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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总干事／陈世钦牧师

华神第43届
毕业典礼信息

经文：路九58-62
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

子，毕业同学在众人面前要

见证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在

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了美好装备

的工夫，对其他人来说虽是来观礼，

同时也知道这是耶和华为你定的日子。要在这些毕业

同学身上，要看见你过去在他们背后，不论献上的是

祷告、关怀及各方面的支持， 今天要见证我们所信靠

的上帝是信实的，在这些你所关怀代祷支持者的生命

当中成就装备的工作。

对每位来到此地的人来说，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

子。让我们一同谦卑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从祂话语的

教导中重新检视、反省一些根本信仰的议题。然而，

所有毕业生前面的道路，是一条事奉的道路，而其特

质就是「追随基督」。你之所以会来到华神，不是因

着一位老师、一位校友、教会牧者，而是要学习做追

随基督的人。每位在场的贵宾包括所有师长，我们一

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学习怎样做一个「追随基

督」的人。在追随的过程，让

生命彰显天父的荣耀，经历圣灵的能

力，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响应耶稣的大使

命，最终整个人的生命在三一真神面前完全为祂所用。

今天我愿意与大家再次思想，「追随基督」对无论

是毕业生或在场的每位嘉宾，其实也一点都不陌生，

甚至我们可以说信靠基督就是追随基督。可惜的是，

在一般华人教会的传统概念里，信靠耶稣常受一些历

史因素响，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所影响。常常把信靠

耶稣当成一个时刻（A moment）。那时刻因着心里受

激励、场合气氛、关怀、举动，然后做了一个祷告决

志说我要信靠耶稣。我们重视宝贵这个概念，但是，

信靠耶稣是远远超过决志祷告，乃是立志从今 始我

要一生全然跟随耶稣到底， 始一个新的人生生活方

式。所以，追随耶稣不只是信仰的抉择，更是上帝在

人面前做一关键性的选择。

你们从这里出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将你们摆在祂

所为你们预备的平台作领袖、牧养的服事。简单地

说，你们将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忠心跟随的人。假若

你我要真正成为一个领袖，就必须学习怎样来跟随耶

稣基督。所有在场的嘉宾亦是如此。

在路加福音九章58-62经文的记载里，描述三个不同

的状况。在与耶稣的互动过程中，若你稍微留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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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状况、不同的人都有一个核心主题，且都用一

个字「跟随」来形容。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生命的特质就是忠诚跟随耶

稣的人。耶稣非常清楚、具体用最高格的要求将三个

层面的意义表明出来。

由路加福音九章57-58节的描述对比马太福音八章，

可以确认的是这人非普通人，他是文士、对旧约与律

法相当熟稔。他一定观察耶稣有相当的时间，所以对

耶稣说：「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祢。」从表面的

角度来看，这句话相当了不起。不要忘记这是个公

场合，耶稣经历许多事这人都在场。这文士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若细想当时的情景，这人是带着拉比学校

的背景，因此认定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拉比。这是一个

自我表达的重要承诺。当时许多的拉比对耶稣并无好

感，而这个文士竟然能够公然表达承认耶稣基督，成

为一个跟随者、门徒或学生，实在是太了不起。但耶

稣的回答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
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路九58）某程度上有点不尽

人情。我们却得承认一件事，耶稣知道这人的心，知

道这人表达后面的动机。因此，耶稣就提出「跟随」

第一个重要的实践。

一、坚守委身的代价

耶稣告诉这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跟

随」本身，根本的要求就是必须「委身」。要委身，

也要肯坚守委身的代价。耶稣不仅告诉文士，也告

诉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是个革命性、积极性的决定，

决不是情绪的表达，理性的跟随而已，而是彻底性

的改变。你若跟从我，要彻底性的改变。所谓「狐狸

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正表明生活的安稳，舒适，

不会有突如其来的状况、波折。耶稣却说你要算算代

价，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要效法跟随我，我怎样，

你就得怎样。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而是许多生活

的细节，你想过吗？有许多事你要放下。「舍己」的

概念在第九章前面就说得很明白。这里耶稣从另一个

角度重新说明跟随耶稣基督就是天天舍己。因为愿意

跟随耶稣，因此愿意调整任何的生活方式，若你真的

要跟随主，就不能够继续以往所坚持的。而愿意接受

改变。委身基督的概念可能是这世代信靠、跟随耶稣

易被忽略、淡化的圣经真理。

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信耶稣就是来作礼拜。我不方

便就不来，有空就来作。这种不合乎耶稣基督教导

的概念，在今日的教会非常普遍。当我们谈华人教会

可能是福音的最后一棒，或是想到普世差传的需要、

三十亿福音未得之民等等。华人教会似乎都有意愿要

起身接这福音的棒子，走进万国万民，回应耶稣基督的

大使命。这些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口号，但今日华人教

会要面对一个真实问题是我们走不出去。我们一般的

信仰生活，连礼拜堂都走不出去。许多人以为信耶稣

是在教会里面。离 教会，就不再跟随耶稣。所以，跟

随耶稣在教会里做属灵的事，做属灵操练。这里耶稣

却说，不是，是天天委身。你愿意承受那个委身，而在

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回到这个点，不是凭借情绪高昂说

我要跟随耶稣，而是每天活出委身于基督的主权。

美国一位非常为主重用的牧师David Platt曾说过

一个概念，相当符合耶稣所说的。他撰写一本书名

叫《跟随我，出死入生的呼召Follow Me: A Call to 

Die. a Call to Live》，现为美南浸信会国际差会会

长，年仅三十六岁。他说：「基督带领何往，我们必

跟随；基督任何要求，我们必献上。」这是跟随基督

的基本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耶稣对这人说，你要跟随我，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你不是靠情绪立志而已，而是要学习天天委身于我。

