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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曾說：「基督徒應該覺察他們在

一個良好國家中的公民責任，好叫他們可以面

對所處社會作正確調適。他們不可佔據今世的

生命，好像打算長留不走；也不可像修士僧侶

們逃避義務、規避公民職責，甚至試圖脫離現

實。」他又說：「基督徒是兩個國度的國民，

有兩種生活經驗。根據使徒保羅所說：『我們

卻是天上的國民』(腓3:20)；易言之，我們隸屬

所等待的來世。如同猶太人寄望從巴比倫得釋放，我們也冀望脫離今世生活，進入永為上

主臣民之境界。但我們既在上帝所應許之下，被迫續留在今世慘境—我們的巴比倫—中，

我們就當如猶太人服神所令，與世人同住、同吃共飲，並成家立業、耕種田地、履行公民

責任、善意對待鄰舍，甚至為他們禱告，直到離世歸回天家之時。」（摘自路德的《書信

講台》：復活後第三主日）

這一段話是摘錄自路德針對彼前二章11至20節作的解經講道，也為神學與社會的關係

作了出色的詮釋示範。他以「兩個國度」（基督徒同時是世上國家的公民，也是基督國度

的子民）的理論，歸納了經文的意義，以精準的詞彙，從「神的觀點」提供信徒在人世社

會中為人處事、價值判斷的依據與原則。

事實上，聖經本身的內容也充滿了類似的例子。以色列先知的預言或信息，不是要創

新或發展新的神學教義，而是除弊更新、呼籲百姓悔改認罪，將百姓帶回耶和華面前，回

到祂所啟示的律法，及真理面前。先知代表神，向以色列及列國，傳達祂的旨意。但這些

內容都不是全新的觀念，而是將已經在立約的律法之中的啟示，運用在當時的處境中，

加以闡釋，或加上細節、重組措辭、以簡御繁。先知彌迦曾言：「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

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本院學務長   林盈沼老師

作者與賢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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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彌6:8）幾乎就道盡律法的精義與目的了。

彌迦及路德都在向我們示範，他們如何跨越時空、文化、歷史，準確地掌握上帝的啟示

內容，並且敏銳地體察社會現況及時代脈動、透視問題根源後，對症下藥、加以應用。這個

過程，就是神學的訓練；這個成果，就是神學的影響。

基督教神學所關注的重點，首要之處乃是傾聽並深思：上帝在基督裡論及有關祂本質與

作為的啟示話語；接著是傾聽者的回應與順服。不過上帝的話語並非出現在真空世界中，而

是在歷史事件中、在人類社會裡。他在以色列的歷史中說話，又在初代教會的發展歷程中說

話，終極的曉喻則是藉著拿撒勒人耶穌，這位歷史上的真實人物表達出來。

如果神學作為信仰的整理、反省與實踐，就當效法上帝的模式，在社會人群中進行才有

意義。只是這種訓練意味著要跨越千年的時空隔閡。當我們深入去處理聖經的史地背景、語

言文法、風土人情時，就會感覺信仰枯燥乏味，失去活潑的生命力，而出現D. A. Carson所謂

的「離距化」（distanciation）現象。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信徒排斥神學訓練中強調邏輯理性、

思考分析的一面；想要直接跨過這個鴻溝，直接將對上帝啟示的理解，應用在他們的環境

中。此舉結果常是先入為主地將自己的看法視為聖經的觀點。

我們當警覺作為讀者與聖經作者之間的隔閡，而小心地處理彼此在時空、歷史、文化的

差距與異同，才能瞭解作者本意。先掌握差異，我們的思想才能被聖經的思想所塑造更新，

才有進一步的融合。這時我們才可能按個人的風格，表達「神聖的觀點」。

今日的世界局勢、社會現況，遠比聖經時代及過去的教會歷史更錯綜複雜。但是問題的

核心卻無兩樣。正如2009/1月Christianity Today 雜誌社論所提，今日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是

愛滋、性氾濫、全球暖化、族群衝突等問題，而是人類與神隔離。只有與神和好，人才能經

歷祂的愛與赦免。

我們回顧教會歷史，那些能夠在他們的

社會、環境中，將永恆不變的真理活潑有力

地應用在他們處境的先知、先聖、先賢，莫

不有如此的神學覺醒及訓練。他們瞭解問題

根源及終極解決之道，再搭造樓梯—「用諸

般智慧…，把個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

神面前」（西1:28）。我們受造、被揀選，不

就是要跟隨他們的腳蹤行嗎？

作者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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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宋安娜教士 上帝給台灣一個美好的禮物

