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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路九58-62

今 天 是 耶 和 華 所 定 的 日

子，畢業同學在眾人面前要

見證上帝是信實的，上帝在

他們的生命當中做了美好裝備

的工夫，對其他人來說雖是來觀禮，

同時也知道這是耶和華為你定的日子。要在這些畢業

同學身上，要看見你過去在他們背後，不論獻上的是

禱告、關懷及各方面的支持， 今天要見證我們所信靠

的上帝是信實的，在這些你所關懷代禱支持者的生命

當中成就裝備的工作。

對每位來到此地的人來說，也是耶和華所定的日

子。讓我們一同謙卑回到耶穌基督面前，從祂話語的

教導中重新檢視、反省一些根本信仰的議題。然而，

所有畢業生前面的道路，是一條事奉的道路，而其特

質就是「追隨基督」。你之所以會來到華神，不是因

著一位老師、一位校友、教會牧者，而是要學習做追

隨基督的人。每位在場的貴賓包括所有師長，我們一

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學習怎樣做一個「追隨基

督」的人。在追隨的過程，讓

生命彰顯天父的榮耀，經歷聖靈的能

力，如何實踐聖經的真理，回應耶穌的大使

命，最終整個人的生命在三一真神面前完全為祂所用。

今天我願意與大家再次思想，「追隨基督」對無論

是畢業生或在場的每位嘉賓，其實也一點都不陌生，

甚至我們可以說信靠基督就是追隨基督。可惜的是，

在一般華人教會的傳統概念裡，信靠耶穌常受一些歷

史因素，或主流社會的價值觀所影響。常常把信靠耶

穌當成一個時刻（A moment）。那時刻因著心裡受

激勵、場合氣氛、關懷、舉動，然後做了一個禱告決

志說我要信靠耶穌。我們重視寶貴這個概念，但是，

信靠耶穌是遠遠超過決志禱告，乃是立志從今開始我

要一生全然跟隨耶穌到底，開始一個新的人生生活方

式。所以，追隨耶穌不只是信仰的抉擇，更是上帝在

人面前做一關鍵性的選擇。

你們從這裡出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將你們擺在祂

所為你們預備的平台作領袖、牧養的服事。簡單地

說，你們將是一個真正的領袖，忠心跟隨的人。假若

你我要真正成為一個領袖，就必須學習怎樣來跟隨耶

穌基督。所有在場的嘉賓亦是如此。

在路加福音九章58-62經文的記載裡，描述三個不

同的狀況。在與耶穌的互動過程中，若你稍微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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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不同狀況、不同的人都有一個核心主題，且都用

一個字「跟隨」來形容。一個真正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他們生命的特質就是忠誠跟隨

耶穌的人。耶穌非常清楚、具體用最高格的要求將三

個層面的意義表明出來。

由路加福音九章57-58節的描述對比馬太福音八

章，可以確認的是這人非普通人，他是文士、對舊約

與律法相當熟稔。他一定觀察耶穌有相當的時間，所

以對耶穌說：「無論往那裡去，我要跟從祢。」從表

面的角度來看，這句話相當了不起。不要忘記這是個

公開場合，耶穌經歷許多事這人都在場。這文士知道

自己在說什麼，若細想當時的情景，這人是帶著拉比

學校的背景，因此認定耶穌基督就是我的拉比。這是

一個自我表達的重要承諾。當時許多的拉比對耶穌並

無好感，而這個文士竟然能夠公然表達承認耶穌基

督，成為一個跟隨者、門徒或學生，實在是太了不

起。但耶穌的回答是：「狐狸有洞，天空的飛鳥有

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路九58）某程度

上有點不盡人情。我們卻得承認一件事，耶穌知道這

人的心，知道這人表達後面的動機。因此，耶穌就提

出「跟隨」第一個重要的實踐。

一、堅守委身的代價

耶穌告訴這人其實不知道自己在說什麼。因為「跟

隨」本身，根本的要求就是必須「委身」。要委身，

也要肯堅守委身的代價。耶穌不僅告訴文士，也告

訴我們，跟隨耶穌基督是個革命性、積極性的決定，

決不是情緒的表達，理性的跟隨而已，而是徹底性

的改變。你若跟從我，要徹底性的改變。所謂「狐狸

有洞，天空的飛鳥有窩」正表明生活的安穩，舒適，

不會有突如其來的狀況、波折。耶穌卻說你要算算代

價，知道你在做什麼嗎？你要效法跟隨我，我怎樣，

你就得怎樣。我怎麼說，你就怎麼做。而是許多生活

的細節，你想過嗎？有許多事你要放下。「捨己」的

概念在第九章前面就說得很明白。這裡耶穌從另一個

角度重新說明跟隨耶穌基督就是天天捨己。因為願意

跟隨耶穌，因此願意調整任何的生活方式，若你真的

要跟隨主，就不能夠繼續以往所堅持的。而願意接受

改變。委身基督的概念可能是這世代信靠、跟隨耶穌

易被忽略、淡化的聖經真理。

對許多基督徒而言，信耶穌就是來作禮拜。我不方

便就不來，有空就來作。這種不合乎耶穌基督教導

的概念，在今日的教會非常普遍。當我們談華人教會

可能是福音的最後一棒，或是想到普世差傳的需要、

三十億福音未得之民等等。華人教會似乎都有意願要

起身接這福音的棒子，走進萬國萬民，回應耶穌基督

的大使命。這些都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口號，但今日華人

教會要面對一個真實問題是我們走不出去。我們一般

的信仰生活，連禮拜堂都走不出去。許多人以為信耶

穌是在教會裡面。離開教會，就不再跟隨耶穌。所以，

跟隨耶穌在教會裡做屬靈的事，做屬靈操練。這裡耶

穌卻說，不是，是天天委身。你願意承受那個委身，而

在生活的每一層面都回到這個點，不是憑藉情緒高昂

說我要跟隨耶穌，而是每天活出委身於基督的主權。

美國一位非常為主重用的牧師 David Platt 曾說過

一個概念，相當符合耶穌所說的。他撰寫一本書名叫

《跟隨我，出死入生的呼召 Follow Me: A Call to Die. 

