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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立南台•雄心壯志闊四海
華夏教會齊倍增•神國人才同心栽
■華神編輯室
12月10日於高雄靈糧堂南島宣教大樓所舉辦的「華
神高雄分校成立感恩禮拜」已圓滿閉幕，
近三百位教會牧者及同工與會。翌日舉行的「招生
說明會」約有一百一十位參加，與會者表達對華神到
南部設立課程企盼已久，對高雄分校未來開課方式、
入學條件及實習等相關問題紛紛提問，由教務長胡維
華老師現場直接回答。
「感恩禮拜」聚會由台南聖教會敬拜團揭開序幕，
高敏智牧師禱詞期勉華神有新的眼光，過了約旦河
後，一切都是新的。華神董事長沈正牧師感謝主給華
神臨門一腳的機會服事南台灣的教會，也感謝南部眾
教會的成全，特別是高雄靈糧堂的鼎力配合。華神董
事會關注分校的設立，力求在教務、學務各方面與台
北本校一致，為神國培育時代工人。期盼大家齊心靠
主，不負所託，成就神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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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麗貞院長先向高雄靈糧堂、台南聖教會、浸宣武
昌教會等致謝。華神希望將華神兩年聖碩課程搬至南
部，分享資源。十多年來，華神以「國際華神」為異
象，在海內外都有合作夥伴，既然是國際化團隊，必
有多元性特質，也有同質性取向。期盼能立足台灣，
方能放眼天下；先有本土經驗，才能有國際視野。另
一方面，讓南部實習的同學減低舟車往返之苦，平息
南部牧者對子弟學成後被北部教會留住人才的疑慮。
高雄靈糧堂駱世雄牧師說明分校成立之經過，教會
願意免費提供華神場地，讓學生畢業之後可直接留在
南部牧會，或無縫接軌台北母校或海外其他神學院繼
續深造。分校可獨立運作，而其南島國際神學院學生
可先就讀華神高雄分校，所有學分皆被認可。
浸宣武昌教會鄭博仁牧師以提摩太後書四章：「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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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info@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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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與台灣信義會簽屬合作方案】

信的道我已經守住了。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
存留」期盼未來華神所訓練出來的同工是「靈命、學
識、事奉」兼備，更如林道亮前院長的勸勉：「吃得
苦、捱得窮、受得氣、作得工」的好僕人。

元月十九日學院將與台灣信義會簽署合作方案，仿照
與行道會合作辦學的模式，以兩年學程而設計的「教
牧碩士科─路德神學與教會建造組」。預計2017年開
始招生，除了培育台灣信義會的下一代傳道同工，也
開放給其他宗派與教會的神國工人作為進修管道。

吳獻章老師以興奮雀躍的返家心情見證華神已經渡
過濁水溪，神學生的養成須由教會牧長的牽成，求神
祝福各神學院，一齊成長。蔡珍莉老師則分享華神一
直積極思考如何透過教會實習，介紹推派學生南下，
同時設法解決交通上費時費錢的現實。如今建立南
院，可就近教會實習，神的作為實在奇妙。

聚會進入最高潮，華神行政副院長龍台平弟兄向會
眾報告校務近況，華神師長同工詩班敬獻「咱著來吟
詩」、「我的眼睛已經看見」等詩歌見證神的恩典，
並由浸宣武昌教會青年詩班以傳承之姿向神獻上敬
拜。聚會就在敬拜聲中圓滿結束，感謝與會的貴賓蒞
臨，同頌主恩。

華神教牧博士科於元月將推出兩門新課程：元月十至
十三日的「神學與牧養實務」，由周功和老師教授；另
一門為元月十七至二十日的「教牧人員的心理健康」，
由陳彰儀老師、錢玉芬老師教授。盼透過靈修著作與
心理治療相關理論幫助牧師深入認識自己的內在生命
光景，透過相關問卷幫助牧者了解自己的自我形象現
況，並探索其形成過程，與其對現今生命與關係的影
響，學習如何調整個人較不理想的思想與行為模式，
而獲致更健康的生命狀態，藉由整合自我生命的洞
見，使牧者更能省思回歸生命本質的路徑與方向。