←宋教士在挪威的家

↑宋教士在挪威家附近的山坵

→宋教士與青年

她來自一個「宣教」的國家──挪威

宋安娜教士，她的本名是Anna Saether，來自遙遠的北歐，

對我們而言，是有點夢幻的國家──挪威。

安娜自幼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宣教」的概念一直都是家

庭生活裡的重要部份，宣教對安娜而言不僅生活化，更是自然而

然的。家人經常接待來訪的宣教士，更透過主日學故事、青年團

契、崇拜、文字與書報雜誌，潛移默化。安娜所屬的信義宗挪威

差會，不但是北歐最大的差會，更經常性地透過教會、小組、禱

告會，為台灣祈禱。

「其實整本聖經都與宣教有關，使每一個基督徒不能不參

與。聖經的話：『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是一個每一個

基督門徒都不能逃避的命令。」在安娜的中學時期，面對這個大

使命，曾經有所猶豫。「你們要去」這句話對當時的安娜而言只

是一種威權式的命令，與她內在的感覺相悖，安娜感到十分的不樂意。「然而主並沒有放棄她」，高

中畢業後安娜進入了挪威的師範大學就讀，而後工作、進入了宣教學院。「但是我一直缺少面對使命

呼召時的輕鬆喜樂」安娜當時認為：「如果我真實的相信耶穌是我的唯一，那麼無論有沒有神特別的

呼召，宣教就必定是我的生命目標。」

「宣教」就是回應主恩典的召喚

「神以充滿宣教的觀念的羅馬書回應安娜」，因此安娜從重新閱讀神的話，經驗到：「上帝打開

她的心眼，她接受了神的旨意。信心是帶來了最大的恩典與喜樂。」安娜體會到無論在哪裡服事，都

能以”順服”、”喜樂”的心來跟從主──作主的門徒。

安娜25歲來台時，她的心態已經完全轉變，不僅是「你要去」，而是「我要來」──「與我同在

的乃是神自己」。安娜體會到呼召是神賜恩的管道。「一個蒙召事奉的人若失去了恩典是很可怕的，

↑棕樹節

      道碩二    虞韻琴 採訪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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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責任。其實我們的服事都是在恩典之下，事奉越老練越知道是神的恩典。」

「我不是生命的中心，乃是神。我只是器皿，一切都是依靠祂。這會使我們充滿了膽量。且勇於

接受挑戰。宣教是恩典之路，因為它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安娜認識到自己的渺小，也常覺得自己不

足。她常謙虛的說：「我不懂、不會，但是祂會負責。」

被信任是一種福氣

安娜說：「我早就覺得自己是本地人、而且是宜蘭人。」在安娜來台灣之前，曾經擔任過教師，

學習中文。來台後進入挪威的僑校，擔任老師與褓姆。她最早開始進入的工場是宜蘭。最初的工作是

開拓與佈道，那裏接觸大量的年輕人、隨即展開青年人的工作，長期陪伴他們。經常一面騎車、一面

買東西、發單張、探訪。家裡面經常有青年人來住，天天接觸異文化的村民，覺得事工充滿了挑戰。

安娜後來也配搭台北校園團契的學生事工，並且協助中國信義會總會的青年事工，直到近年被差派到

信義會神學院神服事師生職員們。

從挪威來台的宣教之途，安娜從相異的文化學習到很多，學習尊敬本地人、了解他們的宗教文化

間的差異。過程中需要花很多時間讓人認識她，以建立信任感。安娜覺得「我仍感到自己有很多需要

繼續學習的。」

安娜對人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很感恩的就是，台灣的人接納我的語言限制、信任我，使我深覺

得被信任。甚至包括未信的朋友，他們願意敞開自己，分享他們對宗教的看法，感受。」安娜把這些

台灣朋友當作是上帝給她的禮物，學習認識他們、尊重他們，認識他們的痛苦、成功、掙扎與挑戰。

讓節期成為福音造就的機會

安娜也喜歡把自己收藏各式各樣的「寶貝東西」拿出來跟大家分享。「我把自己當作上帝給台

灣的一個『禮物』，也把對方當作神給自己的禮物。對彼此都是一個祝福。」信神的師生十分的有福

氣，經常有機會享受參與安娜在神學院所嘗試充滿創意的聚會。安娜經常會使用各種具體的自然物

體、特別剪輯的圖片、配合一些簡單的聖經話語，幫助人思想、默想，將神的話語與自己聯繫相連

結。

安娜回想她在挪威教會寶貴的傳統：「上帝常常藉著『看

得見的東西』，給予人『看不見的恩典』。道，是可摸的、可

見的；美好的恩賜包括說話、繪畫、書寫。」信神受難週的特

別聚會裡，安娜使用水瓶、毛巾、水盆，配合耶穌為門徒洗腳

的相關經文，安娜強調這些可以幫助人專心思想：「耶穌對我

的服事」。其他象徵物品的使用：石頭象徵重擔，十架與釘子

的擺設與陳列，目的是把神的話語帶入我們個別的的當下與現

在。當個人在靈修默想時，可以一面聽、一面看、一面思想。

因為恩賜的表達，並非順其自然，都是以神的話語為根據。

安娜在聚會中刻意的使用蠟燭台。「象徵主是光，主的話

語照亮我、幫助我。而話語中的亮光，不是靠任何人挖出來的。責任在神，是神自己要照亮我們」。

↑水瓶、毛巾、水盆，配合耶穌為門徒洗腳

的相關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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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前十架與埋葬的故事

宗教對話研討會『生生不息的信仰』
方法： 

本研討會擬邀請四位信仰群體的代表，介紹蘊藏在該信仰及群體的內在活力，特別是使他們肯

向下扎根，往上結果，能面對盲點瓶頸，進而再接再厲或創新超越的生命特徵，並反思

或分享該群體是如何在其歷史及成長進程中觀照和培育關乎其永續傳承的要訣。

研討會講員：

慈濟功德會 何日生主任(佛教慈濟基金會)／伊斯蘭教　陳永武教長（高雄清

真寺）、天主教　房志榮神父（輔仁大學神學院）／基督教　劉錦昌院長 

（新竹聖經書院）

日期：2009年5月11日(週一)     時間：上午8：30-下午17：00 

地點：中華信義神學院 稱義樓禮堂     對象：教牧暨信徒領袖 100人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請上網站www.cls.org.tw