a Call to Live》，現為美南浸信會國際差會會長，年

僅三十六歲。他說：「基督帶領何往，我們必跟隨；

基督任何要求，我們必獻上。」這是跟隨基督的基本

概念，更是一種生活方式。

耶穌對這人說，你要跟隨我，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你不是靠情緒立志而已，而是要學習天天委身於我。

這是今天你我所要面對的挑戰。

二、持定生命的優先

耶穌又對一個人說：「跟從我來！」那人說：

「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說：「任憑

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神國的道。」

（路九59-60）

容我用較單純的角度看這兩節經文。耶穌對一個人

說：「來！跟從我。」這是對每位說要信靠祂的人的一

個呼召。因此，這節經文不是說要做傳道人，而是信

靠、跟隨。當耶穌此話一出，這人的反應是「容我先

回去埋葬我的父親」，這講話的本身受當時環境的影

響，也知道耶穌出現的時間，可能要馬上離開了，但耶

穌的回答告訴我們跟隨祂第二個重要的實踐。不但要

「堅守委身的代價」，還要「持定生命的優先」。

跟隨耶穌在實際的生活與事奉當中，要求是「持定

生命的優先」。「我回去埋葬我的父親」這合乎情

理，有什麼不對？為何耶穌要講得這麼刻薄？竟說

「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未免太過份。耶穌難

道這麼不盡人情嗎？不同的聖經學者從猶太人埋葬

死人的方式有諸多的解讀。可能人還沒死，因為在

二十四小時之內需要安葬，怎麼會出現在群眾當中；

或者已病重，等候他死之後等等不同的說法。以上的

說法都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我用單純角度來看這段

經文，耶穌直接對這人說：「你來跟從我！」耶穌應

該知道這人，也看清這個人的心理。耶穌的回應直接

針對死的概念：「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這死

人可能是「靈裡的死人」，或「肉身的死人」。到底

耶穌基督要告訴他什麼？假如這人的父親真的死了，

就在耶穌呼召他的時候，這人面對的是真正的選擇，

是要回家埋葬我的父親？還是要跟隨耶穌基督？不知

道你是否會從這個角度看這段經文。

耶穌在這地方訂下一個很重要跟隨祂實踐的要求與

原則。「跟隨耶穌」，只要任何時候耶穌是比其他低

或不重要，那麼，「跟隨」就毫無意義。在我們的信仰

裡，特別對畢業生而言，恐怕更是實際、更高的要求。

當然我們不是處在這個環境裡，假若有一天真是如

此的話，你會怎樣做決定？很不容易。這背後最終考

驗的，耶穌所要的是到底誰是第一。假若我們真相信

耶穌基督創造宇宙萬有，相信我們生命的一切乃在乎

祂，相信祂在我們生命當中擁有那最高、最大、絕對

的主權的話，我們都相信這一切聖經教導、真理的概

念，這問題只有一個答案。但是我們這個時代，可能

就需要這種「持定生命的優先」。不是單單說而已，

乃是實實在在地在生命中做出第一優先的回應。

一位牧師朋友告訴我一個見證，有位弟兄接受了兩

年紮實門徒訓練課程，強調門徒乃是一個生活方式，

要在每個生活層面活出耶穌的生命，把聖經真理的價

值觀落實在每天的生活裡。他是公司裡高階的主管，

他跑來告訴牧師他有感動，而且這個感動越來越強，

要放下一切，今天就來。其實他在公司，可再待九個

月，就可提早辦理退休，還有豐厚退休金及其他配

套。但他卻說，當耶穌呼召來臨時，我們就當即時的

回應。對他而言，他明白生命當中的優先，跟隨耶穌

不是看你怎麼看，而是耶穌基督怎麼看。能夠在生命

當中將耶穌突顯出來，在許多抉擇價值觀中，讓別人

震撼驚訝說這些人怎麼會這樣。

當耶穌對這人說「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無

論你怎麼解釋，也可能耶穌直接在挑戰這人什麼是第

一。今天畢業生也可能會面對這樣的抉擇，論情論

理，可能你需要做那個選擇，但耶穌卻告訴你說，

「你來，你放下，你跟，你走」。

這時代若真要看見如同初代的教會把整個羅馬帝國

顛覆過來，我們可能要問一個問題，我們預備好了

嗎？跟隨耶穌，持定生命的優先。什麼是我們生命的

第一，對畢業生、在場嘉賓，標準答案當然是耶穌基

督。耶穌基督這裡好像對這人在告訴你，「你只管去

傳揚神國的道，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三、穩住專一的決心

又有一人說：「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

我家裡的人。」耶穌說：「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不配

進神的國。」（路九61-62）

這人與前面兩人不同，他真的很嚴肅，他對耶穌說

我真要跟祢。我知道要付代價，將祢放在第一，不