这是今天你我所要面对的挑战。

二、持定生命的优先

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
「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
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路九59-60）

容我用较单纯的角度看这两节经文。耶稣对一个人

说：「来！跟从我。」这是对每位说要信靠祂的人的一

个呼召。因此，这节经文不是说要做传道人，而是信

靠、跟随。当耶稣此话一出，这人的反应是「容我先

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讲话的本身受当时环境的影

响，也知道耶稣出现的时间，可能要马上离 了，但耶

稣的回答告诉我们跟随祂第二个重要的实践。不但要

「坚守委身的代价」，还要「持定生命的优先」。

跟随耶稣在实际的生活与事奉当中，要求是「持定

生命的优先」。「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合乎情

理，有什么不对？为何耶稣要讲得这么刻薄？竟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未免太过份。耶稣难

道这么不尽人情吗？不同的圣经学者从犹太人埋葬

死人的方式有诸多的解读。可能人还没死，因为在

二十四小时之内需要安葬，怎么会出现在群众当中；

或者已病重，等候他死之后等等不同的说法。以上的

说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用单纯角度来看这段

经文，耶稣直接对这人说：「你来跟从我！」耶稣应

该知道这人，也看清这个人的心理。耶稣的响应直接

针对死的概念：「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死

人可能是「灵里的死人」，或「肉身的死人」。到底

耶稣基督要告诉他什么？假如这人的父亲真的死了，

就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这人面对的是真正的选择，

是要回家埋葬我的父亲？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不知

道你是否会从这个角度看这段经文。

耶稣在这地方订下一个很重要跟随祂实践的要求与

原则。「跟随耶稣」，只要任何时候耶稣是比其他低

或不重要，那么，「跟随」就毫无意义。在我们的信仰

里，特别对毕业生而言，恐怕更是实际、更高的要求。

当然我们不是处在这个环境里，假若有一天真是如

此的话，你会怎样做决定？很不容易。这背后最终考

验的，耶稣所要的是到底谁是第一。假若我们真相信

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有，相信我们生命的一切乃在乎

祂，相信祂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那最高、最大、绝对

的主权的话，我们都相信这一切圣经教导、真理的概

念，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

就需要这种「持定生命的优先」。不是单单说而已，

乃是实实在在地在生命中做出第一优先的回应。

一位牧师朋友告诉我一个见证，有位弟兄接受了两

年扎实门徒训练课程，强调门徒乃是一个生活方式，

要在每个生活层面活出耶稣的生命，把圣经真理的价

值观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他是公司里高阶的主管，

他跑来告诉牧师他有感动，而且这个感动越来越强，

要放下一切，今天就来。其实他在公司，可再待九个

月，就可提早办理退休，还有丰厚退休金及其他配

套。但他却说，当耶稣呼召来临时，我们就当即时的

回应。对他而言，他明白生命当中的优先，跟随耶稣

不是看你怎么看，而是耶稣基督怎么看。能够在生命

当中将耶稣突显出来，在许多抉择价值观中，让别人

震撼惊讶说这些人怎么会这样。

当耶稣对这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无

论你怎么解释，也可能耶稣直接在挑战这人什么是第

一。今天毕业生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抉择，论情论

理，可能你需要做那个选择，但耶稣却告诉你说，

「你来，你放下，你跟，你走」。

这时代若真要看见如同初代的教会把整个罗马帝国

颠覆过来，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预备好了

吗？跟随耶稣，持定生命的优先。什么是我们生命的

第一，对毕业生、在场嘉宾，标准答案当然是耶稣基

督。耶稣基督这里好像对这人在告诉你，「你只管去
传扬神国的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三、稳住专一的决心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祢，但容我先去辞别
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
进神的国。」（路九61-62）

