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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專輯

■我們原是神的工作

■學院簡訊

1

2

11

12

筆者曾於二○○三年六月院訊報

導華神的共同價值觀，此內容是老

師團隊經過不斷地溝通、討論、整

合，齊心擬出共同看重的信念，這

些價值觀能使團隊凝聚力量，牽動

使命感。二○一四年初同工退修會時，仍深受大家的

肯定與支持，周功和院長甚至鼓勵再次發表。藉著勉

勵新生，也與華神之友分享這幾項價值觀的簡潔版：

1. 對神有安全感；

2. 在團隊中自然、放鬆；

3. 循規蹈矩的理性容許創意的冒險；放任的感性可被

理性約束。

對神的認識與信靠

第一項「對神有安全感」，是福音神學所強調的焦

點，換言之是對神的認識與信靠。林道亮院長的「吃

得苦，捱得窮，受得氣，作得工」依然是華神的優良

傳統，同時「認識神而滿有安全感，經歷神的恩典而

得享安息」也應該是更基本的信念與價值觀。

第二項「在團隊中自然、放鬆」是指自在、喜樂的

事奉心態，強調同工之間彼此信任、接納，在和諧的

氣氛中工作。所謂「愛中合一」不是刻板的統一，而

是容許個別差異性與自由度。

第三項「循規蹈矩的理性容許創意的冒險；放任的

感性可被理性約束。」是期望理性與感性能平衡地伸

展，不需強行壓抑、輕此重彼。當然，個別的創意不

是任性放縱之藉口；自由度也不是欠缺真理的規範。

          彼此幫補、互相信賴的同工關係

華神的老師，無論是在學術上或屬靈觀，都有某程

度的歧異性，理想狀態是：異中求同，同中求廣。老

師在學術發展的多元性，可見於課堂上的各顯神通，

或學術研討會中的彼此切磋；至於屬靈觀的差異則表

現於輔導會議上。論及同學的生活規章、品格塑造，

筆者總會捍衛同學的自由空間，當面對少數幾位學生

的懲戒處分時，老師也會出現爭執不下的場面，甚至

回到家中仍情緒起伏，難以入眠。相信做出任何決

定，對每一位老師都不是容易的差事，我們珍惜、寶

貝每一位進入華神的同學及同工。

耶穌的十二位門徒，有的個性衝動，專好發言，有

的則較溫柔寡言。感謝神，華神還有其他與筆者看法

不同的老師，否則全然恩典掛帥，行政同工很難辦

事，恐怕同學也不太會珍惜恩典，偶而有些懲處或因

律法所造成的不便，更能讓同學渴慕恩典，學習自尊

自重、自律自愛的美德。

管理學生與治理教會相仿，是一門學問；也是一種

藝術，理論與實際兼備，寬容與嚴格並行，進而學習

從其他老師的立場與意見，去揣摩天父的心意。即便

意見僵持不下時，同事私下難免有些傷感情，但事後

心平氣和時，仍相信這是神給華神團隊的特質，從不

同的神學角度、輔導方式，臻至互相幫補與彼此修正

的共融，並且相信不同立場的雙方，不單是為華神的

好處，且為中國教會的未來領袖著想，因此砥礪琢磨

之下，更能信賴對方的善意。

歡迎各位新生加入華神大家庭，預備自己成為一臺

戲，在未來的學習歲月中，粉墨登場精彩演出。

■院長／蔡麗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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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佳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4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高雄浸宣武昌教會

傳道。

張益禎

中華福音神學院2012年神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基督門徒訓練神學

院教師。

黃元德 

韓國總會神學院2004年研究碩士

科畢業。現為韓國總會世界宣教

會宣教師。

孫榮岩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9年輔導碩士

科畢業。現為基督教懷寧浸信會

牧師。

趙桂君

中華福音神學院1996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中華循理會新竹教

會牧師。

蔡連生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8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頭份生命教會主任

牧師。

李瑞華 

中華福音神學院1993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萬隆基督的教會牧

師。

王振亞

台灣浸信神學院2011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正義浸信會牧師。

周正達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2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台灣豐盛之愛全人

關懷協會牧師。

陳金素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4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柏林宣道會信望愛

堂傳道。

平嬡娟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3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台灣信義會士林歌