過，我還是要先跟家人辭別。若你熟悉聖經，這說法

並非是不能接納的理由。當時以利沙就是先回家辭別

家人，再跟隨以利亞。但耶穌的反應卻完全不一樣，

祂說：「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不配進神的國。」同

樣，我們需由當時的背景、跟耶穌知道那人的內心，

耶穌應用當時的諺語來解讀人的心理。當時農耕時代

的人一聽，就明白是什麼意思。但有一個簡單的概

念—「專注」。「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你不可能把

這塊田地犁好，犁得直，犁得深。因此耶穌直接回

應，基本上這人內心沒有專一。他知道跟隨耶穌基

督要付代價，要把耶穌基督擺在首位，不過這時他心

裡還有其他東西，暫時要先處理這些東西，所以不專

注。所以，耶穌給我們的第三個挑戰是「穩住專一的

決心」。

「穩住專一的決心」也是我們今日事奉的人實際將

會面對的挑戰。當你上工場的時候，會有許多讓你回

味的東西，也有讓你分心的事與人。讓你回味的是過

去的那些美好，分心的則是開始你看見有成就的、有

好處、有表現的。可能是事，可能是人；可能是物，

可能是歷史。這些都讓你我在事奉的道路中，可能會

開始對跟隨基督實際的操練慢慢模糊，也將焦點、對

象模糊了。對每位信靠耶穌的人而言，跟隨耶穌也

很容易，使我們把一些的過去抓得很緊，雖然說我信

祂，我跟隨祂，但是仍放不下，以致在跟隨耶穌的事

上常常三心兩意，沒辦法實實在在把耶穌基督活現在

生活當中。

主耶穌在此直接告訴他說，你真的考慮清楚了嗎？

我是你的唯一。無論任何情況，任何時候，你惟有專

注。只有一個標竿，一個對象，一個方向，你不能

有其他的。這可算是一個霸道的要求，若你要跟我的

話，我就是你的唯一。我們都明白，但在許多的操

作上，卻忽略了如登山寶訓耶穌所說的你不可同時事

奉兩個主。耶穌挑戰你我在這樣的世代，當我們要

回應大使命的時候，裡面所牽扯的不僅僅是佈道方

式、策略，耶穌要讓我們清楚一件事，你就作我的門

徒，作一名跟隨者。當耶穌說：「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都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了。」（太二十八19-20）

其實耶穌在講一個基本概念，大使命是以作門徒為方

向、目的，也以作門徒為基礎。一個真正跟隨耶穌基

督的人，是一個為耶穌基督改變自己，也改變世代的

人。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是一個「堅守委身的代

價」、「持定生命的優先」，最後他也願意「穩住專

一的決心」。求天父幫助所有的畢業生，你的一生是

要跟隨耶穌，透過專一的跟隨來榮耀祂，事奉祂，傳

揚祂，在這過程中建立一群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回應

耶穌在這世代的心意，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但願天父恩待在場的每一位，信靠耶穌就是跟隨耶

穌，這不是件馬虎的事，而是一件要人命的事。假若

耶穌是真的，那我們就玩真的；假若耶穌是真的，

那祂所說的也是真的。求天父幫助我們，將這真的生

命，在每天的生活學習天天捨己，天天背十字架，天

天跟隨祂，在這世代當中，用跟隨耶穌的生命來回應

祂給予我們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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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堅石
禱告尋求中

「神能照著運行在我們心裡的大

力充充足足地成就一切，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弗三20）正好

表達了個人對神的感謝和頌讚。

廖卓堅
澳門華人基督會

牧養教會，知道為別人祈禱；在

職進修，才懂得感謝別人代禱。

牧會與進修，都是恩典。

劉慈梧
神召神學院

都是恩典，學習過程經歷視網膜

裂孔、突發性耳聾，妻子甲狀腺

癌等衝擊，雖經歷水火，主必引

我進豐盛之地榮耀祂自己。

陳綏
基隆教會

時間的紡織機唧唧作響

將憂傷織成讚美的新衣

將軟弱織成恩典的冠冕

是誰在歲月裡織錦繡暖人心

是主耶穌

陳宏昌
浸宣武昌教會

很榮幸修習華神教博班的課程，

學習過程雖充滿艱辛與挑戰，但

在人不能，在神凡事都能。感謝

神，感謝師長們的教導與成全。

在校生致惜別詞 
■在校生代表／郭士恩

敬愛的學長姐和畢業生平安：

你們還記得嗎？我們剛入學的時候，你們不厭其煩

地教我們如何打菜、打掃、招待，也幫助我們寫報

告、背希臘文單字、適應宿舍生活。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辦了許多次籃球賽、排球賽，鼓勵我們多運動，

