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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蔡麗貞
每年招生考試之後，學院同仁立即開展檢討，同時亦
提出改進建議。今年華神新生入學考試有三項創舉：
行政作業提前一個月；新店行道會教牧碩士科首屆招
生；每組口試委員都安排一位心理輔導專業教師。因此
今年的總檢討引致筆者的高度好奇，期待能檢測出華
神學生的特質與優缺點，視為日後教育與輔導的參考。

新店校區的特質
新店行道會碩士科首次招生有二十七位報名，錄取
十九位。筆者參與該組審核與全程口試，深深被撼動，
因為其特質與過往的華神學生有相當差異──行道會推
薦之考生多半具豐富的實務經驗，牧養性高，傳福音領
人歸主能力強。此與筆者母教會台北靈糧堂體質類似。
今年心理問卷分析主事的教授（主內姊妹）指出：
新店組的學生個個都擁有非常鮮明、真實的生命故
事，其中兩位視力或聽力有障礙，但其一竟是聖經筆
試成績第二高分（99分）者，他們如此熱愛服事主，
令人驚喜。其另一印象深刻是：牧者對考生的認識與
支持（support）迅速而體貼。例如發現考生的原生家
庭缺乏關愛，立刻採取接待行動，透過在牧者家中生
活一段時間，經歷在愛的環境中安慰與醫治。出自如
此高效率又盡心支援的教會考生，何等幸福！

傳統「華神模式」
新店校區的DNA似乎別於傳統華神學生的氣質：邏
輯分析強，思維判斷力高，引述心理教授的用詞是：
「彷彿一個模子出來的產品」。筆者今年在香港的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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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教育會議報告論文中提及，幾乎華神每科老師的課
業設計，都不約而同地要求學生以講章方式呈現，反
映校方對嚴謹分解、傳講神的道之重視，認為「聽聞
某某牧者講道，就知道是華神的畢業生」是一種對神
學教育的嘉許，也表示老師公認「講道」的呈現，是
各學科整合之後的成績總檢驗。未來此「華神模式」
必然增添多樣性，深信對學校是正面的刺激。
華神的辦學宗旨是「學識、靈命與事奉」三育整
合，校方公布學生學業成績向來隱密而低調，同時會
嚴嚴叮嚀同學不要競爭分數，學業成績之優越不代表
未來牧會必成功。然而總是有善意獎勵同學的機構主
動來叩門，提供獎學金或禮物，使成績好的同學名單
曝光，雖不是學院所樂見的場面，但也無意攔阻讀書
認真的同學獲得表揚的榮譽時刻。
上學年期末分別頒贈「成績優異獎」與「講道獎」，
富饒興味的是後者獲獎者都是道碩教牧組，因為擔任
評審的講道老師多半是教會牧長，比較欣賞表述靈
活、解經流暢、應用能貼近信眾者，明顯地與前者（學
業優異者）是不同族群，相信是主所安排的美妙平
衡。後者的優渥獎金是由國外機構提供，羨煞不少同
學。校方則順水推舟，意有所指地顯示「解經講道」是
華神的訓練核心，因為一篇講章需涵蓋聖經原文的裝
備，外加新舊約解經、神學與歷史的訓練，以及教會
生活的實踐，幾乎就是神學院的課程精華之總整理。
「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是華神核心信念；「道
學碩士科」則華神的軸心學位。新店校區的教牧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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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教會給華神畢業生的評價有時是「不好用」、
不夠謙卑順服，但是邏輯思維型學生通常自主性高，
傾向獨立作業。至於與人配搭的職場倫理的確需要加
強，懇請教會之長執同工多番耐心給予調教，讓產學
合作更臻成熟。