这人与前面两人不同，他真的很严肃，他对耶稣说

我真要跟祢。我知道要付代价，将祢放在第一，不

过，我还是要先跟家人辞别。若你熟悉圣经，这说

法并非是不能接纳的理由。当时以利沙，就是先回家

辞别家人，再跟随以利亞。但耶稣的反应却完全不一

样，祂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同样，我们需由当时的背景、跟耶稣知道那人的内

心，耶稣应用当时的谚语来解读人的心理。当时农耕

时代的人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有一个简单的

概念—「专注」。「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你不可能

把这块田地犁好，犁得直，犁得深。因此耶稣直接响

应，基本上这人内心没有专一。他知道跟随耶稣基督

要付代价，要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不过这时他心里

还有其他东西，暂时要先处理这些东西，所以不专

注。所以，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挑战是「稳住专一的

决心」。

「稳住专一的决心」也是我们今日事奉的人实际将

会面对的挑战。当你上工场的时候，会有许多让你回

味的东西，也有让你分心的事与人。让你回味的是过

去的那些美好，分心的则是 始你看见有成就的、有

好处、有表现的。可能是事，可能是人；可能是物，

可能是历史。这些都让你我在事奉的道路中，可能会

始对跟随基督实际的操练慢慢模糊，也将焦点、对

象模糊了。对每位信靠耶稣的人而言，跟随耶稣也

很容易，使我们把一些的过去抓得很紧，虽然说我信

祂，我跟随祂，但是仍放不下，以致在跟随耶稣的事

上常常三心两意，没办法实实在在把耶稣基督活现在

生活当中。

主耶稣在此直接告诉他说，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我是你的唯一。无论任何情况，任何时候，你惟有专

注。只有一个标竿，一个对象，一个方向，你不能

有其他的。这可算是一个霸道的要求，若你要跟我的

话，我就是你的唯一。我们都明白，但在许多的操

作上，却忽略了如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你不可同时事

奉两个主。耶稣挑战你我在这样的世代，当我们要

回应大使命的时候，里面所牵扯的不仅仅是布道方

式、策略，耶稣要让我们清楚一件事，你就作我的门

徒，作一名跟随者。当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
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19-20）
其实耶稣在讲一个基本概念，大使命是以作门徒为方

向、目的，也以作门徒为基础。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

督的人，是一个为耶稣基督改变自己，也改变世代的

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坚守委身的代

价」、「持定生命的优先」，最后他也愿意「稳住专

一的决心」。求天父帮助所有的毕业生，你的一生是

要跟随耶稣，透过专一的跟随来荣耀祂，事奉祂，传

扬祂，在这过程中建立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回应

耶稣在这世代的心意，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但愿天父恩待在场的每一位，信靠耶稣就是跟随耶

稣，这不是件马虎的事，而是一件要人命的事。假若

耶稣是真的，那我们就玩真的；假若耶稣是真的，

那祂所说的也是真的。求天父帮助我们，将这真的生

命，在每天的生活学习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

天跟随祂，在这世代当中，用跟随耶稣的生命来回应

祂给予我们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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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坚石
祷告寻求中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

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弗三20）正好

表达了个人对神的感谢和颂赞。

廖卓坚
澳门华人基督会

牧养教会，知道为别人祈祷；在

职进修，才懂得感谢别人代祷。

牧会与进修，都是恩典。

刘慈梧
神召神学院

都是恩典，学习过程经历视网膜

裂孔、突发性耳聋，妻子甲状腺

癌等冲击，虽经历水火，主必引

我进丰盛之地荣耀祂自己。

陈绥
基隆教会

时间的纺织机唧唧作响

将忧伤织成赞美的新衣

将软弱织成恩典的冠冕

是谁在岁月里织锦绣暖人心

是主耶稣

陈宏昌
浸宣武昌教会

很荣幸修习华神教博班的课程，

学习过程虽充满艰辛与挑战，但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

神，感谢师长们的教导与成全。

毕业生致词
■毕业生代表／叶梓斌

院长、副院长、老师、各位贵宾、学长

姐、学弟妹、准学弟妹、牧者、师母、传

道人、家人、学生、朋友、眷属、远亲，

大家平安：

华神的毕业典礼跟一般大专院校的毕业典礼有点不

同，在一般大专院校中，大部分的人年纪相近，经过

相同的训练后会拥有类似的能力和技术；但是在华神

里，每个人彼此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甚至让人难

以分辨究竟什么人更像是华神的毕业生。

每一个被上帝催逼进华神的人都有着不同的背景，

有人入学时家财万贯，有人却身无分文；有人在读神

学院之前什么报告都没写过，也有人早已沈浸在神学

圈中许多年；有人带着全家的祝福参加入学考，有人

学后却再也不能回家；有人进来之前带着满心期

待，进来之后却受到许多伤害；又有人进来前充满无

奈，毕业时却又恨不得再多留个一年半载。

这些学生是如此不同，以致华神必须要成为一个很

多元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为

了让这些独特的学生们能够在华神接受良好的装备，

华神有十几位非常不同的老师，每天在学校陪伴着学

生。这些老师来自不同的背景，受过不同的训练，教

导的方式和内容完全不同，让我们有时不得不怀疑他

们信的是不同的上帝。不过，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慢慢了解许多不同的观点，才发现老师们信的上帝应