也帶我們去吃麻辣燙，傳承給我們華神附近的「美食

分布圖」。你們還記得嗎？前年的華神大家庭，你們

使出渾身解數，有的演戲，有的唱歌，有的惡搞……
讓我們徹底見識到你們另類而獨特的一面。你們還記

得嗎？去年九月的學前靈修會辦了一場運動會，你們

充滿活力與體力，和學弟妹們打成一片，最經典的莫

過於分組拔河的激烈廝殺。其實，還有好多好多我們

一起團契生活、美好的回憶，可以說上一整天。但沒

想到才一眨眼的工夫，你們如今要畢業了！

我們很想對你們說：「留下來！或者我跟你走。」

但相信你們不會想要三年四讀，我們也沒辦法提早畢

業。可是要道別，談何容易？我們不願面對的真相

是：當你們踏出這裡的大門以後，我們勢必就很難在

學校裡看見你們，你們也不會再跟我們一起上課，

一起生活了。雖然我們嘴巴上都說「祝你們畢業快

樂」，但其實心裡在OS：「這一切都是幻覺，嚇不倒

我的！」我們多麼捨不得你們離開。

雖然有萬分的不捨，但我們清楚知道，是時候該說

再見了。就像你們一起拍的微電影裡面說：「往前吧！

可安。」現在，你們每一位可安也正在往前走，要完

成神在你們每一個人身上的託付。雖然，天下無不散

的宴席，但我們心中有盼望！──因為在天上有永遠

的宴席，等著我們歡聚。謝謝你們在華神所留下的美

好榜樣，讓我們能夠效法、學習。最後，想要對你們

說：「你們先走──我們隨後跟上！」相信有一天，我

們還會在地上重逢，彼此分享事奉的甘苦談。敬愛的

學長姐和畢業生，願你們畢業平安、蒙神賜福！

畢業生致詞
■畢業生代表／葉梓斌

院長、副院長、老師、各位貴賓、學長

姐、學弟妹、準學弟妹、牧者、師母、傳

道人、家人、學生、朋友、眷屬、遠親，

大家平安：

華神的畢業典禮跟一般大專院校的畢業典禮有點不

同，在一般大專院校中，大部分的人年紀相近，經過

相同的訓練後會擁有類似的能力和技術；但是在華神

裡，每個人彼此之間卻有著極大的差異，甚至讓人難

以分辨究竟什麼人更像是華神的畢業生。

每一個被上帝催逼進華神的人都有著不同的背景，

有人入學時家財萬貫，有人卻身無分文；有人在讀神

學院之前什麼報告都沒寫過，也有人早已沈浸在神學

圈中許多年；有人帶著全家的祝福參加入學考，有人

開學後卻再也不能回家；有人進來之前帶著滿心期

待，進來之後卻受到許多傷害；又有人進來前充滿無

奈，畢業時卻又恨不得再多留個一年半載。

這些學生是如此不同，以致華神必須要成為一個很

多元的環境，使每個人都能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為

了讓這些獨特的學生們能夠在華神接受良好的裝備，

華神有十幾位非常不同的老師，每天在學校陪伴著學

生。這些老師來自不同的背景，受過不同的訓練，教

導的方式和內容完全不同，讓我們有時不得不懷疑他

們信的是不同的上帝。不過，當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慢慢了解許多不同的觀點，才發現老師們信的上帝應

該是同一位，但這位上帝實在非常豐富，每一個不同

的角度都讓我們更明白上帝的偉大，我們也更願意不

斷地認識祂。

在華神的幾年中，我們更多地認識

上帝、認識老師，也更多認識同學。

其中值得一提的，或許是在華神瀰漫

的那種春天氣息。不少同學在華神找到了自

己的肋骨，也有不少同學在這裡找到了自己的頭，那些

已經有頭、有肋骨的同學在學校中努力回應上帝對亞

伯拉罕的應許，並遵行先總統蔣中正在民國三十二年

三月發表的宣言，那就是「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並要

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樣多」。現在被關在懷恩堂

地下室、與父母一起看轉播的那群孩子，就是美好的

記號了。看著周圍的人一個一個走上紅毯、建立家庭，

聽著嬰兒半夜兩三點為苦讀的父母加油打氣、大聲歡

呼，有些同學開始渴望進入婚姻，也有些同學更加確

定自己獨身的呼召。不過，我們相信上帝的帶領不會出

錯，在美好且實在的旨意中，充滿春天氣息的日子終究

會結束，夏天的蚊蟲、秋天入學的新生和冬天的麻辣

鍋也都會成為回憶，而我們帶著不同的使命畢業、帶

著上帝賜的產業、在華神接受的裝備進入服事工場。

畢業之後，我們有些人要回到母會服事，有些人進

入機構，有些人要繼續進修，有些人將成為宣教士，

有些人則直接成為別人的肋骨或師母。

感謝各位牧者、前輩願意接納我們，在過去實習的

時候成為我們最重要的幫助，並在我們畢業時願意與

我們同工。

感謝每位老師，讓我們在華神不只認識上帝，也認

識了美食，不但認識了神學，也更認識了我們自己；

也感謝華神各處室的同工，雖然許多時候我們還是叫

不出你們的名字，但你們的名字一定會被記在天上。

各位默默支持我們的同伴、朋友，特別謝謝你們的

代禱和奉獻，你們是我們能夠完成學業的原因，請你

們繼續與我們同行。

不能忘記的，是我們的家人，無論你們是否認同我

們選擇的路，我們都感謝您，因為是上帝把你們放在

我們身邊，若沒有您，我們今天不會坐在台下。

華神第一屆董事會主席吳勇長老曾說：「有時候恩

典是勉強出來的。」他似乎認為，當人的氣力即將放

盡之時，也將會是上帝動工之時。接下來的日子，當

我們膀臂發沉的時候，請各位不

要放棄我們，給我們一

點時間和空間，我們將

會竭誠為主、獻上我們

的一生。

讓我們一起加入從七○

年代以來畢業的學長姐、

加入在座的各位，在這個

多元的時代成為上帝的見

證，這是我們的異象。

別詞

請各位不

○

、

個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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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學組

林子傑
龍潭活水靈糧堂

神恩無窮盡，主愛無限量；

深知不足配，蒙主不離棄；

願為主恩情，獻己為主用；

竭力做主工，榮耀主聖名。

邱琳雅
進修中

Sola Gratia. Glory be to God.