獨特、不凡的生命故事
即便「道學碩士科」的招牌課程，訓練出的產品予
人「相同模子」的印象，但是聖靈才是神學生真正的
教師，每位學生都擁有一個動人的情境，且每篇生命
故事都是獨特而非凡的，神學訓練之過程正在模塑內
涵、擴充容量，值得讓人慢慢品味。
不少學生進入華神之前已經完成高等學歷，且具相
當程度的社會與教會經驗，因此個性多半已定型。招生
就像婚配，是如切如磋的過程，學校願意與聖靈一起探
險，陪伴學生成長，也一路欣賞出於神的調教功夫。
今年應屆畢業班有位 WC 大叔，上課或聚會常遲到
或精神不濟，經緊迫盯梢、殷殷叮嚀逐漸改善，進而
發掘其風趣面貌，不但個性友善親民，且談吐到位，
應對之間已能整合三年所學，令人欣慰。另一位AD同
學成績優異，但戰鬥力十足，常與人爭辯神學議題，
在課堂或公共論壇的言詞犀利挑釁，驚動校方，經
多次輔導會議討論，並委託老師小組約談與告誡，祈
願出校門前嚴加修剪，以免將來在事奉時肆意橫衝直
撞，損人傷己。畢業前夕這位火辣、直率的戰士，終
於願意學習和緩的言詞表達，老師也鬆一口氣。AD君
對基層、邊緣人士頗有負擔，兩種迥異特質同時展現
在他身上，又讓老師嘖嘖稱奇。
最後一位令人暈眩迷惑的女將 DJ ，品學兼優，深
得老師喜愛，且引以為豪，認定是華神優良成品。但
畢業前夕因某些挫折而退縮裹足，想重返昔日職場。
校方緊急開導，雖同意「尼希米型」的信徒領袖也能
有深遠貢獻與影響，但若有「利未人」的呼召，則應
堅持到底。此時林道亮院長「吃得苦，捱得窮，受得
氣，作得工」的校訓別具意義，希望她在省思認信之
餘，不覺校方強人所難，反而能經歷華神後期的信念
與價值觀：「認識神而滿有安全感，經歷神的恩典而
得享安息」。即便人生中途有軟弱退後，相信自己仍
在主大能膀臂的呵護下，繼續蹣跚前行。
期待學生經過聖靈的調教，知識深度與事奉廣度提
升，生命日漸老練，愛心信心增加，這是從事神學教育
者極大的滿足，因「我們是與神同工的」（林前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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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與華神相遇

科模式引起不少教會或宗派的關注與興趣，也希望與
華神成為合作夥伴。既可繼續傳承自身教會培訓的特
色，又可縮短傳道同工學程的時間。因此，華神專注
於培育教會牧者的「道學碩士科」此際更脫穎而出，
始終是學院堅持的基本與完整學位，願意與華神連結
的教會牧長都是此學科訓練出來的產品，果然較能長
期領兵作戰、開疆拓土。

簡 訊
群虛實整合，運營數位心靈沃土（鄭俊德）」、「維
基？不維基－開放知識平臺上的宗教對話（王則文）」
及下午場的基督教事工分享。歡迎教會牧者、資訊同
工及基督教網路工作者一同參與。講座相關訊息請
洽：（02）2365-9151分機217華神電腦中心蒲主任。

【 綵慶十月氣象新•寧奉主命任何往】
迎接新生的到來，由華神教務處與學生自治會籌劃的
新生訓練已於九月二十一日（週三）登場。全院靈修
會則於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於華神六樓禮堂舉行，
兩堂專題由蔡麗貞院長與吳獻章老師主講，所有新舊
學生與師長同工齊聚一堂；二十六日正式開學。願神
祝福新的學期有新氣象，並保守每位同學毋忘起初奉
獻心志和火熱的心，每天都活在祂的恩召裡。

【 華神教牧中心】
由華神教牧中心、生命河關懷協會合辦的「閃亮人
生故事繪」，即將在 2016 年 11 月 12 日（週六）上午
9:30-下午16:30於華神舉行，講員為華神十四屆校友
林翠珍傳道。欲報名者，報名費為新台幣 1,200 元，
請以傳真（ 02 ） 2365-0225 或電子郵箱 wing@ces.
org.tw 報名，報名時註明姓名、手機號碼、服事教會
及電子郵箱，以便聯絡。

【 2016台北研經培靈會】
2016 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十月四～六日假台北基
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今年主題為：「看哪 ! 主
必快來 ! 」下午研經 14::00-15:30 由華神舊約助理教
授何世莉老師主講，包括「智慧必快來」、「智慧與
邪惡」、「智慧與慾望」；下午 16:00-17:30 則由前
新加坡浸信會神學院院長孫寶玲牧師主講「聰明抑
愚拙」、「忠善抑惡懶」、「綿羊抑山羊」，晚間
19:00-21:00 則邀沙鹿聖教會陳季讓牧師擔任培靈講
員，內容包括「重返榮耀」、「僅此一家」、「在秘
境之外與神相遇……不神秘的基督教」。相關訊息請
上www.bible.org.tw查詢。聯絡：中華福音神學院0223659151、0936-543295或基督門徒訓練神學院行政
處02-2459-0700#14。

