份生命教会主任

牧师。

李瑞华 

中华福音神学院1993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万隆基督的教会牧

师。

王振亚

台湾浸信神学院2011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正义浸信会牧师。

周正达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2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台湾丰盛之爱全人

关怀协会牧师。

陈金素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4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柏林宣道会信望爱

堂传道。

平嬡娟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3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台湾信义会士林歌

珊堂传道。

王世辉

中华福音神学院2009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现为新西兰奥克兰华人

卫理公会牧师。

张雪华

中华福音神学院2014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

旧约组

李信政

中华福音神学院2012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目前于中华基督教卫理

公会台北卫理堂服事。

金贤珠

韩国亚细亚联合神学院2004年道

学硕士科毕业。目前于韩国幸福

的教会服事。

谢瀚勋

台湾浸信会神学院2009年道学硕

士科毕业。目前于林森南路礼拜

堂服事。

喻泽忻

中华福音神学院2014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

林淑慧

台湾浸信会神学院2008年道学硕

士科毕业。目前于荣光小组教会

服事。

田荣道

中华信义神学院2004年道学硕士

科毕业。目前中华圣洁会竹北教

会服事。

神学历史组

新约组
新生专辑新生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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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菁怡

文藻外语学院英国语文系毕业。

系台东基督教东之光教会会友，

曾任屏科大国际学院国合会驻校

项目助理。

神学组

李主蒞

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系嘉义圳

头里贵格会会友，曾任嘉义市侨

平小学教师。

季彦达

政治大学国贸所硕士。系信望爱

圣教会会友，曾任万泰银行贵宾

理财专员。

林秀瑾

亚洲大学心理系硕士。系中华基

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教牧辅导

同工。

林柔贝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系石牌信

友堂师母。

林惠婷

中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系

新竹胜利堂会友，曾任交通大学

电机学院系所助理。

郭旻华

成功大学外国文学系进修部毕

业。系台南圣教会会友，曾任职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报社。

陈世贤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毕业。系

东湖感恩堂会友。

彭德全

中原大学建筑系毕业。系台北卫

理堂见习传道。

杨康雯

缅甸籍，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

毕业。系泰北伯特利圣道学院图

书馆主任。

蔡玗恬

嘉义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系

台湾信义会嘉义荣光堂实习传

道。

郑仲甫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硕

士。系校园福音团契行政同工。

教牧组

王美贞

台湾艺术大学戏剧与剧场应用学

系毕业。系怀宁浸信会会友，曾

任怀宁浸信会干事。

辛佳珍 

中山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系浸信

宣道会武昌教会会友，曾任高雄

市福诚小学教师。

姚奇青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毕业。系中

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会

友，曾任街舞老师。

洪嘉良

龙华科技大学国际企业系毕业。

系怀宁浸信会会友，曾任威立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实习生。

许博闻

中原大学机械所硕士。系中坜校

区基督教会同工。

许荣森

东海大学化工系毕业。系中华基

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会友，曾

任职中鼎工程公司。

郭昆崇

国防大学管理学院国防决策科学

研究所硕士。系高雄牧邻行道会

会友，曾任国防部主计局财务中

心科长。

陈士英

中国工商专校财政税务科毕业。

系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公关专

员。

陈文财

中山大学企管硕士。系台中思恩

堂丰富教会会友，曾任玉晶光电

高阶主管。

陈宏诚

海洋大学农学院水产养殖学系毕

业。系台南圣教会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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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道