許志銓
新莊台福基督教會

感謝神激勵我，並賜我智慧。將一

切頌讚、感謝歸給三一神。感謝並

懷念黃穎航老師，從他身上學習治

學精神。感謝吳存仁老師繼續指導

論文寫作，引導我走出寫作困境。

成鳳樑
花蓮美崙浸信會

能完成神碩學位，要感謝廖元威

老師的指導，美浸蔡志堅主任牧

師在事奉上的寬容，妻子若荷的

支持，以及教會弟兄姐妹的代

禱。願將一切榮耀歸給神！

許雅虹

那些吟詠哀歌的日子……

李鎬
泰國清邁錫安之家

感謝主的能力覆庇我，在我身上

顯得完全，並且感謝我太太、爸、

媽、外婆、弟、長輩們和朋友們的

支持。

林經偉
禱告尋求中

感謝學校栽培我們成為神國工

人。感謝老師們，學者的頭腦，牧

人的心腸、生命，是我事奉的榜

樣。感謝上帝，在祢有說不盡的

恩惠。

施秉翔
台灣信義會台中真道堂

懇求心中王，成為我異象，

萬事無所慕，唯主是希望！ 

願祢居首位，日夜導思想，

工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

梁鴻發
中國學園傳道會

謝謝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特別

是太太，否則我很難服事及完成

學業。

連心琪
內湖信友堂

感謝華神三年，有學識的踏實和生

活的真實，一路帶領我不斷地回應

祂：一顆願作的心，溫柔而堅定。

曾星富
斗六福氣教會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黃俊仁
台北基督徒東湖禮拜堂

曾經荒野一匹狼，

如今蒙召牧主羊；

一生恩典數不盡，

忠心事奉永不離。

溫曉恩
竹北勝利堂

憑著主的恩典，勇敢走上一條

「降卑而高昇」的路。

葉梓斌
禱告尋求中

接下來，就是不停地上台、下台。 

小心腳步。

謝君萍
禱告尋求中

華神生活，是一段很辛苦，也很

甜蜜的生活，正如我們所蒙的呼

召。

楊智文
日本The Good Samaritan Church 

Sumoto Chapel

願愛主的心日更深，繼續用愛服

事人，像一粒麥子落在地裡死

了，能結出許多子粒來。

王文珮
鄉福東石教會

求主教我不忘路加福音九23～25
節和約翰福音二十一章15～19節。

照祢心意跟從祢，捨己、天天背

十架，愛祢、餵養也牧養祢的羊！

成加慶
基督教活水泉教會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

兒女也有避難所。」（箴十四26）

謝謝親愛的父母親，成輝營和甯

學勤，在我們六個孩子身上實現

了這一句話。

何宜庭
新竹北門聖教會

感謝華神老師們的用心教導，神

學是一生的學習，華神奠定了第

一步。

李明珊
永和禮拜堂

走過三年，漸漸體會華神的可

愛。求神保守我們這蒙祂所召的

同路人，全然獻上、忠心到底。

李修齊
中壢浸信會

道碩三年最大的學習是：我需要

福音！願我將來在事奉的道路

中，莫忘自己是個持續極度需要

福音的人。

陳昷琳
馬來西亞基督教衛理公會丹絨加

弄牧區

因爲萬有都是本於祂，倚靠祂，

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

遠。阿們！

曰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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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明達
中華傳道會鳳山聖恩堂  

祂對我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林後十二9）

鍾憫
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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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宗聯合二村教會

哈利路亞！

郭念平
台灣聖經公會

雖然壓力沈重，但這三年卻是我

最享受的時光，謝謝老師、同學、

輔導小組、室友們陪我走過這段

路，我愛你們！

王逸姍
基督徒宜蘭禮拜堂

一生事主，全賴主恩，勇往直前，

直見主面。

吳欣芸
竹北勝利堂

從活蹦亂跳的少女到十項全能的媽媽

蛻變

感謝有祢／妳／你

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基督之愛活出來

潘雅雯
迦南會北部大專團契

靠主喜樂，信神全然愛我！靠主站

立，望主十架救贖！靠主傳道，愛

人同證福音！ 

程裕城
浸信會我們教會台北堂

求主幫助我—在各樣事上表明自

己是神的用人。

周英怡
基隆教會

我願用盡一生，愛祢更深，並對

祢忠心到最後！

林彥岑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探索聖經，像看不見盡頭的公

路，來了華神，就像站在巨人的

肩膀，雖仍未見終點，但已看見

指標！

高乾鈞
禱告尋求中

感謝學校老師的教導與同學間的

代禱與鼓勵，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行將一生受用；華進聖經

尋真理。神學學神像基督。

高頌安
台南聖教會

華神三年見識不同思維，結識天

路良伴。未來只為主燃燒，榮神

益人。

張安正

Grace Church Taipei

感謝師長、同工、同學幫助我不斷

成長與突破！感謝教會，感謝家

人，尤其是美麗的妻子，幫助我成

為華神人！

梁家豪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謝謝召我的主，謝謝家人、弟兄

姊妹、師長及同學，因為有你們

成為同路人，我才能夠完成學

業，一切都是恩典。

莊茹萍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蒙恩堂

感謝上帝，一切都是恩典！

陳芷芸
中壢浸信會

願我一生都不忘耶和華的恩惠，

並舉起救恩的杯，宣揚祂的名！

葉克銘
台灣信義會雙福教會

親近主，服事人，起來宣教。

葉曉恬
中國主日學協會

God Is So Good.