【 聖經講座】
時間：2016年10月1日（週六）上午9:00～12:00
講題：聖經可信嗎？—再思聖經權威
講員：曾劭愷老師
地點：改革宗聯合二村教會
聯絡：史弘揚牧師（02）2763-8304

【 人事公告】
本院特聘郭秋華傳道任國際華神北美推廣中心主任，協
助聯繫北美校友與推廣華神神學教育事工，特此公告。

【 2016第二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

中華循理會六塊厝教會

「2016第二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數位互助的精
神」即將於十月十七日（週一）9:00-16:30舉行，地點
在華神六樓禮堂。自即日起至十月十日受理網路報名，
限額 320 名。本研討會期望透過基督徒網路工作者的
真實分享，讓眾人可以了解最新的網路趨勢及相關工
具，進而提高教會及信徒對資訊的敏感度。內容相當
精采，包括上午場的「協力策展共同創新（俞真）」、
「數位時代的「變」與「不變」（董大偉）」、「以社

講員：胡維華老師
中華福音神學院教務長

10/9（主日）
10:00～12:00 恩典多奇妙
經文：約拿書四10-11

1. 九月一日八德地政事務所完成新校地鑑界，並標立
十一個界標，以供申請建照使用。
地目變更「詢各有關部門意見流程」：
2.
A.八月三十一日經由教育部回覆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提出自評表及相關來往信函。
B.九月二日回覆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意見，提出農地
變更使用說明書。

2016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6年8月1日～2017年7月31日

目

全學年需要
（預估）

八月份收入

八月份支出

八月份餘絀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64,814,900
11,575,400
2,365,000
6,644,000

5,627,811
177,516
15,400
114,603

5,066,182
217,718
88,010
530,499

561,629
-40,202
-72,610
-415,896

合

85,400,000

5,935,330

5,902,409

32,921

項

10/8（週六）培靈會
15:00～18:00 成就新事的神—約拿書

【 擴校進度報告】

計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八月份奉獻

單位：新台幣元

105學年度
累積收入

105學年度
實際支出

累計餘絀

5,627,811
177,516
15,400
114,603

5,066,182
217,718
88,010
530,499

561,629
-40,202
-72,610
-415,896

5,935,330

5,902,409

32,921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540,286,264
750,000,000
5,755,498
209,713,736
神已將桃園市八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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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年需要 4,800,000 元

聯絡：李樹義弟兄（08）765-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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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屏東市凌雲路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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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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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

道學碩士／神學組

陳美縑

林立

馬來西亞籍。馬來西亞砂勞越大

關渡基督書院大眾傳播系畢業。

學心理諮商系畢業。係活石教會

已婚。係基隆遠東教會會友。

會友。

程雅惠

吳仁琪

劉永傑

洪甯耀

高雄靈糧神學研究院 2006 年道

美國 University of Missouri at

英國伯明罕大學社會科學健康管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學碩士科畢業。現為高雄靈糧堂

Rolla 機械博士。已婚。係台北

理碩士。已婚。係台灣聖教會利

Medicine中醫碩士。係大肚基督

牧師。

佳音教會會友。

河伯教會會友。

長老教會會友。

周君儒

周紹明

鍾晨

張冀民

中華福音神學院 2001年道學碩

海洋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

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學系畢業。

國立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碩士。

士科畢業。現為中國佈道會天母

已婚。係基督教中華信望愛

已婚。係台南基督成功教會會

已婚。係花蓮真理堂會友。

感恩堂牧師。

基金會亞洲禱告殿代禱宣教

友。

士。

神學碩士科

張建文

陳玫伶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碩士。已

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碩士。係財

婚。係福音信義會桃園教會會
友。

道學碩士／教牧組

團法人中華基督教禮賢會有福堂
會友。

蘇美雅

張基立

王昶鈞

陳思恩

中華福音神學院 2011年道學碩

中山醫學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畢

國立台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碩

文化大學社會福利學系畢業。係

士科畢業。

業。已婚。係萬隆基督的教會會

士。係基隆教會會友。

基隆喜信會會友。

友。

周鴻揚

陳威宇

朱永韶

陳秋樺

中華福音神學院 2016年道學碩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畢

淡江大學資工系畢業。已婚。係

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

士科畢業。

業。係北投信望愛聖教會會友。

永和禮拜堂會友。

業。係台北基督徒七張禮拜堂會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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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芬