该是同一位，但这位上帝实在非常丰富，每一个不同

的角度都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伟大，我们也更愿意不

断地认识祂。

在华神的几年中，我们更多地认识

上帝、认识老师，也更多认识同学。

其中值得一提的，或许是在华神弥漫

的那种春天气息。不少同学在华神找到了自

己的肋骨，也有不少同学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头，那些

已经有头、有肋骨的同学在学校中努力回应上帝对亚

伯拉罕的应许，并遵行先总统蒋中正在民国三十二年

三月发表的宣言，那就是「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并要

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现在被关在怀恩堂

地下室、与父母一起看转播的那群孩子，就是美好的

记号了。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一个走上红毯、建立家庭，

听着婴儿半夜两三点为苦读的父母加油打气、大声欢

呼，有些同学 始渴望进入婚姻，也有些同学更加确

定自己独身的呼召。不过，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不会出

错，在美好且实在的旨意中，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终究

会结束，夏天的蚊虫、秋天入学的新生和冬天的麻辣

锅也都会成为回忆，而我们带着不同的使命毕业、带

着上帝赐的产业、在华神接受的装备进入服事工场。

毕业之后，我们有些人要回到母会服事，有些人进

入机构，有些人要继续进修，有些人将成为宣教士，

有些人则直接成为别人的肋骨或师母。

感谢各位牧者、前辈愿意接纳我们，在过去实习的

时候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帮助，并在我们毕业时愿意与

我们同工。

感谢每位老师，让我们在华神不只认识上帝，也认

识了美食，不但认识了神学，也更认识了我们自己；

也感谢华神各处室的同工，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叫

不出你们的名字，但你们的名字一定会被记在天上。

各位默默支持我们的同伴、朋友，特别谢谢你们的

代祷和奉献，你们是我们能够完成学业的原因，请你

们继续与我们同行。

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家人，无论你们是否认同我

们选择的路，我们都感谢您，因为是上帝把你们放在

我们身边，若没有您，我们今天不会坐在台下。

华神第一届董事会主席吴勇长老曾说：「有时候恩

典是勉强出来的。」他似乎认为，当人的气力即将放

尽之时，也将会是上帝动工之时。接下来的日子，当

我们膀臂发沉的时候，请各位不

要放弃我们，给我们一

点时间和空间，我们将

会竭诚为主、献上我们

的一生。

让我们一起加入从七○

年代以来毕业的学长姐、

加入在座的各位，在这个

多元的时代成为上帝的见

证，这是我们的异象。

在校生致惜别词 

■在校生代表／郭士恩

敬爱的学长姐和毕业生平安：

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刚入学的时候，你们不厌其烦

地教我们如何打菜、打扫、招待，也帮助我们写报

告、背希腊文单字、适应宿舍生活。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办了许多次篮球赛、排球赛，鼓励我们多运动，

也带我们去吃麻辣烫，传承给我们华神附近的「美食

分布图」。你们还记得吗？前年的华神大家庭，你们

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演戏，有的唱歌，有的恶搞……

让我们彻底见识到你们另类而独特的一面。你们还记

得吗？去年九月的学前灵修会办了一场运动会，你们

充满活力与体力，和学弟妹们打成一片，最经典的莫

过于分组拔河的激烈厮杀。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们

一起团契生活、美好的回忆，可以说上一整天。但没

想到才一眨眼的工夫，你们如今要毕业了！

我们很想对你们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但相信你们不会想要三年四读，我们也没办法提早毕

业。可是要道别，谈何容易？我们不愿面对的真相

是：当你们踏出这里的大门以后，我们势必就很难在

学校里看见你们，你们也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上课，

一起生活了。虽然我们嘴巴上都说「祝你们毕业快

乐」，但其实心里在OS：「这一切都是幻觉，吓不倒

我的！」我们多么舍不得你们离 。

虽然有万分的不舍，但我们清楚知道，是时候该说

再见了。就像你们一起拍的微电影里面说：「往前吧！

可安。」现在，你们每一位可安也正在往前走，要完成

神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托付。虽然，天下无不散的

宴席，但我们心中有盼望！──因为在天上有永远的

宴席，等着我们欢聚。谢谢你们在华神所留下的美好

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学习。最后，想要对你们说：

「你们先走──我们随后跟上！」相信有一天，我们

还会在地上重逢，彼此分享事奉的甘苦谈。敬爱的学

长姐和毕业生，愿你们毕业平安、蒙神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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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傑
龍潭活水靈糧堂

神恩无穷尽，主爱无限量；

深知不足配，蒙主不离弃；

愿为主恩情，献己为主用；

竭力做主工，荣耀主圣名。

邱琳雅
进修中

Sola Gratia. Glory be to God.