【華神教牧中心】
華神教牧中心與華神校友會為幫助校友夫婦學習婚
後輔導技巧幫助教會伉儷，進而鞏固教會家庭，並
再次更新誓言、得力攜手討神喜悅服事神，訂二月
六至七日舉辦「親密關係再進一程」退修會，地點
在台北捷運北投會館（臺北市北投區大業路527巷88
號），名額限收十對，費用NT$2,000元整（含住宿、
餐費等費用）。請向校友會索取報名表格，填妥後以
電子郵件寄回即可。聯絡： 02-23659151分機 225 、
E-mail:wing@ces.org.tw。

【2016下學期華神碩士學分班】

【《語文智力營》下筆如何頭頭是道】
台中 1/7-8台中活水浸信會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路一段321
講員：曾劭愷老師
聯絡：(04)2473-7528吳玉純傳道

高雄 2/11-12浸宣武昌教會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路38號
講員：蔡麗貞院長
聯絡：(07)333-2345陳宏昌牧師

推廣教育處將於二月六至十日每天 9 : 00 ～ 12 : 00 及
14:00～17:00首次舉辦「語文智力營」，由創世紀文
字培訓書苑主任莫非老師教授。本課程旨在幫助基督
徒增加語文智力，提高說服力，進而提升影響力。訓
練學生有效議論和說服，將得自聖靈感動的信息，用
有條理的文字曉之以理，再動之以情。同時幫助作者
建立歸納、演繹和分析性思維，並學習運用寫作策
略，讓下筆為文不在贏得一個論點，而在改變一個人
的生命立場，從心動到行動。不論思考、語言和寫
作，呈現在日常生活裡都盼能頭頭是道。報名資格：

新竹 3/11-12竹北勝利堂
新竹縣竹北市復興二路193號4F
講員：胡維華老師
聯絡：(03)658-5220陳慕天傳道

台北 3/17台北華神
講員：許南盛老師
聯絡：(02)2365-9151企劃處

台北 3/25-26榮光小組教會
台北市中正區衡陽路42號3-6F
講員：胡維華老師
聯絡：(02)2311-8864林文琴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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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想在服事、工作和生活中，提升語文智力的基督
徒。相關訊息請上華神網站推廣教務育處查詢。

【華神教牧博士科推出新課程】

廖元威老師與胡維華老師細述神學教育的苦與樂。廖
老師曾在高雄牧會七年，從事神學教育工作逾二十年，
他認為神學院與教會兩者定要齊心服事，密切合作不
可。胡維華老師以詩篇六十二篇五節：「我的心哪，你
當默默無聲，專等候神，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來」期
盼華神以更謙卑、更有眼光、寬廣的心胸與生命深度，
與眾教會同心建造神的國度，觀看神要做成的大事。
典禮邀集來自嘉義、台南、高雄、台東等地牧長，
包括林明政牧師、呂安靜長老、莊東傑牧師、龔可珍
牧師、羅遠平牧師、蔡奇香牧師、羅海鵬傳道等齊聚
一堂，同台致詞慶賀。華神如今不僅跨越濁水溪，深
願有天也能穿過大武山、卑南溪，國際與本土兼容
並蓄，求神讓華神高雄分校能為神國培育更多聽從主
話、敏銳於聖靈、餵養生命、滋養心靈的忠心牧者；
無懼環境、無畏人言、分辨真假、忠於主道的時代先
知，秉持華神優良傳統，為主多結果子。

簡 訊

2016年下學期碩士學分班共開設五門課程，包括「今
日教牧中的法律議題—任秀妍老師」、「溝通與人際
關係—蔡仁松老師」、「靈修神學—周學信老師」、
「聖經考古學—胡維華老師」、「腓立比書—魏啟源
老師」。報名資格為大專畢業，已受洗之基督徒。自
即日起，受理報名及繳費至二月十日止。欲報名者，
請進入華神官網之教務處，點選碩士學分班，下載檔
案並完成表單填寫。請多利用郵局劃撥，不接受註冊
當天現場繳費。詳情請洽（02）23659151轉分機302
或電郵creditcourses@ces.org.tw。