 傳真報名：請將報名表傳真至 03-572-6425

 親自報名：請洽信神企劃部李季樫弟兄 

                     03-571-0023 分機3125

報名注意事項： 

1.報名費400元，牧者、信神校友300元。 

2.請事先報名，以便預備您的午餐與講義。

復活節前十架與埋葬的故事

安娜鼓勵我們在聚會中使用象徵器物，富有教育性。安靜中，幫助人能專注

於引導的主題中。所表明的不僅是個人的祈禱，也是與別人在一起，是團體

的敬拜，既是個人面對神，也是與群體一起朝見神。

安娜喜歡照顧校園裡的花花草草，小小的盆栽，常常叫她停下腳步駐

留。她說：「這是所羅們極榮華之時都比不上的。連小花小草都可教我們思

想與祂的關係、並享受祂的愛。」

安娜注意到台灣的朋友很重視傳統節期，認為基督徒應該有更多的慶

典，讓慶典成為福音、造就的機會。「預苦期、復活節、將臨期、聖誕節，

都可以早一點開始預備，一面教導聖經裡的預言。在預苦期便教導耶穌為何要

死。利用具體的東西，海邊的石頭、木頭，每一個基督徒的家裡都可以創造自己的傳統。神的話語，是活

潑的道，可以融合於理性與感性中，與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有關連。」

每天都可找到意外的禮物

安娜很看重課後休息的時間，她鼓勵研習的教牧同工、同學，使用點心時間、多多講笑話、休息、彼

此聆聽，這些休息的片段，常使人產生富有創意的想法。她告訴我她有一個珍藏的木雕收藏品，是一個捂

著嘴偷笑的修女：「Have fun，我覺得台灣的弟兄姊妹可以再多一點調皮、多一點歡笑」。

安娜強調：「其實我們知道自己是誰，有自己的角色、呼召、使命，尤其是當我們穿上使命的時候，

明白是有代價的。宣教的使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包括孤單、無助與不完全被了解。我們面對使命時不要灰

心，仍然是有寶可尋的，每天都可以找到意外的禮物，因為生活是充滿活潑，而生氣蓬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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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學費:2500元（新生500元報名費）

‧修完九門課授信神基層宣教部「修業證明科」證書

一、新莊區 二、桃園市區

科目：基礎神學 
　　　高聖臨 牧師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關懷與探訪
　　　許惠善 牧師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信義會新莊教會
新莊市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02-29979177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桃園市大豐路222號 03-3613974

三、龜山區 四、中壢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劉修泉 牧師

2009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科目：新約人物
　　　徐家正 牧師

2009年5月12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中華信義會永生堂
桃園縣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03-3343213

中壢行道會
桃園縣平鎮市莒光路1號2樓 03-4584604

五、平鎮區 六、龍潭區

科目：領袖訓練
　　　許惠善 牧師

2009年5月12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科目：向基層傳福音
　　　張仁愛 傳道

2009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平鎮佳音教會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66巷17弄2號 03-4940945

浸信會百年教會 
桃園縣龍潭鄉百年路49號 03-4993062

七、楊梅區 八、竹東區

科目：伴初信者成長 
　　　張美記 傳道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豐盛生命的建造
　　　劉秋霞 教士

2009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梅岡靈糧堂
桃園縣楊梅鎮自立街115號 03-4856828

竹東聖潔會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31號 03-5965582

九、新豐區 十、新竹區

科目：新約人物 
　　　鄭志仁 牧師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伴初信者成長
　　　彭榮光 牧師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新豐聖潔會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45-1號 03-5591898

中華信義神學院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03-5710023*3170

十一、台中區 十二、豐原區

科目：帶領查經班
　　　張　忠 牧師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帶領查經班
　　　周若聖 傳道

2009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信義會台中真道堂 
台中市北屯區三光巷10號 04-22336783

豐原行道會 
台中縣豐原市中山路424號 04-25266366

十三、嘉義區 十四、左營區

科目：基督徒倫理
　　　林元茂 牧師

2009年5月12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10~9:50
科目：關懷與探訪
　　　林佩玉 牧師

2009年5月5日開始

每週二晚上7:00~9:30

台灣信義會太保教會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228巷19弄12號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07-5584516

十五、潮州區 十六、東港區

科目：舊約人物 
　　　陳前程 傳道

2009年5月4日開始

每週一晚上7:00~9:30
科目：基礎神學
　　　陳立澤 傳道

2009年5月2日開始

每週六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潮州教會 
屏東縣潮州鎮南進路2巷18號 08-7884065

東港希伯崙國度事奉中心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201號2樓　08-8350353

十七、萬屏區 十八、泰北阿卡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陳淑貞 牧師

2009年5月1日開始

每週五晚上7:00~9:30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萬丹教會
屏東縣萬丹鄉萬新路1482號  08-7772775

94 Moo 6 Maerai Maechan Chiangrai 57240  
66-53-763186

 2009.5-7月

基層宣教部
 第   季招生2

基
宣
課
程

復活節前十架與埋葬的故事

【院訊】神學與社會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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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
過去的2008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金融風暴如海嘯一

般席捲全球，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因此受到不同層面的影

響。此刻我們駐足2009年，讓我們沉澱思想，我們所投資

的是存到永遠的、還是暫時的、會銹壞的…。「不要為自

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

窿來偷。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

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

心也在那裡。」（太6:19-21）你的心在哪裡？你的投資是

什麼？名利、地位、股票、基金…或者是神國的投資。若

是在永恆的國度，永遠不怕金融風暴。在這動盪不安的世

代，你所倚靠的是什麼？是倚靠不定的錢財，還是倚靠永

不改變的上帝？

許多基層人員在這波風暴中受到很大的影響，面臨失業的危機，經濟的困難，但求

神幫助我們，「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

必要顯為虛空」。

國內第一所專研『馬丁路德神學』之神學碩士研究所

在講道、教導及輔導時，做上帝話語的僕人

【備註】

本院備有神碩之相關英文資料（講義、CD），可協助您提升神學英文能力，適應未來上課方式，材料費500元，歡迎劃撥索取。 
(劃撥帳號：01121881戶名：中華信義神學院。請註明：索取神碩資料)