珊堂傳道。

王世輝

中華福音神學院2009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紐西蘭奧克蘭華人

衛理公會牧師。

張雪華

中華福音神學院2014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

舊約組

李信政

中華福音神學院2012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目前於中華基督教衛理

公會台北衛理堂服事。

金賢珠

韓國亞細亞聯合神學院2004年道

學碩士科畢業。目前於韓國幸福

的教會服事。

謝瀚勳

台灣浸信會神學院2009年道學碩

士科畢業。目前於林森南路禮拜

堂服事。

喻澤忻

中華福音神學院2014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

林淑慧

台灣浸信會神學院2008年道學碩

士科畢業。目前於榮光小組教會

服事。

田榮道

中華信義神學院2004年道學碩士

科畢業。目前中華聖潔會竹北教

會服事。

神學歷史組

新約組

新生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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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菁怡

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系畢業。

係台東基督教東之光教會會友，

曾任屏科大國際學院國合會駐校

專案助理。

神學組

李主蒞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係嘉義圳

頭里貴格會會友，曾任嘉義市僑

平國小教師。

季彥達

政治大學國貿所碩士。係信望愛

聖教會會友，曾任萬泰銀行貴賓

理財專員。

林秀瑾

亞洲大學心理系碩士。係中華基

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教牧輔導

同工。

林柔貝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係石牌信

友堂師母。

林惠婷

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係

新竹勝利堂會友，曾任交通大學

電機學院系所助理。

郭旻華

成功大學外國文學系進修部畢

業。係台南聖教會會友，曾任職台

灣基督長老教會公報社。

陳世賢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係

東湖感恩堂會友。

彭德全

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係台北衛

理堂見習傳道。

楊康雯

緬甸籍，馬來西亞浸信會神學院

畢業。係泰北伯特利聖道學院圖

書館主任。

蔡玗恬

嘉義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係

台灣信義會嘉義榮光堂實習傳

道。

鄭仲甫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碩

士。係校園福音團契行政同工。

教牧組

王美貞

台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

系畢業。係懷寧浸信會會友，曾

任懷寧浸信會幹事。

辛佳珍 

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碩士。係浸信

宣道會武昌教會會友，曾任高雄

市福誠國小教師。

姚奇青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畢業。係中

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會

友，曾任街舞老師。

洪嘉良

龍華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畢業。

係懷寧浸信會會友，曾任威立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實習生。

許博聞

中原大學機械所碩士。係中壢校

區基督教會同工。

許榮森

東海大學化工系畢業。係中華基

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會友，曾

任職中鼎工程公司。

郭昆崇

國防大學管理學院國防決策科學

研究所碩士。係高雄牧鄰行道會

會友，曾任國防部主計局財務中

心科長。

陳士英

中國工商專校財政稅務科畢業。

係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公關專

員。

陳文財

中山大學企管碩士。係台中思恩

堂豐富教會會友，曾任玉晶光電

高階主管。

陳宏誠

海洋大學農學院水產養殖學系畢

業。係台南聖教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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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維道

美國加州Fullerton大學會計系畢

業。係高雄牧鄰行道會會友。

陳明程

馬來西亞籍。馬來西亞聖經神學

院神學系畢業。係美里福音堂牧

師。

陳楚璋

Napier University旅遊及航空管

理學士。係宣道會屯門堂福音幹

事。

焦湘靈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畢業。係

基督教鄉村福音佈道團全職同

工。

葉紹雄

馬來西亞籍。馬來西亞浸信會神

學院教牧文學碩士。係美里福音

堂牧師。

盧心仁

輔仁大學景觀系畢業。係基督教

莒光教會會友，曾任環藝工程顧

問公司景觀設計師。

簡正彥

淡江大學歷史系畢業。係道聲吉

利長老教會會友，曾任救世傳播

協會程式設計師。

鄭祺民

輔仁大學資訊管理系畢業。係新

店行道會全職同工。

全修

吳孟純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畢

業。係安樂聖教會會友，曾為台

南以琳之家關懷協會行政人員。

林品彣

長榮大學翻譯系畢業。係台南聖

教會行政同工。

曹文芳

Lafayette College化學工程系畢

業。係青年使命團同工。

湯一琴

高雄醫學院護理學系畢業。係新

竹北門聖教會會友，曾為元培科

技學院講師。

黃珮慈

美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畢業。

係台灣基督教萬國敬拜與讚美協

會同工。

詹媛如

長榮大學社工系畢業。係青年使

命團KKI事工台北區主任。

劉婷華

台灣大學心理系畢業。係懷寧浸

信會會友，曾為台北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物理治療師。

田正平

中央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係校

園福音團契實習傳道。

汪揚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畢

業。係校園福音團契實習傳道。

林玉淨

成功大學行為醫學研究碩士。係

永和循理會全職同工。

許派輝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係松

山禮拜堂長老。

許浩恩

東南科技大學畢業。係新店行道

會教務助理。

陳宏詩

泰國Mae Fa Lua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f Management in 

Tourism系畢業。係浸信會華恩堂

師母。

陳志宇

嘉義大學外語系畢業。係台北101

教會傳道。

焦

基

工

葉

學

盧

吳

選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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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煥傑