華神校友會與環球聖經公會與協辦的「時、空、聲、
色：啟示錄今釋」聖經講座將於元月十四日舉行。
請上環聖官網www.wwbible.org.tw線上報名。詳請請
洽：02-82010211分機15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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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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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532
548,822
6,400
458,106

合

85,400,000

3,393,860

項

計

十一月份收入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十一月份支出

十一月份餘絀

6,009,552
614,848
81,150
155,641

-3,629,020
-66,026
-74,750
302,465

6,861,191

-3,467,331

十一月份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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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2,484
2,364,726
93,600
1,292,287

19,886,085
1,570,363
267,659
980,590

1,526,399
794,363
-174,059
311,697

25,163,097

22,704,697

2,458,400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497,462,694
750,000,000
34,043,972
252,53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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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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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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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德對於群眾的回應相當訝異。他後來表示，早知
除了教授們，還有那麼多人閱讀的話，他會用不同的
方式來撰寫。這也是他最初動機不在發動宗教改革的
明證之一。1518年，他用德文寫了一篇《論赦罪與恩
典的講章》，把他對贖罪券的批判用通俗的語言做了
摘述。那是篇簡短的講章，容易印刷、發布，價格上
也比較便宜，因此比九十五條論綱更流行。1518年就
印了14次
每次印 千份
次，每次印一千份。

裡。問題是刑罰要如何執行？所做的善工，與罪所帶
來的損害，能夠補足嗎？今生若補不完，該怎麼辦？
於是「煉獄」成了最終的解決途徑，今生補不完，延
續到煉獄裡。煉獄的目的就是讓人透過受苦被煉淨，
在上帝面前達到完全的地步。
根據這樣的思想，馬丁路德在一至七條論綱提出極
為重要的觀察。赦免罪咎比免除懲罰更高一等。罪咎
獲赦時，這人心中應該充滿對上帝的愛。一旦如此，
並且因為愛上帝、為罪憂傷而真正悔改時，人還會想
要減少刑罰嗎？懲罰存在的目的在於使我們的悔改更
徹底，並將肉體的私慾釘在十字架上。這樣，把注意
力放在透過贖罪券或其他方式減少懲罰，完全沒有意

■Dr. Sarah Hinlicky Wilson
華神院訊編輯室整理

義。
中世紀教會主張除非人真心悔改，否則上帝不會赦

有趣的是，1517年路德撰寫《九十五條論綱》時，

免他。然而人是否真心悔改，是由上帝來認定。如果

路德之前約四百年，教會就已經用贖罪券來解決赦

還認為贖罪券仍具某方面的效用，他只是難以理解，

上帝很嚴格的話，沒有人有資格被赦免；但是恩典就

罪的問題。贖罪券是教會發行的一紙證明，保證離世

免除或縮減煉獄的痛苦，跟一個人真實的悔改及愛上

在於上帝預備了一個機會，讓人可以被赦免，罪咎得

者縮短在煉獄受苦的時間，甚至還有一種贖罪券可讓

帝有何關聯。路德強調贖罪券不能使人免除罪責，只

以免除。而人要悔改，罪責、罪咎得以被免除的重

人免受煉獄之苦，直上天堂。 1511 年，路德在羅馬
就曾為祖父買了贖罪券，到那著名的神聖階梯一步一

人與家人，再去買贖罪券，但不是出於勉強，而是個

跪，期盼自己的祖父能夠早日解脫。他也曾想去聖約

人意願。當時大學流行的作法，就是若要解決神學爭

翰拉特蘭教堂為亡母主持一場彌撒，免除她的煉獄之

議，就要先把個人想法以論綱方式公開，然後進行辯

苦，卻未能如願。

論。因此路德發表九十五條論綱，目的是為了學術辯

請注意，贖罪券不能讓你買到永生。贖罪券既不能

論，而不是直接改革教會。然而為什麼要把副本寄給

助你逃脫那些至於死的罪，也無法讓你獲得永生。然

美茵茲的大主教？因為這位大主教的職位是買來的，

而教會宣稱贖罪券可以縮短你在煉獄受苦的時日。買

欠了一身債，於是發動了大規模的販賣贖罪券行動，

了贖罪券，神父指定你做的善工要照做不誤；當時許

要以獲利拿來抵債。

多民眾卻誤以為贖罪券可以取代其他的補贖行為。這
個概念從何而來？肇因於他們認為歷代聖徒有非常多
的善工，多到可以集中在功勞庫裡供後代信徒使用。
買贖罪券就是支取、動用功勞庫裡多餘的善工。神
父們甚至帶著冊子，上面詳細規定多少錢，或善工可
以減少多少受苦的年日，自成一個極為慎密的經濟體
系。