入學資格 1.具本院認可之道學碩士學位

2.教會或機構現職傳道人

3.道碩成績總平均達到3.0（B）或以上

報名考試 報名截止：2009年5月15日 / 考試2009年5月25日 (一)
1.上午：神學英文 (09:00-12:00)
2.下午：口    試 (01:00-03:00)
中文若非申請者之第一語言，中文能力須經招生委員會認可。

表格索取 請以電話或Email索取相關資料，

(入學申請表、教會/機構推薦書及修課同意書)。

報名專線 請洽03-5710023 #3130管曉鳳主任，E-mail: lussy@cls.org.tw
                #3132錢憶如助理，E-mail: bela@cls.org.tw
或上本院網站直接下載神碩簡介http：//www.cls.org.tw

中華信義神學院神學碩士班招生

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心心心心心心你的　　在哪裡？心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心你的　　在哪裡？心你的　　在哪裡？心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你的　　在哪裡？心你的　　在哪裡？

服
事
感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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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神學
研究所

      基宣主任    郭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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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信義神學院神學碩士班招生

今年的新年過得很不一樣，除了與家人溫馨地相處外，還添加一些書香之氣，不是因應金融

風暴、響應投資豐富心靈而讀書，而是緣起去年攀登我人生第一高峰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旁的卡拉

帕塔山—標高5550公尺，在登山的過程中，由於身處高地空氣稀薄，我只能專心地呼吸、專心地走

路，其它什麼事也不能多想。這時看到隊友居然背了一本厚達500頁的書，於登山旅途中休息時閱

讀，下山後的我便開始努力地閱讀書籍！

『閱讀』，從綿延2500公里喜馬拉雅山脈周圍國家的故事開始。世居喜馬拉雅山地區的雪巴

人、巴提人、藏族人對山的認識是「山是眾神的故鄉」，因而對山非常尊敬，藏人的轉山、尼泊爾

人的轉經和巴基斯坦伊斯蘭教信徒的禱告，皆充分表達他們對信仰的虔誠與執著，但是他們選擇錯

誤、去拜「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有鼻不能聞」的神明，無論他們多麼攻克己身

與虔誠都是枉然，因為他們選擇錯誤的神；反思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除了感謝耶穌救贖我們，在

敬拜獨一真神的態度上豈不該更加認真地敬畏神嗎？

「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賽二3），耶和華的山因有神的同在顯得寶

貴，「在上帝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詩篇84：10)，非常吸引人前往去登耶和華的

山。在我登山的經驗中，常常會看到上帝所造美麗壯碩的風景，但在欣賞這些美到震撼人心的風景

前，必須事先預備好登山裝備、體能訓練，走山過程中有陡坡、低谷、豔陽、暴雨等各種狀況需要

毅力克服。我相信在登耶和華山的時候、或在人生信仰的道路上也會遇到逆境、低谷、流淚的挑

戰，唯願我們在平時先有所預備～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透過聖經來認識上帝，更多

的認識神，對神和救恩會更有把握，以致在人生的風暴中，不會輕易被風暴吞噬，而能在風暴中看

見神一直與我們同在。

感謝神！在信神服事，常有機會可以就近選修聖經、神學或輔導等課程，課堂中當上帝的話

語一解明，就發出亮光來，常使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在平凡、勞碌的工作中，看到上帝的臨

在，明白工作的意義，將可以帶來充實與滿足。每天工作前同工們聚集在一起的晨禱，彼此同心合

意為信神大家庭禱告，深盼主的道大大興旺、有更多的人可以來信神接受裝備，進而更認識神，也

能帶領別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課務主任 　 管曉鳳服事感言

「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

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

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

耶路撒冷。」（賽二3）

服
事
感
言

【院訊】神學與社會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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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緣起
2008年成立之神學圖書館委員會，今年2/12-13舉辦「宗教圖書館參

訪」活動，這是神學圖書館委員會成立以來第一次跨宗教交流的活動。

參訪重點為花蓮玉山神學院圖書館與慈濟大學圖書館，共有七個單位

十七位圖書館同道參加。

本次活動是由玉山神學院圖書館全體同工與台灣神學院同工傾全力精心

安排與接待。兩天一夜的活動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認識玉神、包含玉神的

環境、辦學特色、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第二部份為參訪慈濟大學圖書館與

校內名聞遐邇的靜思堂，認識慈濟辦學理念與行善精神；其三為林間踏青，

走訪太魯閣國家公園與玉神校園，欣賞上帝的奇妙創造。其中玉神校園緊鄰鯉

魚潭旁，依山傍水的美麗校園、搭配饒富原住民特色的學院風格，校園內並精

心設計「苦路」步道(圖1)，苦路步道乃是根據耶穌受苦釘十字架過程所設計成

十站，玉神利用學校位於坡地地形讓信徒可以走在苦路步道時一邊默想耶穌受

苦，與主同行苦路，學校讓信仰與生活巧妙融合一體！

培育原住民人才之搖籃-玉山神學院 

玉山神學院是一所以培育原住民傳道人為目標的神學院，學校有超過80%的原住民學生，其中專任教師

中許多是台灣原住民以及漢族和美、加、德等國籍之宣教士，校園可說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社群。