美国加州Fullerton大学会计系毕

业。系高雄牧邻行道会会友。

陈明程

马来西亚籍。马来西亚圣经神学

院神学系毕业。系美里福音堂牧

师。

陈楚璋

Napier University旅游及航空管

理学士。系宣道会屯门堂福音干

事。

焦湘灵

中原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毕业。系

基督教乡村福音布道团全职同

工。

叶绍雄

马来西亚籍。马来西亚浸信会神

学院教牧文学硕士。系美里福音

堂牧师。

卢心仁

辅仁大学景观系毕业。系基督教

莒光教会会友，曾任环艺工程顾

问公司景观设计师。

简正彦

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系道声吉

利长老教会会友，曾任救世传播

协会程序设计师。

郑祺民

辅仁大学资讯管理系毕业。系新

店行道会全职同工。

全修

吴孟纯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应用日语系毕

业。系安乐圣教会会友，曾为台

南以琳之家关怀协会行政人员。

林品彣

长荣大学翻译系毕业。系台南圣

教会行政同工。

曹文芳

Lafayette College化学工程系毕

业。系青年使命团同工。

汤一琴

高雄医学院护理学系毕业。系新

竹北门圣教会会友，曾为元培科

技学院讲师。

黄佩慈

美和技术学院幼儿保育系毕业。

系台湾基督教万国敬拜与赞美协

会同工。

詹媛如

长荣大学社工系毕业。系青年使

命团KKI事工台北区主任。

刘婷华

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系怀宁浸

信会会友，曾为台北医学大学附

设医院物理治疗师。

田正平

中央大学土木研究所硕士。系校

园福音团契实习传道。

汪扬

东华大学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毕

业。系校园福音团契实习传道。

林玉净

成功大学行为医学研究硕士。系

永和循理会全职同工。

许派辉

中兴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系松

山礼拜堂长老。

许浩恩

东南科技大学毕业。系新店行道

会教务助理。

陈宏诗

泰国Mae Fa Lua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f Management 

in Tourism系毕业。系浸信会华

恩堂师母。

陈志宇

嘉义大学外语系毕业。系台北101

教会传道。

焦

基

工

叶

马

学

堂

辅

业

选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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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焕杰

台北科技大学材料及资源工程系

材料组毕业。系校园福音团契实

习传道。

陈芝涵

政治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研究硕

士。系校园福音团契实习传道。

陈侣君

美国Temple Univeristy毕业。系 

美国麻州罗威尔圣经教会师母。

黄文帅

文化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系荣光

小组教会实习传道。

廖琇娟

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系台北复

兴堂师母。

裴恩

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硕士。系

校园服音团契实习传道。

卢正馨

景文科技大学毕业。系新店行道

会助理传道。

卢静妮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系大

肚长老教会会友。

全修

文瑞芳

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毕业。系

澳门下环浸信会会友，曾为澳门

海星中学教师。

卓意纹

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社会工作系毕

业。系桃园圣教会会友，曾为更

生团契附设桃园县私立少年之家

社工员。

倪宏伟

Columbia College General 

Studies毕业。系中华基督教长老

会信友堂会友，曾任裕洁公司勤

务。

高树东

中国郑州大学机械工程系毕

业。系奥克兰恩泉灵粮堂会友，

曾为Fletcher Easysteel CAD 

programer。

张雪玉

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系Life 

Connection Church 会友。

陈思婷

台北护理学院运动保健系毕业。

系板桥福音堂实习传道。

赵宋贤

中兴大学法律系毕业。系台北真

理堂会友，现为群祥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法务专员(兼职)。

钟以荣

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改

革宗长老会信安教会干事。

旋昊文

东吴大学法律纟毕业。系荣光小

组教会全职同工。

一般组

王铭洁

致理技术学院营销与流通管理学

系毕业。系火把行道会传道。

余荣华

崇右企业管理专科学校企业管理

系毕业。系台北基督徒康华礼拜

堂会友。

李正年

淡江大学机械系毕业。系石牌信

友堂会友，现为台湾莫仕股份有

限公司品保经理。校

政

C

选修

林春玉

台中师范学院数理系毕业，系沙

鹿圣教会会友，现为台中市立中

港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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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浩然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电

机与资讯工程硕士。系浸信会怀

恩堂会友。现为台湾诺基亚产品

经理。 

洪嘉隆

致理技术学院企管系毕业。系基

督教怀宁浸信会行政同工。

梁善居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比较医学博

士。系康华礼拜堂主责长老。

庄俊寅

中国文化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

系西门町贵格会开拓传道，现为

以罗伊文创社社长。

陈富美

政治大学统计系毕业。系基督教

灵友堂兼职干事。

陈静怡

Lasalle College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系毕业。系

高雄牧邻行道会会友，曾任高雄

牧邻行道会行政同工。

邹孟凰

世新大学广电系毕业。曾任台北

灵粮堂同工。

邓明贤

东海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硕士。

系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会友，现为侨光科技大学讲师。

李奕璇

文化大学数字媒体设计系毕业。

系南京东路礼拜堂小区部厝边头

尾小区协会干事。

陈怡安

台湾大学森林系毕业。系南门教

会会友。

职场宣教组

我
们
原
是
神
的
工
作

我
们
原
是
神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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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第一位以英文著书出版（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1395）的女性