许志铨
新庄台福基督教会

感谢神激励我，并赐我智慧。将一

切颂赞、感谢归给三一神。感谢并

怀念黄颖航老师，从他身上学习治

学精神。感谢吴存仁老师继续指导

论文写作，引导我走出写作困境。

成凤梁
花莲美仑浸信会

能完成神硕学位，要感谢廖元威

老师的指导，美浸蔡志坚主任牧

师在事奉上的宽容，妻子若荷的

支持，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代

祷。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許雅虹

那些吟咏哀歌的日子……

李镐
泰国清迈锡安之家

感谢主的能力覆庇我，在我身上

显得完全，并且感谢我太太、

爸、妈、外婆、弟、长辈们和朋

友们的支持。

林经伟
祷告寻求中

感谢学校栽培我们成为神国工

人。感谢老师们，学者的头脑，

牧人的心肠、生命，是我事奉的

榜样。感谢上帝，在祢有说不尽

的恩惠。

施秉翔
台湾信义会台中真道堂

恳求心中王，成为我异象，

万事无所慕，唯主是希望！ 

愿祢居首位，日夜导思想，

工作或睡觉，慈容作我光。

梁鸿发
中国学园传道会

谢谢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特别

是太太，否则我很难服事及完成

学业。

连心琪
內湖信友堂

感谢华神三年，有学识的踏实和生

活的真实，一路带领我不断地响应

祂：一颗愿作的心，温柔而坚定。

曾星富
斗六福气教会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黃俊仁
台北基督徒东湖礼拜堂

曾经荒野一匹狼，

如今蒙召牧主羊；

一生恩典数不尽，

忠心事奉永不离。

温晓恩
竹北胜利堂

凭着主的恩典，勇敢走上一条

「降卑而高升」的路。

叶梓斌
祷告寻求中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上台、下

台。小心脚步。

谢君萍
祷告寻求中

华神生活，是一段很辛苦，也很

甜蜜的生活，正如我们所蒙的呼

召。

楊智文
日本The Good Samaritan Church 

Sumoto Chapel

愿爱主的心日更深，继续用爱服

事人，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

了，能结出许多子粒来。

王文珮
乡福东石教会

求主教我不忘路加福音九23～25

节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5～19节。

照祢心意跟从祢，舍己、天天背十

架，爱祢、喂养也牧养祢的羊！

成加庆
基督教活水泉教会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

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箴十四

26）谢谢亲爱的父母亲，成辉营

和宁学勤，在我们六个孩子身上

实现了这一句话。

何宜庭
新竹北门圣教会

感谢华神老师们的用心教导，神

学是一生的学习，华神奠定了第

一步。

李明珊
永和礼拜堂

走过三年，渐渐体会华神的可

爱。求神保守我们这蒙祂所召的

同路人，全然献上、忠心到底。

李修齐
中坜浸信会

道硕三年最大的学习是：我需要

福音！愿我将来在事奉的道路

中，莫忘自己是个持续极度需要

福音的人。

陈昷琳
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丹绒加

弄牧区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

归于祂。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

远。阿们！

曰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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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达
中华传道会凤山圣恩堂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

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二9）

钟悯
进修中

“I know my plans for  you, ”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for 

peace and not for harm, plans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Jer. 

29:11 

梁洸嘉
改革宗联合二村教会

哈利路亚！

郭念平
台湾圣经公会

虽然压力沉重，但这三年却是我

最享受的时光，谢谢老师、同

学、辅导小组、室友们陪我走过

这段路，我爱你们！

王逸姍
基督徒宜兰礼拜堂

一生事主，全赖主恩，勇往直

前，直见主面。

吴欣芸
竹北胜利堂

从活蹦乱跳的少女到十项全能的妈妈

蜕变

感谢有祢／妳／你

甘心给，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基督之爱活出来

潘雅雯
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

靠主喜乐，信神全然爱我！靠主

站立，望主十架救赎！靠主传

道，爱人同证福音！ 

程裕城
浸信会我们教会台北堂

求主帮助我—在各样事上表明自

己是神的用人。

周英怡
基隆教会

我愿用尽一生，爱祢更深，并对

祢忠心到最后！

林彥岑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探索圣经，像看不见尽头的公

路，来了华神，就像站在巨人的

肩膀，虽仍未见终点，但已看见

指标！

高干钧
祷告寻求中

感谢学校老师的教导与同学间的

代祷与鼓励，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笃行将一生受用；华进圣

经寻真理。神学学神像基督。

高颂安
台南圣教会

华神三年见识不同思维，结识天

路良伴。未来只为主燃烧，荣神

益人。

张安正
Grace Church Taipei

感谢师长、同工、同学帮助我不

断成长与突破！感谢教会，感谢

家人，尤其是美丽的妻子，帮助

我成为华神人！

梁家豪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谢谢召我的主，谢谢家人、弟兄

姊妹、师长及同学，因为有你们

成为同路人，我才能够完成学

业，一切都是恩典。

庄茹萍
基督教台湾信义会蒙恩堂

感谢上帝，一切都是恩典！

陈芷芸
中坜浸信会

愿我一生都不忘耶和华的恩惠，

并举起救恩的杯，宣扬祂的名！

叶克铭
台湾信义会双福教会

亲近主，服事人，起来宣教。

叶晓恬
中国主日学协会

God Is So Good.