台北科技大學材料及資源工程系

材料組畢業。係校園福音團契實

習傳道。

陳芝涵

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碩

士。係校園福音團契實習傳道。

陳侶君

美國Temple Univeristy畢業。係美

國麻州羅威爾聖經教會師母。

黃文帥

文化大學教育學系畢業。係榮光

小組教會實習傳道。

廖琇娟

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係台北復

興堂師母。

裴恩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碩士。係

校園服音團契實習傳道。

盧正馨

景文科技大學畢業。係新店行道

會助理傳道。

盧靜妮

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系畢業。係大

肚長老教會會友。

全修

文瑞芳

台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畢業。係

澳門下環浸信會會友，曾為澳門

海星中學教師。

卓意紋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畢

業。係桃園聖教會會友，曾為更生

團契附設桃園縣私立少年之家社

工員。

倪宏偉

Columbia College General Studies

畢業。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

堂會友，曾任裕潔公司勤務。

高樹東

中 國 鄭 州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畢

業。係奧克蘭恩泉靈糧堂會友，

曾為Fletcher Easysteel  CAD 

programer。

張雪玉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係Life 

Connection Church 會友。

陳思婷

台北護理學院運動保健系畢業。

係板橋福音堂實習傳道。

趙宋賢

中興大學法律系畢業。係台北真

理堂會友，現為群祥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法務專員(兼職)。

鐘以榮

中興大學歷史學系畢業。曾任改

革宗長老會信安教會幹事。

旋昊文

東吳大學法律糸畢業。係榮光小

組教會全職同工。

一般組

王銘潔

致理技術學院行銷與流通管理學

系畢業。係火把行道會傳道。

余榮華

崇右企業管理專科學校企業管理

系畢業。係台北基督徒康華禮拜

堂會友。

李正年

淡江大學機械系畢業。係石牌信

友堂會友，現為台灣莫仕股份有

限公司品保經理。

裴

選修

林春玉

台中師範學院數理系畢業，係沙

鹿聖教會會友，現為台中市立中

港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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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浩然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電

機與資訊工程碩士。係浸信會懷

恩堂會友。現為台灣諾基亞產品

經理。

洪嘉隆

致理技術學院企管系畢業。係基

督教懷寧浸信會行政同工。

梁善居

美國阿拉巴馬大學比較醫學博

士。係康華禮拜堂主責長老。

莊俊寅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易系畢業。係

西門町貴格會開拓傳道，現為以

羅伊文創社社長。

陳富美

政治大學統計系畢業。係基督教

靈友堂兼職幹事。

陳靜怡

Lasalle College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系畢業。係高雄牧鄰

行道會會友，曾任高雄牧鄰行道

會行政同工。

鄒孟凰

世新大學廣電系畢業。曾任台北

靈糧堂同工。

鄧明賢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會友，現為僑光科技大學講師。

李奕璇

文化大學數位媒體設計系畢業。

係南京東路禮拜堂社區部厝邊頭

尾社區協會幹事。

陳怡安

台灣大學森林系畢業。係南門教

會會友。

職場宣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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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第一位以英文著書出版（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1395）的女性作家