《九十五條論綱》（Ninety-five Theses）
當時歐洲經濟相當依賴教會。路德相信真正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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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悔改才能免除最後的刑罰；基督徒應該先幫助窮

《九十五條論綱》並不容易閱讀與理解。過去幾
年，有一群信義宗和天主教學者致力於《九十五條論
綱》的註釋，結果將會是四巨冊的出版品。讓事情更
加複雜的是，路德只承認論綱前四條是他的意見，其
餘九十一條則有待辯論，包括著名的第六十二條。論
綱中他還肯定煉獄的存在，但從他後來的著作中，我
們看見他許多方面的看法改變了。例如，他以缺乏聖
經基礎以及他對上帝的義和信心的理解，否定了煉獄
的存在。

是出於愛上帝的心，如今卻見到信徒如此光景，心裡

《九十五條論綱》為何如此出名？不是因為裡面的

相當痛苦。許多人花錢買贖罪券，卻對愛上帝毫無興

內容。路德確實嚴厲批判了贖罪券，但他不是唯一這

趣。所以當特次勒（John Tetzel）大肆推銷贖罪券，
將煉獄受的痛苦講得活靈活現時，百姓感到非常驚

樣做的人，歐洲曾有不少人反對贖罪券及教會做法，

恐。他們寧可掏錢出來買贖罪券，幫助他們死去的祖

決裂。九十五條論綱出名的原因有二，其一，活版

先，卻不願用來賙濟窮人。而販售贖罪券所得的錢，

印刷術當時在歐洲已經發明了七十年，使得新聞的傳

多半用來推動教會各項工作，威登堡不少今天仍屬信

播更快、更廣。路德不僅將他的論綱寄給美茵茲大主

義宗的禮拜堂，當初就是這樣蓋成的。每年有許多人

教，也寄給某些朋友。這些朋友把論綱送至印刷廠印

買門票參觀聖徒遺物展覽，而遺物與贖罪券的效果類

刷，然後廣為散布，包括萊比錫、紐倫堡、巴賽爾等

似。贖罪券顯然是一筆大生意，而路德對這一切感到

地。《九十五條論綱》原以拉丁文書寫成，他的朋友

極為厭煩、憤怒，於是寫了《九十五條論綱》。

將它譯成德文，讓更多人可以閱讀。

例如伊拉斯姆，但並非所有人都成為改革家或與教廷

其二，在於教會當局對這份文件的反應。如果教會
高層不管路德，忽略他，他或許就只是羅馬教會歷史
裡另一個被人遺忘的神學家。然而，當局對路德的反
應卻是非常強烈，充滿憤怒。從特次勒到厄克（John
Eck ）到紅衣主教迦耶坦（ Cajetan ），先後攻擊路
德，要他撤回主張，卻沒有人能提出強有力的神學或
聖經論據。關鍵問題之一在於誰擁有終極權威，是大
公會議？教宗？還是聖經？《九十五條論綱》之所以
重要，在於它改變了歷史的進程，縱然路德起初寄副
本給大主教時並沒有想到這個結果，但這卻成為天主
教與更正教分道揚鑣的開端。

責大任就落在神職人員身上。只要到神父面前真心悔
改，神父就會告訴他已經被赦免，但也會要他做一些
事來免除罪的刑罰。看起來很像是交易。路德明白這
非常危險，一個人如何知道自己是真正的悔改？又如
何檢視自己的動機是否純正？若把上帝視為嚴厲的法
官會如何？這樣他還會相信上帝，把自己交到祂手中
嗎？路德認為這是不可能的。即使一個人說自己真心
悔改，神父還是會說「如果」，結果完成告解的人還
是被囚禁在那未知的可能性裡面。
路德在第八條說，罪咎、罪責的免除，既不在罪人
的痛悔，也不在神父的權柄與職份，而在信心，指向
基督的道。耶穌說你們在地上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