玉神的圖書館可謂是「小而美」，自民國66年4月籌設『山地文化研究館』，為完整保存原住民資料

及文化遺產而設立，主要陳列原住民文物及書籍，以利當時傳教師研習神學及瞭解原住民文化，此為玉山

神學圖書館的前身。及至民國66年9月，有鑑於師生神學研究及山地宣教之迫切，開始展開擴建圖書館的

計畫，民國88年9月圖書館完成遷館，即為現在的玉神圖書館。其特色如下：

1 目前館藏書籍近四萬冊，除基督教與宗教書籍外，台灣原住民有關的文化與歷史資料亦為該館典藏的

主要任務，館內隨處可見原住民文物壁畫(圖2)。
2. 在視聽資料區保存極為豐富的兒童主日學教具與教材(圖3)。
3. 積極典藏南島文化各樣資料，台灣原住民族群在民族的特性、人種、文化習俗、語系、宗教禮儀上，

皆與南島民族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因此玉神也從事有關南島文化的各項研究。

宗教圖書館交流-慈濟大學圖書館
參訪完玉神圖書館後，我們來到佛教慈濟功德會辦學的慈濟大學圖書館，慈濟大學圖書館於民國83

年隨慈濟醫學院創立而設置，主要館藏資料以醫護及生命科學為主。民國85年，新建館舍完成啟用，為

配合將在民國90年改制成大學，館藏加強人文社會科學及生命科學各類資料之蒐藏，民國96年成立人社

分館。(資料來源：慈濟大學圖書館網頁)特色如下：

1. 館內設有原住民特藏區，致力典藏各類原住民文物。2.身為東部醫學重鎮，館藏豐富的醫學圖書與電

子資源。3.典藏大量佛教文物並致力發展佛教電子資源。 

結語
兩天一夜的參訪活動，透過兩者不同宗教信仰的圖書館之旅，開啟了宗教對話交流的第一步。參訪

慈濟大學圖書館，做為彼此交流學習之基礎，更讓我們深切瞭解友教圖書館經營之理念與過程，也發現

每位宗教圖書館館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努力不懈，致力推廣和典藏宗教資源，一同為台灣宗教資源

而努力。

宗教圖書館交流對話之開端 
神學教育  教會資源中心與

圖書館館員      陳姵樺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參訪紀實

(圖2)玉神圖書館原住民文物

(圖3)玉神圖書館兒主教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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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玉神校園苦路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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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行動紀實
哥林多後書 1:12「我們所誇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不靠

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

「宣教」是來自對基督耶穌無條件的愛的回應
1949年挪威差會（NLM/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在非洲衣索

匹亞，就開始了宣教工作，近幾年衣索匹亞教會非常復興，目前是世

界信義會第二大教會，但仍然有很多地方福音工作需耕

耘紮根，由差會與當地的同工一起去開拓與服事。衣索

匹亞常因旱災頻仍，致使生活非常貧窮困苦，在屬靈上

也有很多挾制與綑綁。例如雙胞胎只能活一位，牙齒長

錯地方的孩子可能被遺棄…等。

2008年信義神學院的宣教團契藉著差會寄來的代

禱信、相片中，得知衣國的乾旱的嚴重性。宣教團契除

了代禱，寫卡片問候以外，2008年11月12號，本院宣教團契在宋教

士的引導下發起的「宣教洗車日」﹝汽車300元，機車100元﹞。挽

起袖子、捲起褲管，師生齊心努力，將收入的15000元支持遠方的福

音工作─NLM挪威差會。雖然杯水車薪,略盡棉薄之力，但每當大家想到如

此行能夠幫助衣國，購買抽水馬達等設備，解決部分乾旱的問題，就更加

地賣力，洗車的辛苦就消失無蹤了。

親愛的同學們

我非常高興收到有關於你們支持我們在Voito的灌溉計劃。在2008

年，這裡雨下得非常少,因此就沒有收成，所以Tsemay的民族必須得到緊

急的救助，這樣的救助雖然是必須的，可是一方面對於這裡的人不是

那麼好(有時他們必須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這個水泵(幫浦)已經可以幫助

這裡的人去灌溉河邊更大的區域。

我們這裡沒有網際網路的聯結，而我現在在另一個城鎮處理一些事情，明天我們會回到

Voito。我也非常期望去告訴這邊的人，關於你們的支持與關心，以及我們會趁這個機會分享這

樣的關愛，這關愛是來自信靠耶穌所結的果子。這個洗車活動帶著一個見證，見證基督的愛。

我也禱告這愛的見證能打開這邊人的心.， 求神使用這個見證可以打動他們的心!

願上帝祝福你們

Kristjan Sverrisson

來自遠方挪威差會衣索匹亞的宣教士Kristjan Sverrisson回信

用泵浦
抽河水

↑兩個Tsemay_小孩

→用泵浦抽水到農田

↓↘宣教洗車日

神學教育  教會資源中心
圖書館館員      陳姵樺

宣教行動紀實
活
出

信
仰

活
出
信
仰 

宣
教
行
動
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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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亞洲信徒訓練促進方案台灣委員

會APELT) / 中華信義神學院

地　　點：中華信義神學院 稱義樓禮堂

對　　象：教牧暨信徒領袖100人
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上網www.cls.org.tw)
2. 傳真報名