刘颂荣
祷告寻求中

我们睡眠是为了清醒，躺下是为

了起来，毕业，是为了走更长远

的路。

蒋月生
乡村福音布道团

三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其中的经

历却如此丰富。愿神保守：莫忘

初衷，时刻仰赖耶和华，不倚靠

自己的聪明。

赖仪丞
台湾信义会嘉义荣光堂

感谢：全能真神的保守看顾，母

堂林明政牧师的成全，吾妻─欣

慈一路上的支持。

我将尽力摆上，完成福音托付。

顾宏义
乡村福音布道团

感谢上帝，感谢帮助我成长的每

一位，带着祝福与使命，努力向

着标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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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丽琴
祷告寻求中

神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因祂，

软弱的我到了此地。

由于祂，不配的我才有今日。

絶对是祂，无路的我就有出路。

唯祢，是我的救主！

林煜茹
台南圣教会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

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

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

在。」（书一9）

孙千淳
新店行道会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

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

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

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

救我的神喜乐。」（哈三17-18）

姜惠璇
中国科技大学

好高兴经过十年选修的历程终于

毕业了。愿不论在哪里，一生爱

主，一生事奉主，学习华神许多

老师美好的榜样。

罗友三
信实会计师事务所

神是圣洁，人是没有资格服事

神，所以服事神是恩典。

张蓓萱

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

感谢老师这几年来的包容。

林三容
士林圣教会

感谢师长的教导，让我人生下半

场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

张慈婷
祷告寻求中

在我内心深处天 了，那里的太

阳永不坠落，祢的恩典永长久。

愿我所带领的人都能对祢说：

「主！请祢握我的手，将我的心

带走，直到更远的彼岸。」

郭美君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和教会

潜浸华神三年余，磨刀霍霍向自

己，靠神权能与圣灵，日日背起

十架行。

许玉芳
台北基督之家

感谢神！念了七年，把神学院当

医学院念，终于毕业了！谢谢老

师！谢谢老公和儿子！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华！

宋慧君
內湖信友堂  

感谢主神恩惠。感谢师长培育。

感谢家人支持。我要举起救恩的

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祂

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赖俐雯
标竿教会

认识祢─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

祢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

生。

张庆玲
祷告寻求中 

愿成为合用器皿，

主拣选道路前行，

使我活出主心意，

用一生回应主使命。

徐薇翕
基督教拿撒勒人会士林教会

感谢神的带领、华神老师们以及

同学们的陪伴，深信这段日子自

己的成长并非偶然。相信神在

2011年的呼召持续进行着。

张月媖
浸信会慈光堂

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愿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盛载厚

恩，竭诚为主。

杨世宏
祷告寻求中

当初进华神，可说是一场意外，

但在这奇妙的意外之旅中，领我

找着了往迦南地的方向，就像一

句名言说：人生没有意外！

黃康妮
台北行道会

神学是终生学习活出基督样式的

生命旅程。华神三年的破碎和重

建，塑造主工人的性格，感谢师

长和同学们的扶持。

赵均衡
台湾信义会信义堂

主恩浩大！

王玉花

华神的学习 拓了我的视野，让

我再次经历神的丰富与美好，毕

业了，期盼所学的为神所用，成

为别人的帮助！

彭开英
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

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神

国神学院学习的 始。主啊！祢

拣选了我，我选择了祢。求祢与

我同在，带领我活出祢的呼召，

保守我一生走在祢的道路。  

魏荣祈
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

感谢夏忠坚牧师的成全，得以四

年时间完成学业。感谢各位老师

的教导，从你们生命的风范中，

看到神的仆人忠心事奉的榜样。

张清音

這十年間，

感谢华神老师尽心教诲，全然摆上；

感谢老妈爱心接待，包吃包住；

感谢老公甘心接送，风雨无阻；

感谢儿女默默支持，自立自强。

职场宣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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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琇涵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从头到末

了，耶和华以勒，祂是信实的神。

文瑞芳
澳门海星中学

Yes！生命胜于饮食，1415的休

止符，名为「值得」。

單孝之
校园福音团契

感谢主可以顺利毕业。

刘秉怡 

厦门街浸信会

我若展 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

居住，就是在那里，祢的手必引

导我；祢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彭蕙仙 

家家歌珊堂

十年来，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位

上课会迟到的老师！我何其有幸

能够成为华神的学生──感谢上

帝，感谢老师，感谢华神书房和

图书馆。

张圣芳 
华商团契 

初始上课，纯为兴趣；主灵感

化，生出使命。恩师奔波，同学

欢聚，家人支持，岂是偶然？神

恩广大，不敢徒受；惟愿今生，

遵行主旨！

林永正 

华商团契

By God’s Grace, I fi nally fi nish the 
rac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Praise 
The Lord !

Pray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lead 
and guide my road ahead !!    