蔡孟佳

蔡健智

周宏昌

銘傳大學醫療資訊與管理學系畢

奧地利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逢甲大學建築暨都市計畫研究所

業。係衛理公會樹林約翰堂會

士。已婚。係中華基督教木柵便

畢業。係信友堂內湖分堂會友。

碩士。已婚。係基督教台灣信義

友。

以利教會會友。

會新莊真理堂會友。

楊文強

蔡秋玲

周芸鍵

馬來西亞籍。英國Sheffield Hallam

彰化教育大學生物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建築碩士。係淡江教會

University Building Construction

已婚。係埔里基督喜信會會友。

Management畢業。已婚。係基

聖經碩士／選修

會友。

督徒聯絡中心會友。

葉庭劭

方柔懿

周軒宇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畢業。係

國立台北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畢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畢

業。係校園團契實習傳道同工。

業。係校園福音團契實習傳道同

台灣信義會內湖思恩堂會友。

聖經碩士／全修

工。

詹致誼

江婷婷

何玉書

林育如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

馬來西亞籍。新加坡神學院神學

美國聖路易華盛頓大學醫院管理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理系畢業。係加拿大卡城華人神

系畢業。係馬來西亞基督教巴色

碩士。係台北市安提阿浸信會會

畢業。係校園團契實習傳道同

召會會友。

會傳道。

友。

工。

廖苓容

高靜芝

何冠儒

范心潔

台北商業大學國際商務系畢業。

美國羅德島州州立大學護理學碩

國立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畢業。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畢業。係中

係客西馬尼行道會會友。

士。已婚。係羅德島華人基督教

係台北頌主堂會友。

央浸信會會友。

會會友。

劉鎮洋

陳天偉

吳聲志

陳祖欣

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博士。已婚。

中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已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畢業。係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碩士。係

係高雄榮耀基督教會會友。

婚。係丰恩教會會友。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新莊真理堂實

懷寧浸信會會友。

習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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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證書

黃月英

史葉小瑛

黎雅雯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

國立台灣大學牙醫系畢業。係台

文化大學國貿系畢業。係各各他

已婚。係基督教宣道會台東堂會

北靈糧堂會友。

浸信會會友。

友。

沈弘恩

楊奕中

李主強

國立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泰國Assumption University Music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畢業。係主的

暨地震所碩士。已婚。係台灣信

Performance畢業。已婚。係中華

家教會會友。

義會嘉義榮光堂會友。

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武昌教會友。

周承賢

詹一心

李榮耕

吳啟光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

國立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美國印地安納大學布魯明頓校區

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已婚。係

系碩士。係台北基督徒七張禮拜

碩士。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

摩爾法學院法學博士。已婚。係

康和行道會實習傳道。

堂會友。

信友堂會友。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友堂會

教牧碩士科
都會教牧組

友。

張家傑

鄭秀娟

林冠宇

宗若芸

國立交通大學光電工程所博士。

台北醫學大學保健營養系所碩

東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

台北城市科技大學觀光科畢業。

已婚。係汐止禮拜堂會友。

士。係比珥信心教會會友。

業。係台北基督徒康華禮拜堂會

係新店行道會會友。

友。

許韜

邱澤夏

林俐伽

國立中興大學機械系畢業。係基

長庚大學中醫學系畢業。已婚。

輔仁大學餐旅管理學系畢業。係

係浸信會長庚光復堂會友。

新店行道會會友。

督教台南聖教會會友。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陳可忻

王世傑

曹開泰

林珮仁
予

國立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畢業。

國立中興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已

德霖技術學院會展觀光系畢業。

係台中富足靈糧堂會友。

士。已婚。係台灣信義會新莊真

婚。係浸信會恩惠堂會友。

係新店行道會會友。

理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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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結子