 (請將報名表傳真至03-572-6425)
3. 傳真報名(請洽信神企劃部03-5710023分

機3125)
注意事項：

1.報名費400元，牧者及信神校友300元。

2.請事先報名，以便預備您的午餐及講義。

【教會觀的再思】
日期：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8:30-下午05:00 

APELT研習會
講題一　從使徒行傳看教會

講員：林盈沼老師

簡介：信義神學院學務長主授新約

講題二　從保羅書信看教會

講員：陳俊光牧師

簡介：前任台灣信義會監督

講題三　從彼得前書看教會

講員：俞繼斌牧師

簡介：信義神學院院長

　　　主授教牧學

講題四　從啟示錄看教會  

講員：吳道宗老師

簡介：中台神學院研發處主任主授

希臘文及新約聖經

當初之所以會選修「靈性指引」課程，除了學分

因素之外，也是因為對這課程的名稱充滿了疑惑與好

奇，又想顧名思義，上完本課後應該對自己的靈修與

靈命成長會有所幫助吧，所以就決定選修這門課程。

因此上課的第一天早上就懷著一窺究竟、雀躍的

心情到教室等待，但沒想到當譚沛泉老師開始解說課程概要後，卻讓我開始迷惑與困擾，彷彿在上

一堂莫測高深的哲學課程。首先譚老師講課的名稱卻變成了「靈修指導」，又說「靈修指導」是沒

有特定教材的，而是靠著個人靈性修持與生命體驗而來的，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接受「靈修指

導」，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當「靈修指導」導師，所以上完課後也不見得用得到或需要在教會裡推

動。又「靈修指導」與「心理輔導」是互為關係但又截然不同…….，一個早上上下來還真是一頭

霧水，彷彿是霧裡看花愈看愈花，也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課了。

心想要藉此課程提升自己靈命的心願大概是要落空了，但沒想到隨著譚老師後續的解說及各

種情境演練後卻使我漸漸的豁然開朗，原來靈性經驗及成長是這麼簡單和自然，就是：「以耶穌的

心為心，在現實生活中看見耶穌」。因為靈性的最高境界不在於有多少的宗教神祕經驗，乃在於回

歸最基本的生活體現。而「靈修指導」就是上帝、受導者及導師三者間的關係，彼此相互對話，以

上帝為中心，由導師引導受導者重新進入與耶穌基督連結的關係裡。

感謝神經過譚老師「靈修指導」四天的課程後，讓我能脫離長期困擾自己的〝如何明白神的

旨意〞及〝渴慕被聖靈充滿〞的迷思裡，驚覺原來生命的旅程中耶穌一直都在，只是有時候我們不

在，以致於我們常常聽不到神微小的聲音，如果我們能夠以耶穌的心為心，在日程生活中用心傾

聽、預備自己、專心等候神，自然的就能體會神的心意及感受被聖靈充滿的喜樂。

  碩預二 　蔡勝財冬季密集課程
學／習／心／得 靈性指引

活
出
信
仰

學生與譚老師(後排左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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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天的營會早上八點多開始，就約有五六十個孩子來報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有

三十一個孩子是來自自閉症協會，協會負責人陳老師告訴我們希望我們能傳福音給這一群孩子，她

自己雖是基督徒，卻不能直接傳福音給孩子，以神就為我們預備了三十一位的自閉症孩童，這當中

包含單純唐氏症、唐氏症加自閉症、自閉症加肢體障礙，還有單純自閉症的孩童。我們的兒童營共

舉辦三天， 到了第三天下午四點，正是我們要呼召孩童決志信主時，神為我們預備了竹南勝利堂的

弟兄姐妹開始陸陸續續的出現。神也撿選了26位孩子決志信主，在第三天晚上我們舉辦了愛宴和成

果發表會，竹南勝利堂的弟兄姐妹很熱心來參與和家長的陪談（約略有一百二十人左右），這乃出

於神的大能。

此次短宣中木升同學分享了馬可福音二章，有四個人抬了一個攤子去見耶穌的故事，他說：

「我們四個人正如馬可福音中那抬著癱子去見耶穌的四個朋友，因為這癱子比一般人更願意接受耶

穌，更需要耶穌﹗」。

謝謝這群孩子願意讓我們服事他們，使我們感受到是我們受他們的服事，謝謝竹南勝利堂所有

同工的幫助，更感謝神的的成全﹗

2009年寒假竹南短宣隊 

配搭教會：竹南勝利堂   隊長 : 余志信／隊員 : 黃木升   林立德   陳珮菁 

今年我們這一隊竹南短宣隊，雖是一群毫無兒童佈道經驗的隊伍，

然而神卻一直看顧我們，與我們同行………。

服‧事‧心‧得

在短短的六天東勢短宣當中有很多有感恩的，首先，

祂賜下非常好的天氣讓所有活動都能進。第二，藉著基督徒的校長讓教會能在中科國小裡面舉辦兩

天的歡樂營，報名人數是該校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及隔天仍然全數出席。第三，合作愉快的團隊

（信神四人隊及東勢施恩堂弟兄姊妹）。第四，從牧師與傳道同工熱心於探訪會友與安養中心的福

音事工上有許多生命的學習，學習到身為神的僕人，如何賣力的服事，但同時有喜樂在生命中。第

五，從弟兄姊妹願意參加早上六點到七點的晨禱來為教會和東勢這塊土地禱告上看到他們對神的渴

慕，真是激勵了我們。此外，神還透過弟兄姊妹們的熱情招待了我們當地最美好的食物，使我們不

但有福氣可以享受美食，更可以享受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的溫馨。

在這六天的短宣當中，我們以為是我們在付出，但是事實上我們從東勢施恩堂的弟兄姐妹們之

中獲得更多。「沒有歡樂就沒有短宣隊」，這是孫牧師的名言，抱著一顆喜樂的心來參與短宣隊的

服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雖然幾乎每天都是五點起床，十一、二點才能睡覺，但是因著孫牧師

與施傳道細心的餵養與訓練、弟兄姊妹們的愛，叫我們奔跑起來更起勁、更喜樂。

東勢短宣隊 
服‧事‧心‧得

配搭教會：東勢東施堂

隊長 : 吳輝賓／隊員 : 李朝崑、黃秋萍、田仁春 

寒
假
短
宣
隊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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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務
消
憩