沈安莉 

华商团契 

感谢华神的老师：生命影响生命，

爱心激发爱心，状态带动状态。华

神的课程使我：更深认识真理，更

能分享真理，生命活出真理。

毛玛丽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忘不了「诗歌智慧书导读」黄

老师送我的一句话：愿你「学

神」，也让「神学」有生命力，

且有趣味性。求神继续磨我、塑

我，成为尊贵器皿！

简东升 

台北基督之家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

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

人。」（提后四2）

于乔安 
台北灵粮堂 

非常感谢跨宗派的华神老师们，

你们用爱心、耐心来教导我们圣

经「神的话语」，及如何正确地

传讲「神的话」！使我们更加地

想要传讲神是爱！

郭朗香 

台中忠明慕义堂

感谢上帝的恩典，透过华神圣经

神学课程，使我的生命成长丰

收。终身学习，终身事奉，继续

向着标竿直奔！

曾淑津 
南京东路礼拜堂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在华神教育

推广处的学习，让我对神更加认

识，更坚定我的信仰。感谢主，

也谢谢一起学习的伙伴及鼓励我

的小组姊妹们。

刘月桂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

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

样行，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

心。」（传三14）

刘季幸 

台中活水浸信会 

「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

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

出爱。」（圣法蘭西斯祷告文）

薛文昌 

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

感谢神，赏赐在华神装备学习，

愿在主耶稣的恩典和智能、知识

上有长进，求圣灵带领成为合神

心意的器皿，来荣神益人。

杨贞民 

北投信义会 

读神学为要学神，活出基督的样

式，一生要为主所用。愿同窗，

成为服事代祷的同伴。愿你我

家，全是基督作主的家庭。 

章金凤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

耶稣；退休后最好的祝福是能到

华神修课。感谢主！我毕业了！

是结束也是 始。

黃惠冠
台中思恩堂

感谢上帝保守这四年的学习路

程！感谢家人默默地支持； 感谢

众师长以生命为榜样的教导；未

来继续跟随主脚踪，向前迈进！

陈思婷
台湾信义会板桥福音堂

在这一年里对自己、上帝都有更

多认识，更多明白神对我的心

意、对我的爱。在课业学习上，

视野被 阔，或许在未来这些视

野会帮助我更多元的牧养他人。

叶怡妗 

新店喜乐浸信会 

「耶和华啊，求祢将祢的道指教

我；我要照祢的真理行；求祢使我

专心敬畏祢的名。」（诗八十六11）

邱淑华 
台北灵粮堂 

感谢主的恩典，和推广教育处每

位老师给予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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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神学结业生
辅导科结业
刘素瑛   台北真道教会