Julian of Norwich 是英國十四世紀時的隱士。生前曾經在異象中看見神所

造的一切宇宙萬物不過像一顆小小粒的榛實（hazelnut），既微小又容易

失落。然而卻是同時被神愛的指尖緊緊握住著。（如圖示）

”Just Go !”，”Just Do It ”。宣教是什麼？宣教不就是去做就是了嗎？有人

這麼說。如果真是如此，我們對宣教這件事有個基本的假設前題，那就是

宣教是我們做的事，是我們的任務，是我們的「Mission」。這就難怪我們

會花很多時間工夫討論、策劃、腦力激盪，絞盡心思好有效進行這項又偉

大、又重要的事工。

聖經沒有出現「宣教」這個字眼，卻處處啟示神一直在作工的目的和旨

意（His Mission Will and Purposes），而且是又純全、又善美，又可喜悅的

旨意。當初宇宙萬物的創造，如果只像榛實般那麼小的顆粒，那麼，神所

立定的籌算和心中的思念之深廣細膩，恐怕要比海沙更難以數點，而且做

來該是輕而易舉，有必要呼召我們這些不怎麼智慧、不怎麼有能力的人來

幫忙祂完成大事嗎？可見，祂呼召我們參與祂更新再造一切萬有的目的，

該不會是在於要「我們去做就是了」吧。

要造作人能回歸神，認識祂，專愛祂，尊主為主，是神工作的難題。因

為心甘情願的愛是神的形像，是神給人最貴重的禮物。惟有當人心甘情願

以愛的方式把自己給上帝、給鄰舍的時候，人才能真正安息、安穩在我們

被造的目的和美意當中。因為，沒有了愛，我就算不得什麼。

神呼召我們離開本族、本家及自我，又呼召我們用諸般的智慧傳揚祂，

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完完全全引到神面前，不是要我們顧念我

講道講得好不好，我教宣教教得精不精彩，我勸服人信主的說服力強不強

勢，我引領人到教會的手法高不高明，而是當顧念神透過這些在我身上做

了些什麼工作。出現的是神的創作？還是一堆不成氣候的金沙或陶土？因

為，我們原是祂的工作。我的講道、教學、勸服、引領

人都是在成就神的「Mission」，一切的行善都是在成

全神已經預備叫我們行的心意，使我們越來越像

基督，越來越有祂的虛己和謙卑，越來越充充

滿滿有祂的恩典和真理，越來越是成為在神

面前有福、且又富足的人，讓神的光可以

照在人前，使神的心可以得著滿足。

Julian of Norwich 還有另一句名言：

「All Shall Be Well, and All manner of 

thing shall be well.」—一切都要更

新，一切都會圓滿。因為神已定意要

成就這美事。在祂掌權的日子，使所

有一切成為美好，包括我們這些以聖

潔的裝飾為衣，甘心獻上自己，專一

愛祂、跟隨祂，成為祂手中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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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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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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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建校

奉獻基金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合 計

全學年需要 八月份收入
七至八月

累積收入

七至八月

實際支出
收支差距

9,633,497
47,000

264,306
495,052

10,439,855

-4,820,592
191,260

-215,506
218,577

-4,626,261

新校區建設基金 八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2,346,430 209,578,347 -390,421,653

67,830,000
2,270,000
2,280,000
7,620,000

80,000,000

1,970,245
68,600
41,600

303,177

2,38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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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905
238,260

48,800
713,629

5,813,594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華神院訊將採電子信箱寄發》

華神院訊為響應環保政策，減少紙張的使用，

將改由華神之友電子信箱方式寄發。敬請各位

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將個人或單位之電子信箱

（E-mail）寄至：info@ces.org.tw，以協助我

們順利完成作業。

《「2014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

  福音的轉化力道」11/3登場 》

「2014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福音的轉化力道」

即將於11月3～5日上午9:00~12:20；下午14:30～

16:00假華神六樓禮堂舉行。此次講座共九堂，邀請

曾任中華福音神學院教牧輔導課程教師，並在台灣信

義會真理堂宣教的傅立德牧師（Dr. Wendell Friest）主

講。傅牧師係普渡大學心理輔導及治療博士。以他的

專業心理輔導與福音神學，從慕道友到神學生、傳道

人，影響和幫助許多年輕後輩，直到2000年退休，回

到美國仍服事眾華人教會。

建造教會的核心內涵是牧養，而人在福音裡得到徹

底的改變，是牧養的終極標的。在耶穌十架救贖的基

礎上，接受福音與神和好是人改變的起點，讓福音的

大能進入人生命各層面，使福音的好處轉化生活的每

個面向，享受基督的榮耀彰顯。從裡到外，牧者自身

轉化，才能幫助信徒與教會轉化，讓我們一齊經歷福

音吧！

歡迎即刻上華神網站http://www.ces.org.tw報名，

至10月31日截止。機會難得，敬請把握機會參加。聯

絡：（02）23659151分機212許主任。

《2014年台北研經培靈會》

將在南京東路禮拜堂隆重登場的2014台北研經培靈

會時間選訂為9月30日～10月2日一連舉行三天。

此次大會主題為「假與真」，下午2:00~3:30由邵

晨光院長主講《瑪拉基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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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7:00~9:00由李思敬院長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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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

同道踴躍前往聆聽。有關詳情請上網查詢或洽（02）

23659151轉分機215總務處。

《教牧博士科課程》

2015年教牧博士科將開設三門課程，包括2015年

1月27~30日（週二至週五）的「健康家庭的建造

與經營」（4學分），由林如萍老師、趙慧香老師、

蔡珍莉老師、錢玉芬老師教授；2月3~6日（週二至

週五）的「釋經講道與應用」（4學分），由蔡慈倫

老師與吳獻章老師教授；第三門課程「打造健康教

會」，時間是2月7~13日（週六至週五），由蘇穎智

牧師、張復民牧師教授。詳細課程簡介請上網查詢，

或E-mail: dmin@ces.org.tw教務秘書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