1.最快的方法／直接上網線上刷卡奉獻：http://www.cls.org.tw/donate/donate.php

2.銀行電匯／彰化銀行-新竹分行　彰銀代號／009　帳號:5727-01-20301-900
　　　　　　　　　　　　　　　　戶名／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 

3.郵政劃撥:�帳號：01121881  戶名：中華信義神學院

給信神金額大小不限、借期依您個人意願。您的長、短期無息借款，將幫助我們一年至少省下

200萬元利息支出。請洽專線 03-5710023分機3110  財務張玉絲主任

 所需經費 預估新台幣兩億元
 擴建奉獻進度 15410萬元 (03/11)
 不足經費 4590 萬元 (暫以無息借款支應)

信神支持       　擴建最後一哩路！

1. 2/13上午美國福音信義會Bishop Dean Nelson, Rev. Dr. Franklin Ishida, Rev. Dr. George Tan, 
Dr. Sherman Hicks，以及洛杉磯真理堂的張四維牧師夫婦由台灣信義會監督陳志宏牧師陪

同參訪本院。

2. 3/1召開 APELT會議與第八屆第四次法人董事會議。

3. 3/16-20日由從事多年家庭婚姻事工的Rev. Matti Palmu＆Rev. Anna Kaarina夫婦在本院開

「婚姻家庭引導者」密集課程。

4. 4/ 7-9日舉辦一日神學生體驗活動，歡迎有興趣者於3/29日前向教務處報名。

5. 12/4(四)學生會同工改選，新任同工名單如下：會長：蔡正文、副會長：余志信、靈修：

梁戴甘、康樂：范兆禧、文書：牛振江、伙委：黃麗靜、會計：田仁春、出納：陳珮菁、

服務：李恩泰、音樂：謝燕鳳。感謝神！帶領舊同工過去一年的服事，也請為學生會新任

同工團隊彼此有很好的配撘與學習代禱。

6. 寒假短宣隊東勢隊-李朝崑、吳輝賓、黃秋萍、田仁春等4位同學，竹南勝利堂短宣隊-余志

信、黃木升、陳珮菁夫婦等4位，均平安歸來。

7. 美國著名宗教歷史學家Dr. Martin E. Marty 捐贈其個人藏書兩千一百餘冊，豐富本館宗教歷

史類館藏，為此感恩。

8. 本館今年加入台灣學術電子資源聯盟，因此增加許多國家授權之電子資料庫，詳細資料請上圖書館網頁電子資

源查詢。

9. 請為本期院訊寄發，盼能準確傳達消息給與台灣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得著分享，並能為學院支持與代禱。 
10. 為學院文宣與消息寄發準確，企劃部將做名單整頓,盼能有效掌握郵務與文宣的的發送.
11. 企劃部參與新竹同工聯禱會2009年新竹區復活節聯合崇拜部份籌辦事項，求神賜福此崇拜場地租借事宜與節目