作家Julian of Norwich 是英国十四世纪时的隐士。生前曾经在异象中看

见神所造的一切宇宙万物不过像一颗小小粒的榛实（hazelnut），既微小

又容易失落。然而却是同时被神爱的指尖紧紧握住着。（如图示）

”Just Go !”，”Just Do It ”。宣教是什么？宣教不就是去做就是

了吗？有人这么说。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对宣教这件事有个基本的假设前

题，那就是宣教是我们做的事，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的「Mission」。

这就难怪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工夫讨论、策划、脑力激荡，绞尽心思好有效

进行这项又伟大、又重要的事工。

圣经没有出现「宣教」这个字眼，却处处启示神一直在作工的目的和旨

意（His Mission Will and Purposes），而且是又纯全、又善美，又可喜

悦的旨意。当初宇宙万物的创造，如果只像榛实般那么小的颗粒，那么，

神所立定的筹算和心中的思念之深广细腻，恐怕要比海沙更难以数点，而

且做来该是轻而易举，有必要呼召我们这些不怎么智慧、不怎么有能力的

人来帮忙祂完成大事吗？可见，祂呼召我们参与祂更新再造一切万有的目

的，该不会是在于要「我们去做就是了」吧。

要造作人能回归神，认识祂，专爱祂，尊主为主，是神工作的难题。因

为心甘情愿的爱是神的形像，是神给人最贵重的礼物。惟有当人心甘情愿

以爱的方式把自己给上帝、给邻舍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安息、安稳在我们

被造的目的和美意当中。因为，没有了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神呼召我们离开本族、本家及自我，又呼召我们用诸般的智慧传扬祂，

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不是要我们顾念我

讲道讲得好不好，我教宣教教得精不精彩，我劝服人信主的说服力强不强

势，我引领人到教会的手法高不高明，而是当顾念神透过这些在我身上做

了些什么工作。出现的是神的创作？还是一堆不成气候的金沙或陶土？因

为，我们原是祂的工作。我的讲道、教学、劝服、引领

人都是在成就神的「Mission」，一切的行善都是在成

全神已经预备叫我们行的心意，使我们越来越像

基督，越来越有祂的虚己和谦卑，越来越充充

满满有祂的恩典和真理，越来越是成为在神

面前有福、且又富足的人，让神的光可以

照在人前，使神的心可以得着满足。

Julian of Norwich 还有另一句名言：

「All Shall Be Well, and All manner of 

thing shall be well.」—一切都要更

新，一切都会圆满。因为神已定意要

成就这美事。在祂掌权的日子，使所

有一切成为美好，包括我们这些以圣

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献上自己，专一

爱祂、跟随祂，成为祂手中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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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神院讯将采电子信箱寄发》

华神院讯为响应环保政策，减少纸张的使用，

将改由华神之友电子信箱方式寄发。敬请各位

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将个人或单位之电子信箱

（E-mail）寄至：info@ces.org.tw，以协助

我们顺利完成作业。

学

院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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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八月

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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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收入
七至八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2014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新校区建设基金 八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2014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
福音的转化力道」11/3登场》
「2014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福音的转化力道」即

将于11月3~5日上午9:00~12:20；下午14:30~16:00

假华神六楼礼堂举行。此次讲座共九堂，邀请曾任中

华福音神学院教牧辅导课程教师，并在台湾信义会真

理堂宣教的傅立德牧师（Dr. Wendell Friest）主

讲。傅牧师系普渡大学心理辅导及治疗博士。以他的

专业心理辅导与福音神学，从慕道友到神学生、传道

人，影响和帮助许多年轻后辈，直到2000年退休，回

到美国仍服事众华人教会。

建造教会的核心内涵是牧养，而人在福音里得到彻

底的改变，是牧养的终极目标。在耶稣十架救赎的基

础上，接受福音与神和好是人改变的起点，让福音的

大能进入人生命各层面，使福音的好处转化生活的每

个面向，享受基督的荣耀彰显。从里到外，牧者自身

转化，才能帮助信徒与教会转化，让我们一齐经历福

音吧！

欢迎即刻上华神网站http://www.ces.org.tw报名，

至10月31日截止。机会难得，敬请把握机会参加。联

络：（02）23659151分机212许主任。

《2014年台北研经培灵会》
将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隆重登场的2014台北研经培灵

会时间选订为9月30日~10月2日一连举行三天。

此次大会主题为「假与真」，下午2:00~3:30由邵

晨光院长主讲《玛拉基书》，包括「事奉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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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7:00~9:00

由李思敬院长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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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踊跃

前往聆听。有关详情请上网查询或洽（02）23659151

转分机215总务处。

《教牧博士科课程》
2015年教牧博士科将开设三门课程，包括2015年1

月27~30日（周二至周五）的「健康家庭的建造与经

营」（4学分），由林如萍老师、赵慧香老师、蔡珍莉

老师、钱玉芬老师教授；2月3~6日（周二至周五）的

「释经讲道与应用」（4学分），由蔡慈伦老师与吴

献章老师教授；第三门课程「打造健康教会」，时间

是2月7~13日（周六至周五），由苏颖智牧师、张复

民牧师教授。详细课程简介请上网查询，或E-mail: 

dmin@ces.org.tw教务秘书洽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