陈芝凤   台北信友堂

青少年事工科结业　
张宏毅   汐止中兴浸信会

圣经科结业　
林月雯   永和循理会

洪一夫   天母感恩堂

徐瑜眉   天母感恩堂

高    琳   天母感恩堂

刘芷彤   台北基督之家

周丽君   天母感恩堂

李月桂   天母感恩堂

王耀卿   石门水库教会

多媒体圣经科
陈翠英   台中恩惠堂

创启地区学生：19 位
（其中含盲生18位）

香港但以理─宣道文凭班

刘伟驎 

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

感恩神给我能在神学中不断学

习，不单让我更认识祂，更让我

可以把神学的客观知识，转化成

信仰的主观经历，荣耀神！

梁美英 
筲箕湾浸信教会

很感恩能上华神课程，从学习「保

罗事奉生平与神学」和「中国教会

常见的异端」，感受信仰与生活分

不 ，要有真信仰很重要。

余慧珍 

播道会乐泉堂

最令我震撼的课程是「历代教会

复兴史」，能将所学知识活用在

一个公务员复兴聚会及政府职场

等方面，让我更肯定神的呼召。

何月明 

生命颂浸信会

在主恩典中完成宣道专修文凭，要

感谢老师们不辞劳苦的教导！它帮

助了我对宣教神学与事奉的认识

更广及更深远，尤其是对穆斯林

的认识及对异端会更警醒！亦更

坚定我要回应大使命的心志！

刘细苏 
九龙灵粮堂

修读华神课程后，对神的属性及

话语有深入的认识，整个人的生

命都被神医治及翻转过来，由受

伤的战士变为祂的精兵。

莫換弟 

阡陌小区浸信会

一个阶段的完结，意味着另一个

阶段的 始！盼望一点点的学

习，让自己更多的成长，祝福身

边有需要的人，分享神的爱。

彭玉葵 

长沙湾喜乐福音堂

基于神恩，督责以爱，一同守

望，直奔标竿，为主苦干，我愿

担当，心被感动，所信为何，爱

为根本，荣美所在，耀目光芒，

救恩浩荡，主怀安享。

林焕仪 

以琳完备福音教会

能完成宣道专修课程，是神的恩

典。祂给我时间与动力做作业，

给我同行的同学能彼此鼓励。感

谢老师的辛劳！

吴丽清 

播道会恩泉堂

课程让我整合对宣教方面的知

识，「历代教会复兴史」和「认

识穆斯林」尤其深刻，愿主的心

意在教会彰显。

郑懿君 

神召会华人同工联会彩蒲福音堂

在繁忙的工作上能够顺利完成课

程，实在是主的恩典！感谢老师

的教导和分享了他的经验，这对

我将来的服事有更好的装备！

郑比丽 

胜利道潮语浸信会

很高兴有机会修读「伊斯兰教的

俯瞰」，短短时间的付出，却有

丰富收获，不但解 了对伊斯兰

教的疑团，更从历史反省中有更

大得着。

方淑霞 

基督教牧恩堂

在神的恩典下，不知不觉已完成

三年的宣道专修文凭！深深体会

神透过华神老师的教导和分享激

励着我，使我继续有力地背起十

架走下去！

蔡小燕 
基督教会恒道堂

感谢主耶稣，完成宣道文凭。学

习过程中，除了对宣教士的生活

加深认识外；对穆斯林朋友习俗

也了解多一点。

王潔雲 

基立浸信會

神過去和現在一直在復興教會，

使用不同僕人作宣教的工作。華

神老師們的生命，在宣教路上的

身體力行，更是我們的榜樣。

许世勋 

台北灵粮堂台语牧区 

感谢神带领我入华神建造丰盛的

属灵生命。相信神，盼望神，在爱

中、恩典中，被塑造成为合祂心

意的器皿，行合祂心意的事奉。

吴允真 

信义会西盛教会 

谢谢上帝一路保守，在老师同学

身上学习到很多，不只是知识，

更是生命的功课。

愿未来能更多为主所用。

谢光哲 
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 

心中说不尽的感恩！透过教导和

系统研经让我明白圣经的无价。

愿能持续扎根，谦卑委身在神的

托付，为主见证。

林尚志 

浸信会怀恩堂 

「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

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太

廿五40b）正是我们新建教会的异

象，也是华神三年所学的精髓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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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校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全学年需要 六月份收入
103学年度
累积收入

103学年度
实际支出

收支差距

61,509,433
2,508,933
2,295,290
4,694,831

71,008,487

-7,126,196
196,777
-91,832

1,055,597

-5,965,654

      兴建费用 六月份奉献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750,000,000 451,100 175,953,342 -574,04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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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3,256,558
108,150
157,989
507,203

4,029,900

神已将桃园县八德市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
新校区建筑费用。

54,383,237
2,705,710
2,203,458
5,750,428

65,042,833

《2015上学期硕士学分班课程》
华神2015上学期硕士学分班课程已受理报名，报

名截止日为年8月31日止。共 设十门课程，周一

「公共神学／周学信、许家馨、胡维华」；周一、四

「七十士译本／村冈崇光」；周二「教会历史（一）

／蔡丽贞」、「网络媒体与传播科技／张宝芳」、「布

道概论／蔡国山」、周三、五「亚兰文／村冈崇光」、

周三「摩西五经／何世莉」、「辅导原理与助人技巧

／张传琳」；周五「基督教教育概论／蔡珍莉」；周

六「释经讲道／白嘉灵」。报名资格为大学毕业以上

者，并请填妥相关报名文件后依规定Email:academic.

affairs@ces.org.tw 或传真886-2-2365-0225，邮件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1号，注明硕士学分班收。

《新生快讯》
2015年新生招考顺利完成，共招收国内外学生

六十二名，包含道学硕士科神学组十四位、教牧组

十八位；圣经硕士科全修四位、选修八位；基督教研

究硕士科一般组五位、职场宣教组五位；基督教研究

证书科全修六位、选修二位。新生训练将于9月16日举

行，9月17～18日为学前灵修会，9月21日正式 学。

《基督、教会与公共神学
 —从太阳花学运到占中行动》
由财团法人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台湾神学院

与华神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会与公共神学—从太阳

花学运到占中行动」研讨会将于2015年9月7日（周

一）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举行，地点在台大法学院霖泽

馆国际会议厅（台北市辛亥路及复兴南路口），邀请

香港中神副院长江丕盛博士、卫理神学院代理院长吴

基仁博士、台湾神学院院陈尚仁博士、中央研究院法

律学研究所许家馨博士、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蔡丽贞

博士、灵粮神学院长谢宏忠博士等一时之选担任讲

员，内容精彩可期。欢迎上网报名：http://goo.gl/

forms/g1mUB4cQ1d。

《第二届迦密山国际学术论坛
 —天地人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2015年第二届迦密山国际学术论坛—「天地人和

谐与可持续发展」将于8月12～13日在新店崇光女中

文萃楼举行，希望针对「科学与信仰」、「关爱受

造世界」、「全人教育」、「家庭建造」四个主题

深入分享与分组讨论，并拟定后续的行动计划。此

次邀请到海内外四十多位重要讲员，分享他们的领

受与研究成果。主办单位包括中华基督徒专业人员

信望爱社、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原大学、台湾大学

全球变迁中心等。报名费需缴交3000元，邮政划拨

账号：15420118，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基督徒专业

人员信望爱社。欢迎上网下载报名表，E-mail至: 

fhlpro@gmail.com 或传真：(02) 2367-2139。                      

《第一届基督徒网络应用研讨会》
名为「第一届基督徒网络应用研讨会」将于10月5日

（周一）假华神六楼礼堂举行，期望透过基督徒网络

工作者的分享，让牧者们可以更多了解最新网络相关

趋势，进而提高教会及信徒对信息的敏感度，亦让众

人了解不同单位基督教网络工作之概况，及熟悉可用

之基督教网络工具。请即上华神网站报名。

《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
11月2～4日所举办的「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此

次将邀请美国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

Dr. Robert J. Priest教授主讲。报名系统将于9月1

日报名上线，10月23日截止报名。欢迎华神之友与教

会弟兄姐妹随时上网关心最新报名讯息。

学

院
简 讯

欢迎使用手机扫瞄此 QR code
链接至「华神在线奉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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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