劉頌榮
禱告尋求中

我們睡眠是為了清醒，躺下是為

了起來，畢業，是為了走更長遠

的路。

蔣月生
鄉村福音佈道團

三年的時間轉眼即逝，其中的經

歷卻如此豐富。願神保守：莫忘初

衷，時刻仰賴耶和華，不倚靠自己

的聰明。

賴儀丞
台灣信義會嘉義榮光堂

感謝：全能真神的保守看顧，母

堂林明政牧師的成全，吾妻─欣慈

一路上的支持。

我將盡力擺上，完成福音託付。

顧宏義
鄉村福音佈道團

感謝上帝，感謝幫助我成長的每

一位，帶著祝福與使命，努力向

著標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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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麗琴
禱告尋求中

神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因祂，

軟弱的我到了此地。

由於祂，不配的我才有今日。

絶對是祂，無路的我就有出路。

唯祢，是我的救主！

林煜茹
台南聖教會

「你當剛強壯膽！不要懼怕，也

不要驚惶；因為你無論往哪裏

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

在。」（書一9）

孫千淳
新店行道會

「雖然無花果樹不發旺，葡萄樹

不結果，橄欖樹也不效力，田地不

出糧食，圈中絕了羊，棚內也沒有

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

救我的神喜樂。」（哈三17-18）

姜惠璇
中國科技大學

好高興經過十年選修的歷程終於

畢業了。願不論在哪裡，一生愛

主，一生事奉主，學習華神許多老

師美好的榜樣。

羅友三
信實會計師事務所

神是聖潔，人是沒有資格服事神，

所以服事神是恩典。

張蓓萱

感謝上帝一路的帶領，

感謝老師這幾年來的包容。

林三容
士林聖教會

感謝師長的教導，讓我人生下半

場成為合神心意的器皿！

張慈婷
禱告尋求中

在我內心深處天開了，那裡的太

陽永不墜落，祢的恩典永長久。

願我所帶領的人都能對祢說：

「主！請祢握我的手，將我的心帶

走，直到更遠的彼岸。」

郭美君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永和教會

潛浸華神三年餘，磨刀霍霍向自

己，靠神權能與聖靈，日日背起十

架行。

許玉芳
台北基督之家

感謝神！唸了七年，把神學院當醫

學院唸，終於畢業了！謝謝老師！ 

謝謝老公和兒子！我和我家，必

定事奉耶和華！

宋慧君
內湖信友堂  

感謝主神恩惠。感謝師長培育。

感謝家人支持。我要舉起救恩的

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

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賴俐雯
標竿教會

認識祢─獨一的真神，並且認

識祢所差來的耶穌基督，這就是

永生。

張慶玲
禱告尋求中 

願成為合用器皿，

主揀選道路前行，

使我活出主心意，

用ㄧ生回應主使命。

徐薇翕
基督教拿撒勒人會士林教會

感謝神的帶領、華神老師們以及

同學們的陪伴，深信這段日子自己

的成長並非偶然。相信神在2011
年的呼召持續進行著。

張月瑛
浸信會慈光堂

感謝神，因祂有說不盡的恩賜。

願能成為主合用的器皿，盛載厚

恩，竭誠為主。

楊世宏
禱告尋求中

當初進華神，可說是一場意外，但

在這奇妙的意外之旅中，領我找

著了往迦南地的方向，就像一句

名言說：人生沒有意外！

黃康妮
台北行道會

神學是終生學習活出基督樣式的

生命旅程。華神三年的破碎和重

建，塑造主工人的性格，感謝師

長和同學們的扶持。

趙均衡
台灣信義會信義堂

主恩浩大！

王玉花

華神的學習開拓了我的視野，讓

我再次經歷神的豐富與美好，畢

業了，期盼所學的為神所用，成為

別人的幫助！

彭開英
迦南會北部大專團契

畢業，不是學習的結束，而是神國

神學院學習的開始。主啊！祢揀

選了我，我選擇了祢。求祢與我同

在，帶領我活出祢的呼召，保守我

一生走在祢的道路。 

魏榮祈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福音協進會

感謝夏忠堅牧師的成全，得以四

年時間完成學業。感謝各位老師

的教導，從你們生命的風範中，看

到神的僕人忠心事奉的榜樣。

張清音

這十年間，

感謝華神老師盡心教誨，全然擺上；

感謝老媽愛心接待，包吃包住；

感謝老公甘心接送，風雨無阻；

感謝兒女默默支持，自立自強。

職場宣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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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琇涵

一切都是神的恩典，從頭到末了，

耶和華以勒，祂是信實的神。

文瑞芳
澳門海星中學

Yes！生命勝於飲食，1415的休止

符，名為「值得」。

單孝之
校園福音團契

感謝主可以順利畢業。

劉秉怡 
廈門街浸信會

我若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

居住，就是在那裡，祢的手必引導

我；祢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彭蕙仙 

家家歌珊堂

十年來，我沒有遇到過任何一位

上課會遲到的老師！我何其有幸

能夠成為華神的學生──感謝上

帝，感謝老師，感謝華神書房和圖

書館。

張聖芳 
華商團契 

初始上課，純為興趣；
主靈感化，生出使命。
恩師奔波，同學歡聚，
家人支持，豈是偶然？
神恩廣大，不敢徒受；
惟願今生，遵行主旨！

林永正 

華商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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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商團契 