《論罪得赦免論綱》

綁，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的也要釋放。基督宣告的

在德國，甚至在英語世界，五十條《論罪得赦免論
綱》都鮮為人知。雖然這份論綱被遺忘了許久，但比
起前一份論綱，它更能清楚表達路德的思想。拜爾博
士認為，1518年發表的這份文件才是宗教改革真正的
起點，因為其中路德對宗教改革的理念首次做了精準
的描述。或許基於教會激烈的反應，路德希望再思對
上帝的義的看法，做更清楚的論述。從這份論綱我們
可以看到路德對相關主題更為嚴謹的思考，並把它命
名為「為了探究真理並安慰受驚恐良心的論綱」。

時候，沒有加上「如果」，而是以應許的方式來宣告

馬丁路德在論綱裡對「罪的罪咎」與「罪的刑罰」
兩方面作了陳述。每個罪都會帶來罪咎與刑罰。奧古
斯丁在第五世紀就已經教導，「罪的罪咎」可以被免
除，但「罪的刑罰」卻會保留。他認為這樣很公平，
如果罪咎無法被免除，那麼人就會滅亡，而刑罰跟
地獄比起來實在輕多了。若上帝除掉罪咎之後連刑罰
都免了，則非常不公平，等於是鼓勵人犯罪。所以在
教會裡的普遍教導是，罪咎得到免除，但刑罰還在那

結果。基督應許教會可以把祂的赦罪實踐出來，也就
是說，不管神父或牧師，當他們靠著神來宣告赦免的
時候，就真的被赦免了，因為這是基督的應許。有人
或許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除非你真的接受，否則那個
答應根本沒有任何作用，這就要透過信心。路德一生
把信心和基督的道做了很強烈的連結。先有基督的
道，信心才跟著來。從《九十五條論綱》以來，路德
的想法有了極大的轉變。在《九十五條論綱》裡，他
強調的是罪人的悔改與神父的工作；但是在《論罪得
赦免論綱》，重點則放在基督的道與信心。
路德在十三到廿二條更詳細解釋他的立場。原先一
般人認為，罪能得赦免是由於悔改的品質或神父的權
柄。神父也被指示，除非確定罪人真正悔改，否則不
能宣赦。但路德認為，若要以悔改的品質決定是否赦
免，等於不信。因為這是把注意力放在人的工作與悔
改，而非定睛在上帝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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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你的罪，而罪得赦免的唯一途徑是信心。信
心不是指你要向上帝獻上什麼，而是你把上帝
要賜給你的東西，接受過來。對路德而言，整
個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話語的確定
性。當一個人聽到基督的應許時，他寧可死也
不要懷疑其明確性。一旦懷疑，等於說基督說
謊；質疑其應許的可靠性。這種人相信的是自
己，不是上帝。
路德在二十三條到三十四條，根據他對基督
應許的了解，進一步解釋教會事工的合宜運
作。神父跟牧師無法製造赦罪，他們只能將基
督的赦罪實行出來。他們的工作就是宣揚基督
的應許，讓平民百姓可以經歷基督話語的真實
性。去確認一個人有沒有真正悔改根本是浪費
時間，神職人員應該花更多時間去教導信徒，
把信心放在基督應許上，這才是服事者事工的
重點。神父、牧師不過是聖靈的手或口，他們
確實要施洗、舉行聖餐，然而使這一切有效的
是聖靈的工作。信徒該被教導把信心放在聖靈
和基督的話語上，不要放在自己的身上。
路德在三十五到四十一條，從他的時空背景
談到一些特例。例如，曾有主教或教宗聲明，
除了他本人之外沒有任何人有資格赦免他的
罪，例如神聖羅馬帝國皇帝亨利四世。但路德
認為在這樣的案例內，只要神父說出宣赦的
道，罪人就會得到赦免。因為在教會內，基督
的道永遠高過規條；基督的應許也永遠比罪人
的態度更加明確與真實。路德當然也認為，一
個真正認識基督且堅定相信基督應許的人，必
然會為自己的罪感到難過；而基督的應許是全
世界最真實、準確、可靠的。
到了四十二到五十條，路德再度強調信心的
重要。他認為要一個人鉅細靡遺地認所有罪既
不可能，也沒有必要。只要把記得的，困擾良
心的罪認清就夠了。不論他是否知曉他一切的
罪，他該全然投靠上帝的憐憫，相信罪得赦免
的應許。最後他以羅一 17 ，三 28 作為總結：
「義人因信得生，不在乎遵行律法。」
路德究竟何時領受信仰突破，何時成為改教
家，或許早在他1515年教羅馬書，或晚到1518
寫《論罪得赦免論綱》，但這些並不重要。重
要的是路德對福音的洞察：關乎基督最重要的
事，在於他因深愛我們而賜下救恩給我們。贖
罪不是加在我們身上的要求，而是賜給我們的
禮物。明白這一點大有意義，因為它帶著改變
教會與世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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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者之所以能得到上帝的赦免，是因基督
的應許，因為救主應許的明確。基督確實赦免