黃玉蘭

鄭曼綺

日本籍。日本福岡教育大學教育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畢

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

學系畢業。係日本博多基督教會

業。已婚。係新店行道會會友。

業。係新店行道會會友。

梁嘉蓓

黃信豪

簡文昕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織品服飾

東海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畢業。已

輔仁大學物理系畢業。係基隆行

行銷組畢業。係光之城行道會全

婚。係行道會江子翠教會會友。

道會會友。

會友。

職青年輔導。

【新書介紹
新書介紹】
】
書名：《以賽亞書卷二》

陳明音

詹琦宏

英國University of Portsmouth商務

英國London Business School企管

與人資優等學士畢業。係卓越北

碩士。已婚。係新店行道會會

大行道會會友。

友。

作者：吳獻章老師

職場事奉碩士科

出版：天道書樓

天

道《以賽亞書卷三》和《以賽亞書
卷四》的讀者，您等候多時的《以

賽亞書卷二》付梓出版了！從吳獻章老師

陳麗容

趙雅箴

林玉峯

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係新店行

實踐大學財務金融學系畢業。係

東吳大學法律專業碩士。已婚。

道會會友。

新店行道會會友。

係拿撒勒人會信德堂會友。

一貫的註釋書手法(沉潛原文之中，參閱
古今中外代表性的註解，並使用華人信徒
熟悉的語彙)，您可以駕輕就熟地洞見先
知以賽亞蘊藏在十三至三十九章中那向來
被忽略的超時空真理，其中所涵蓋的邦國
遠比四十至六十六章還多，且與當今世
界處境息息相關，是更值得用心解讀的。

彭鳳文

歐成予

黃天培

銘傳商專會統科畢業。已婚。係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畢

美國 Illinois Institute of

新店行道會會友。

業。係新店行道會會友。

Technology；Master of Science
in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當世界局勢正如滔滔洪水地翻滾，而世人
關注的是下一任領導誰屬之際，吳老師那
既研經又培靈且深入淺出的註釋，將引

Engineering。已婚。係台北基督

領您輕鬆掌握以賽亞書六十六章中一貫的

徒康華禮拜堂會友。

信息：掌管人類歷史的上帝(History is
His story)如何審判背約的神子民以及驕

曾雋瑋

潘永仁

鄭惟平

傲的列邦和君王(人類淪亡的定律乃「自

實踐大學資管系畢業。係新店行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國際關

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已

殺帶動他殺」)，並透過彌賽亞的救恩(歷

道會會友。

係碩士。已婚。係新店行道會會

婚。係行道會南港榮耀堂會友。

史是神兒子出生的「子宮」)，使餘民歸

友。

回在錫安為王的上帝，並引導外邦成為神
百姓。這本精闢的註釋書，是您書架上不
可或缺的超值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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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正賢牧師
美國Biola
美
大
大學Talbot
神學院 道
學 碩 士、
密西根卡
爾 文 神學
院 神學碩
士。現
任
士
愛的教會主任牧師、國際門徒訓練
愛的教會主任牧師、國際
院長、韓中國際交流財團代表會
長、中國延吉科技大學（YUST）理事
長、Christianity Today Korea 發行
人與韓國教會希望服事團團長。
著作：《不能打盹的牧者》（校園即
將出版）
、《洞察》、《順服：聖潔的
決心》（道聲出版社）等。

姜明玉傳道
威斯敏斯
特神學院
教牧博士
（D.MIN）；
愛的教會
傳道；現
為國際門
徒訓練院
副院長。

時間：2016.11.7-9
地點：中華福音神學院
講員：吳正賢牧師、姜明玉傳道／韓國愛的教會
報名：即日起至 11/4 止，請上華神網站 www.ces.org.tw 報名，免費參加
聯絡：（02）2365-9151#219 仵主任 或 #212 許主任
11 ／ 7（一）
09:00 簡介愛的教會與門訓／姜明玉傳道
10:30 門徒訓練與教會成長／吳正賢牧師
10:30
10:50
10:50
12:20

教會藍圖（1）／吳正賢牧師
Q&A

懷具牧者心腸與門訓／吳正賢牧師

門徒訓練之道／吳正賢牧師
Q&A

門徒訓練與聖靈充滿／吳正賢牧師
Q&A

休 息
如何關懷和留住新朋友
／姜明玉傳道

15:30
15:40
15:40
16:50

教會藍圖（2）／吳正賢牧師

11 ／ 9（三）

休 息

中 午
14:20
15:30

11 ／ 8（二）

小組帶領的技巧原則
／姜明玉傳道

門徒訓練與小組繁殖
／姜明玉傳道

休 息
歸納式查經與屬靈成長
／姜明玉傳道 Q & A

活出美好與教牧諮商
／姜明玉傳道 Q & A

神國的奧秘（太 13：31-33）
／吳正賢牧師 Q & A

主辦單位：中華福音神學院 協辦單位：校園書房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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