感謝華神的老師：生命影響生命，

愛心激發愛心，狀態帶動狀態。

華神的課程使我：更深認識真理，

更能分享真理，生命活出真理。

毛瑪麗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忘不了「詩歌智慧書導讀」黃老

師送我的一句話：願你「學神」，

也讓「神學」有生命力，且有趣味

性。求神繼續磨我、塑我，成為尊

貴器皿！

簡東昇 
台北基督之家 

「務要傳道，無論得時不得時，總

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

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四2）

于喬安 

台北靈糧堂 

非常感謝跨宗派的華神老師們，

你們用愛心、耐心來教導我們聖

經「神的話語」，及如何正確地傳

講「神的話」！使我們更加地想要

傳講神是愛！

郭朗香 

台中忠明慕義堂

感謝上帝的恩典，透過華神聖經

神學課程，使我的生命成長豐

收。終身學習，終身事奉，繼續向

著標竿直奔！

曾淑津 

南京東路禮拜堂 

感謝神的恩典，帶領在華神教育

推廣處的學習，讓我對神更加認

識，更堅定我的信仰。感謝主，也

謝謝一起學習的夥伴及鼓勵我的

小組姊妹們。

劉月桂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我知道神一切所作的都必永

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神這

樣行，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

心。」（傳三14）

劉季幸 

台中活水浸信會 

「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

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

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

付出愛。」（聖法蘭西斯禱告文）

薛文昌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

感謝神，賞賜在華神裝備學習，願

在主耶穌的恩典和智慧、知識上

有長進，求聖靈帶領成為合神心

意的器皿，來榮神益人。

楊貞民 
北投信義會 

讀神學為要學神，活出基督的樣

式，一生要為主所用。願同窗，成

為服事代禱的同伴。願你我家，

全是基督作主的家庭。 

章金鳳

這一生最美的祝福就是能認識主

耶穌；退休後最好的祝福是能到

華神修課。感謝主！我畢業了！是

結束也是開始。

黃惠冠
台中思恩堂

感謝上帝保守這四年的學習路

程！ 感謝家人默默地支持；感謝

眾師長以生命為榜樣的教導；未

來繼續跟隨主腳蹤，向前邁進！

陳思婷
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在這一年裡對自己、上帝都有更

多認識，更多明白神對我的心意、

對我的愛。在課業學習上，視野

被開闊，或許在未來這些視野會

幫助我更多元的牧養他人。

葉怡妗 

新店喜樂浸信會 

「耶和華啊，求將的道指教我；我

要照的真理行；求使我專心敬畏

的名。」（詩八十六11）

邱淑華 

台北靈糧堂 

感謝主的恩典，和推廣教育處每

位老師給予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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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神學結業生

輔導科結業
劉素瑛 台北真道教會

陳芝鳳 台北信友堂

青少年事工科結業　

張宏毅 汐止中興浸信會

聖經科結業　

林月雯 永和循理會

洪一夫 天母感恩堂

徐瑜眉 天母感恩堂

高  琳 天母感恩堂

劉芷彤 台北基督之家

周麗君 天母感恩堂

李月桂 天母感恩堂

王耀卿 石門水庫教會

多媒體聖經科
陳翠英 台中恩惠堂

創啟地區學生：19 位

（其中含盲生18位）

香港但以理─宣道文憑班

劉偉驎 

中華基督教會公理堂

感恩神給我能在神學中不斷學

習，不單讓我更認識祂，更讓我

可以把神學的客觀知識，轉化成

信仰的主觀經歷，榮耀神！

梁美英 

筲箕灣浸信教會

很感恩能上華神課程，從學習

「保羅事奉生平與神學」和「中國

教會常見的異端」，感受信仰與

生活分不開，要有真信仰很重要。

余慧珍 

播道會樂泉堂

最令我震撼的課程是「歷代教會

復興史」，能將所學知識活用在

一個公務員復興聚會及政府職場

等方面，讓我更肯定神的呼召。

何月明 

生命頌浸信會

在主恩典中完成宣道專修文憑，要
感謝老師們不辭勞苦的教導！它幫
助了我對宣教神學與事奉的認識
更廣及更深遠，尤其是對穆斯林
的認識及對異端會更警醒！亦更
堅定我要回應大使命的心志！