身為新鮮菜鳥、迷迷糊糊的我，在台
上發表政見的時候，我說了一句話：
「我要辦的，不是活動，是感動。」
大膽的宣言，卻也是我的期待。如
今我卻要說：「我在這一年的服事
過程裡，我體會到的不是服事，是
扶持。」這期間，我反而被康樂團隊
及自治會的大家感動，讓我體會了
彼此相愛與同心合意的服事是件極
其美好的事情，我們在愛彼此與期
待事工能更好之間不斷的掙扎與溝
通，最終，我們成為有默契、能彼此
幫補的存在，這－是上帝的工作！願
榮耀都歸與那愛我們的父。

■主席／彭德全
「你得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多有的就多給」
這是我當時出選主席的想法。許多認識我的人都訝異
我會願意擔任主席一職，因為這實在很不像我的作
風。然而，當時我卻被心中的感動催逼，要我起來承
擔責任；同時，我也懷疑自己的心態是否這麼純淨。
最後，我選擇不逃避，也不積極爭取。現在回過頭來
說，我付出的很多，我得著的也很多。我因為自治會
的服事付了好些代價，服事是辛苦的、是有許多掙扎
的。然而，我也因為自治會的服事得著很多，服事是
甘甜的、是感恩的、是眼界被開拓的。這確實是難得
的機會，能夠服事一群傳道人，也學習領導一群傳道
人。這是很刺激的經驗，要面對各種出人意料的事
情，也經歷與神同工出人意外的平安。這是很難以言
喻的體會，要學習為他人捨去，也同時得著豐富。最
後我想說，我確實服事人，我也確實被服事；或許就
在捨跟得之間，我體會到若不是因為主，我無所可
捨，也無所可得。

■文書／胡力云

■副主席／許博聞
在華神的日子總是飛快！參與自治會也是感覺如
此。站在副主席這個以配搭為主，偶而又需要站出
來的位子，看似熟悉，卻又陌生。但很感恩的是，在
過程裡，讓我們彼此更認識，也對自己多了些認識；
促成的，不只是團隊的情誼，更是生命的成長；學到
的，不只是和不同人群的配搭，更是配搭需要謙卑
以及彈性的本身。感謝神讓我有份於2016的自治會團
隊、讓我有份於學習學生事務的服事；更感謝神的是，
讓我有份於您、有份於您在自治會裡事奉的身影。因
為，不是因著這個職務讓我服事了誰，而是透過著個職
務，基督服事了我。

■靈修／陳世賢
在這學期的服事之中，我最感恩的，就是主賜給我兩
位同工─秀瑾以及稚琳─讓我們可以一起事奉。因為
有她們，當我在構思靈修團隊的服事，或者是在和其他
團隊開會時。我會知道，我並不是孤單的。感謝主。

■總務／李芃
感謝上帝引領我參與自治會的服事，讓我有機會透過
參與各樣事工從無到有的發想與實現過程，彼此相交，
並在其中共同建立無可取代、與敬拜祂有關的回憶。

■音樂／羅菁怡
在選舉期間，仍在考慮承接文書或音樂乙職，亦或兩
者皆非。正因當時課業繁重且處於感情重挫的狀態，實
在無力再承接校內過重的服事。然在遴選前一晚的禱
告中，卻浮現一個意念—學習「音樂崇拜」。當選後，
閱畢相關敬拜禮儀學的書籍，便著手籌組敬拜團及音
控團隊。上帝帶領了許多熱心、良善又委身的同工們，
過程中，真實感受到聖靈中的喜樂與事奉主的滿足！

上的慈愛
學生自治會同工卸任在即，特寫下神在他們身
神恩浩瀚，筆墨有限，願榮耀主名！

非常感謝音樂、音控團隊的協助，以及願意在背後
默默為每個聚會禱告的代禱者們。在我任內期間，同
工們均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音樂事工才得以
推展順利。特別感謝師長們的鼓勵與支持，使我在華
神學習的期間，發揮上帝所賜的音樂才幹。願神記念
每一位付出的時間與心力！

論到自治會文書的工作，除了需
要為每次自治會同工們討論的事項
留下紀錄外，也需要面對、處理學
校講座、退修會等等諸多的煩雜又
出其不意的事務，更需要催逼被各
樣事務纏累的同學們速速交上當交
給文書的檔案，才能妥善地呈現每
次需用的 ppt 或是完成各樣的會議
記錄。每當面對這些繁瑣的事時，
總會不巧被實習或課業的各樣債主
脅迫、纏累，最終僅能單單地仰望
神的幫助。也每每在禱告中，時常被神的話語親自提
醒：服事眾人，尤其是在背後看守兵器，不是站在眾人
面前的，更需要專心仰望耶穌，才不會失去服事的焦點
感謝神。但透過這些服事中帶出榮神益人的成果，正是
我們可以繼續服事下去的動力。最後，想感謝時常被我
找去放ppt的泰倫斯與自治會的同工們，謝謝大家的努
力與擺上，我們才能為榮耀神將所有的活動辦得圓滿。

■伙食／季彥達
很感恩成為這屆自治會同工的一份子，很享受與弟
兄姊妹們一起努力服事同學的過程，使同學在華神的
學習經驗能夠更美好。在服事的過程中真是發現我們
是多麼需要彼此，每個人發揮不同的恩賜，並有合一
的心志，我們才得以一起完成許多的任務。這次的團
隊合作實在是美好，而我也在這當中也看到許多同工
生命中很棒的特質，是我學習、效法的榜樣。自治會
的服事比我原先以為的還要麻煩許多，真的不是一個
輕鬆的差事，然而好在每位同工的生命都很成熟，且
有一位很稱職的主席帶領著大家，使得服事的過程都
非常融洽，實為我自己少有的經驗。感謝主讓我得以
參與在其中，並獲得許多難得的寶貴經驗！

■康樂／李慕寧
關於在自治會的服事，從一開始的緊張到如今充滿
喜樂，過程中，真實看見與神同工的美好。記得當時

■司庫／陳文財
很感謝主，有機會在這屆自治會中與同學們一起事
奉主、並服事學校的弟兄姊妹，一開始不希望看到同
工們在選舉時有任何職務難產，影響整個學校的氛
圍，因此當我們班同學在內部調查有何意願當什麼自
治會職務時，才填了一堆我覺得可以、我不排斥的職
務。沒想到每一個所填的職務竟然都被當做是我想被
提名的職務，後來竟然就被選上當財務司庫同工。雖
說似乎是一場誤會，但是我還蠻享受在這一年中與弟
兄姊妹一起服事的時光。對我的神學生生活增添了很
多豐富性。與這群可愛的同工們能一起事奉，看見大
家的認真、忠心與良善，覺得自己很被激勵，也很珍
惜人生中曾有這段路與大家一起走過，這是很寶貴的
經驗與情誼。比起我的付出，我的收穫是無可比擬
的。真希望以後的自治會是需要靠競爭才選得上，因
為真的是值得爭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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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專線：(02)2365-9151轉202、204、264
報名方式：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傳真選課 (02)2365-5885
繳費截止：新生2月7日、舊生2月10日 課程起迄：2月20日至6月3日