劉細蘇 

九龍靈糧堂

修讀華神課程後，對神的屬性及

話語有深入的認識，整個人的生

命都被神醫治及翻轉過來，由受

傷的戰士變為祂的精兵。

莫換弟 

阡陌社區浸信會

一個階段的完結，意味著另一個

階段的開始！盼望一點點的學習，

讓自己更多的成長，祝福身邊有需

要的人，分享神的愛。

彭玉葵 

長沙灣喜樂福音堂

基於神恩，督責以愛，一同守望，

直奔標竿，為主苦幹，我願擔當，

心被感動，所信為何，愛為根本，

榮美所在，耀目光芒，救恩浩蕩，

主懷安享。

林煥儀 

以琳完備福音教會

能完成宣道專修課程，是神的恩

典。祂給我時間與動力做作業，

給我同行的同學能彼此鼓勵。感

謝老師的辛勞！

吳麗清 

播道會恩泉堂

課程讓我整合對宣教方面的知

識，「歷代教會復興史」和「認識

穆斯林」尤其深刻，願主的心意

在教會彰顯。

鄭懿君 

神召會華人同工聯會彩蒲福音堂

在繁忙的工作上能夠順利完成課

程，實在是主的恩典！感謝老師的

教導和分享了他的經驗，這對我

將來的服事有更好的裝備！

鄭比麗 

勝利道潮語浸信會

很高興有機會修讀「伊斯蘭教的

俯瞰」，短短時間的付出，卻有豐

富收穫，不但解開了對伊斯蘭教

的疑團，更從歷史反省中有更大

得著。

方淑霞 
基督教牧恩堂

在神的恩典下，不知不覺已完成

三年的宣道專修文憑！深深體會

神透過華神老師的教導和分享激

勵著我，使我繼續有力地背起十

架走下去！

蔡小燕 
基督教會恆道堂

感謝主耶穌，完成宣道文憑。學習

過程中，除了對宣教士的生活加

深認識外；對穆斯林朋友習俗也

了解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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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世勳 
台北靈糧堂台語牧區 

感謝神帶領我入華神建造豐盛的

屬靈生命。相信神，盼望神，在愛

中、恩典中，被塑造成為合祂心

意的器皿，行合祂心意的事奉。

吳允真 
信義會西盛教會 

謝謝上帝一路保守，在老師同學

身上學習到很多，不只是知識，更

是生命的功課。願未來能更多為

主所用。

謝光哲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 

心中說不盡的感恩！透過教導和

系統研經讓我明白聖經的無價。

願能持續扎根，謙卑委身在神的

託付，為主見證。

林尚志 

浸信會懷恩堂 

「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坐在我身上了。」（太

廿五40b）正是我們新建教會的異

象，也是華神三年所學的精髓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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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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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校基金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合 計

全學年需要 六月份收入
103學年度

累積收入

103學年度

實際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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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費用 六月份奉獻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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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已將桃園縣八德市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立案、地目變更、

新校區建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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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42,833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2015上學期碩士學分班課程》
華神2015上學期碩士學分班課程已受理報名，報名

截止日為年8月31日止。共開設十門課程，週一「公共

神學／周學信、許家馨、胡維華」；週一、四「七十士

譯本／村岡崇光」；週二「教會歷史（一）／蔡麗貞」、

「網路媒體與傳播科技／張寶芳」、「佈道概論／蔡國

山」、週三、五「亞蘭文／村岡崇光」、週三「摩西五

經／何世莉」、「輔導原理與助人技巧／張傳琳」；週

五「基督教教育概論／蔡珍莉」；週六「釋經講道／白

嘉靈」。報名資格為大學畢業以上者，並請填妥相關

報名文件後依規定Email:academic.affairs@ces.org.

tw 或傳真886-2-2365-0225，郵寄地址：10090台北

市汀州路三段101號，註明碩士學分班收。

《新生快訊》
2015年新生招考順利完成，共招收國內外學生

六十二名，包含道學碩士科神學組十四位、教牧組

十八位；聖經碩士科全修4位、選修八位；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一般組五位、職場宣教組五位；基督教研究證

書科全修六位、選修二位。新生訓練將於9月16日舉

行，9月17～18日為學前靈修會，9月21日正式開學。

《基督、教會與公共神學
  —從太陽花學運到佔中行動》

由財團法人中華二十一世紀智庫協會、台灣神學院

與華神聯合主辦的「基督、教會與公共神學—從太陽

花學運到佔中行動」研討會將於2015年9月7日（週

一）上午9時至下午5時舉行，地點在台大法學院霖

澤館國際會議廳（台北市辛亥路及復興南路口），邀

請香港中神副院長江丕盛博士、衛理神學院代理院長

吳基仁博士、台灣神學院院陳尚仁博士、中央研究院

法律學研究所許家馨博士、中華福音神學院院長蔡麗

貞博士、靈糧神學院長謝宏忠博士等一時之選擔任

講員，內容精彩可期。歡迎上網報名：http://goo.gl/
forms/g1mUB4cQ1d。

《第二屆迦密山國際學術論壇
  —天地人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2015年第二屆迦密山國際學術論壇—「天地人和諧

與可持續發展」將於8月12～13日在新店崇光女中文

萃樓舉行，希望針對「科學與信仰」、「關愛受造世

界」、「全人教育」、「家庭建造」四個主題深入分享與

分組討論，並擬定後續的行動計劃。此次邀請到海內

外四十多位重要講員，分享他們的領受與研究成果。

主辦單位包括中華基督徒專業人員信望愛社、中華福

音神學院、中原大學、臺灣大學全球變遷中心等。報

名費需繳交3000元，郵政劃撥帳號：15420118，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基督徒專業人員信望愛社。歡迎上

網下載報名表，E-mail至: fhlpro@gmail.com 或傳

真：（02）2367-2139。                      

《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
名為「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將於10月5日

（週一）假華神六樓禮堂舉行，期望透過基督徒網路工

作者的分享，讓牧者們可以更多了解最新網路相關趨

勢，進而提高教會及信徒對資訊的敏感度，亦讓眾人了

解不同單位基督教網路工作之概況，及熟悉可用之基

督教網路工具。請即上華神網站報名。

《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
11月2～4日所舉辦的「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此

次將邀請美國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Dr. Robert 
J. Priest教授主講。報名系統將於9月1日報名上線，10
月23截止報名。歡迎華神之友與教會弟兄姐妹隨時上

網關心最新報名訊息。

歡迎使用手機掃瞄此 QR code
連結至「華神線上奉獻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