推廣教育處 2016學年度下學期（春）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40）
01.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2:00～4:40
02.基礎司琴入門＊晚上7:00～8:20
03.聲樂（上）＊晚上7:00～8:20
04.聲樂（下）＊晚上8:20～9:40
05.家庭重塑與輔導
06.基督教神學（下）
07.腓立比書歸納法查經
08.「把握時機」宣教入門課程
週二課程（晚上7：00～9：40）
09.教會歷史（下）
10.教牧書信與倫理探討
11.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12.青少年動態反思與教導

王珮伶
王俐俐
蔡慧卿
蔡慧卿
延玲珍
史弘揚
饒孝榛
彭書睿
王文基
于厚恩
蔡慧卿
莊舒華•李培立

週三課程（晚上7：00～9：20）
13.基礎司琴入門＊下午3:30～5:50
14.全民希臘文
15.兒童事工
16.以賽亞書

王俐俐
張奇軍
蔡珍莉
吳獻章

週四課程（晚上7：00～9：10）
17.聲樂（下）＊上午11:00～12:10
18.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3:10
19.聲樂（上）＊下午3:10～6:40
20.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4:00～6:10
21.實用司琴法初階
22.創世記
23.基礎讀經（下）
24.神學英文（下）
25.路德神學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王俐俐
王俐俐
胡偉騏
左大萱
邱顯正
廖元威

週五課程（晚上7：00～9：20）
26.福音書導讀
27.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0
28.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0～9:20
29.人格特質與福音的影響力＊晚上6:30～9:30

陳美如
楊美惠
楊美惠
張傳琳

☆密集課程
莫
30.下筆如何頭頭是道＊截止日：1/25
2/6～10，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非

週六課程
31.大小先知書導讀＊3/4～5/13，上午9:30～12:10 黃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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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天母感恩堂教室
32.普世宣教與世界觀
2/21～5/9，週二晚上7:00～9:40

邱顯正

台北衛理公會恩友堂教室
33.詩歌智慧書導讀
3/4～5/20，週六晚上7:00～9:40

林烽銓

台北湖光基督教會教室
34.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
2/23～5/11，週四晚上7:00～9:30

邱瑞英

台中慕義堂教室
35.一般書信導讀＊3/4、18、4/8、22、5/6
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左大萱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36.一般書信導讀
同步線上討論：週三晚上10:00～11:00
或中歐時間週二晚上8:00～9:00
37.婚前輔導與婚後更新
同步線上討論：週四晚上8:30～9:30

李志秋
李衍煬
張宰金
王翠億

合作及海外地區
謝清傑
38.一般書信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12/1～2/2，週四上午9:00～12:00
王瑞珍
39.民間信仰與本土宣教（林口靈糧堂）
2/22～5/10，週三晚上7:30～10:00
40.摩西五經導讀（香港但以理）3/4、4/8、5/6、6/3 許雅虹
41.婚前輔導與婚後更新（香港但以理）
邱維超•延玲珍
3/11、4/22、5/13、6/10
王瑞珍
42.保羅書信導讀（香港但以理）
3/11、4/8、5/13、6/10
周玖玫
43.聖經與輔導（香港但以理）
3/18、4/22、5/20、6/24
（香港但以理）
廖元威
44.基督教神學（下）
3/25、4/29、5/27、6/17
邱琳雅
45.詩歌智慧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3/25、4/29、5/27、6/24
邱顯正
46.宣教理論與實踐（創啟地區）4/2、3、4
（創啟地區）4/8、9、5/6、7 廖元威
47.基督教神學（下）
旅遊課程
陳美如
48.保羅行蹤Ⅱ：希臘之旅
3/11、4/8、29，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4/30～5/11前往希臘等三國，共12天
☆前15位報名享團費3,000元優惠

路 改教 之旅 搶先報
德國 共12
6/11～22前往德國，共
1 天 授課、領隊／廖元威
、
、
，週六上午
4/22 6/3 10
9:00～12:00行前上課
★★★★前20位報名享團費3,000元優惠★★★★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