安排進行順利。

12. 5/11﹝一﹞宗教對話研習會講題已確定為［生生不息的信仰］，企劃將會有果效的推廣。

13. 請為4/13 (一) APELT 研習會『教會觀的再思』連絡與推展工作代禱。

14. 願神帶領企劃部新任助理李季樫弟兄，在信神的服事能適應與喜樂。

15. 基宣2008年1-3月的課程陸續結束，願上帝賜福學員們所學習的能成為他們生命的幫助，也願上帝記念所有老師

的擺上，堅固他們手中的服事。

16. 基宣5-7月的課程即將開課，請為招生禱告，求上帝帶領渴慕接受裝備的學員前來上課，也使用所寄出的DM能

發揮功效，並為素鳳主任能有智慧到各教會推廣禱告。

17. 研發處的各分部本學期二、三月「信徒神學」及「遠距教學」學分班課程均已開課，感謝神賜福老師的授課及弟

兄姊妹的學習，均達到最佳效果。

18. 研發處的分部將於四、五月開課的「信徒神學」課程：台北永生堂『聖經系統神學導論』、台中分部『羅馬書研經

導論』、嘉義分部『基督徒蒙召觀』，歡迎弟兄姊妹上網報名，求主帶領各教會推介會友接受神學教育裝備，委身

服事教會。

與院務動態　　代禱

我 想 奉 獻

無 息 借 款

擴建總工程款兩億元，已募集15,396萬元 (2/20) 達成率76.98%，奉獻不足4,604萬，不足金額，暫由教會、兄姊

無息借款支應，請您為已募集的金額感恩，也為尚不足的工程款代禱！

那鴻書 1:7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
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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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c 100 
Kari Sandve 5,000 
P.E.P.CLUB BETHLEHEM 
 LUTHERANCHURCH (USD)250 
公園教會社青團契女(講員費) 1,600 
文宣書坊 1,000 
日旺建材有限公司 100,000 
木柵靈糧堂 (講員費) 4,000 
王榮德梁望惠  6,000 
王蘊慈 2,000 
主 知名 3,200 
主恩17 (代轉4000) 6,600 
北市基督徒聚會處姊妹會 3,000 
北門聖教會 6,100 
台北市基督徒聚會處  
 (講員費2000) 4,100 
台北靈糧堂 (講員費) 4,500 
台福宣教中心 7,919 
民族路教會 9,000 
任秀妍 10,000 
成功教會 1,000 
朱延明 3,000 
朱國維 1,000 
百合教會 1,000 
吳天序吳徐瑤華  (獎學金) 600 
吳海文 1,000 
李沛恩 1,000 
李秀玲 1,000 
宗煥芝 600 
東山街浸信會 15,000 
東港希伯崙國度事奉中心 獎助學金 
 11,250 
林子誠 82 
林保瑩 20,000 
林美珍 2,000 
施登福 禓秀南 5,000 
苗栗基督喜信會  (講員費) 1,500 
徐國晶 1,000 
校園福音團契  (講員費) 9,500 
耿繼業 1,000 
郝文傑 5,000 
馬昌瑞  (代轉) 2,000 
基督教新生教團 30,000 
郭抒雯 2,000 
陳中信 1,000 
陳秀蘭 1,000 
陳怡如 5,000 
陳明恩 3,000 
陳雯娟 4,000 
陳蓓儀 250 
彭美嬌 500 
彭書睿 1,000 
貴格會大直教會  
 (講員費3000) 9,000  
黃玉銣 2,000 
黃進貴 1,000 
黃業強(代轉) 35,000 
新竹喜樂教會 (講員費1500) 
 2,300 
新竹錫安堂 10,000 
新竹靈糧堂 18,000 
楊冬梨 250 
聖潔會新竹教會(講員費) 4,000 
賈棟臣 1,000 
廖慧娟 1,000 
劉存恕 300 
劉鳳 2,000 
潘冀 100,000 
蔣鑫耀 5,000 
蔡三然 500 
韓君君 10,000 
簡扶真 1,000 
豐原教會 12,500 
魏麗蓉 500 

校  友

王禮芬 2,000 
主恩30 10,000 
江傳仁 2,000 
吳進春 1,000 
李國源 600 
宜約堂 2,000 
林正雄 林愛花  2,000 
林宜宣(代轉1500) 8,000 
林奕足 2,000 
邱正平 2,000 
范秉添 2,000 
苗其傑 2,000 
徐繞中 1,000 
恩寶 1,000 

2008/12/1－2009/1/31

高聖臨 2,000 
張素禎 2,000 
許金鳳 1,000 
陳木蘭 5,000 
陳淑女 3,000 
傅振瑛 2,000 
程進盛 2,000 
簡榮華 1,000 
簡麗花 1,000 

臺灣信義會

丁帥之 1,500 
王天倫 1,500 
王景玉 (儲備) 1,000 
王維卉 卲麗民 10,000 
主知名 500 
主知名 1,400 
左營復活堂 10,000 
何南善 4,000 
李怡瑱 6,000 
李陳玉梅 1,000 
岡山教會 (講員費5000) 9,000 
林釗弘 尹麗雯  50,000 
林郭冠翠 2,000 
板橋救恩堂 (講員費3000) 4,000 
板橋福音堂 24,000 
信義堂(講員費6000) 16,000 
前鎮教會 15,000 
洪小英 2,000 
孫志柏 1,000 
高雄基督教信義醫院 20,000 
張其純 2,000 
張燕復(儲備) 500 
救恩堂 2,500 
梁樂群伉儷 4,000 
莊建英 1,000 
莊朝順 1,000 
莊漢林 2,000 
陳俊光李穎嫈 3,000 
麥愛堂 16,000 
游日新 1,000 
陽明山錫安堂 3,000 
楊姿瀅 10,000 
楊順華 20,000 
楊澍青 10,000 
嘉義榮光堂 10,000 
劉施倫秀 1,000 
劉桂香 2,000 
蔡如珮 500 
蔡梅音 5,000 
總會 332,498 
雙福教會 2,000 
饒大衛 杜愛葆 6,000 

中國信義會

主恩28 26,552 
生命堂 11,000 
石符 100 
吳德明 1,000 
杜聖恩 2,000 
沈必正 11,000 
林西蘋 1,345 
柯雅詩 1,000 
柯雅憶 1,000 
恩光堂 8,000 
曹之檸 2,000 
陳雅萍 4,000 
陳愛春 1,000 
斯志勵 1,000 
游靜修 1,000 
黃絹代 1,000 
鄭發祥 500 
總會(講員費) 2,000 
靈光堂 2,500 
靈恩堂 7,555 

中華民國臺灣基督教信義會

小港教會 2,000 
內湖教會(儲備師) 300 
內湖教會(講員費) 2,000 
白法正 1,000 
李勢惠 5,000 
高英茂 2,000 
陳淑貞 2,000 
新莊教會 15,440

中華信義會

王一言陳愛珠 4,000 
王興旋 1,000 
主恩06 3,000 
主恩52 6,900 
江奕安 600 
竹南勝利堂 (講員費)  1,500 
吳義寬 6,000 
李四海 1,500 
李建平 20,000 
李惠珠 2,000 
林明機 5,000 

牧恩堂 2,000 
俞貴韾 10,000 
施明道 (代轉) 1,000 
柯佳菁   獎助學金  5,000 
徐力行顧毓秀 10,000 
張小慧 10,000 
張金來 500 
得勝堂 (講員費1500) 21,500 
曹敏人 (儲備師) 6,000 
許曉芬 3,000 
郭則修 600 
陳振宇 10,000 
陳錦華 4,000 
勝利堂 40,000 
勝利堂週三社青團契 3,500 
曾美蓉 (代轉) 1,200 
曾郁玲 (代轉) 2,000 
黃邦杰 3,000 
黃競愷 2,020 
溫于平 7,000 
葉杏桃 600 
福恩堂 2,000 
鄭安理 (儲備師資2000) 4,000 
謝雪峰 5,000 
韓正倫 (儲備師3000) 
10,000 
韓正倫 (代轉) 25,000 

中華福音信義會

施恩堂 4,000 
張憲文 2,000 
郭玉美 1,000 
舒琪媺 4,000 
黃執華 2,000 
謝偉國 5,000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Kevin 1,000 
何信恩 5,000 
協同中學 12,000 
板橋和平堂 2,000 
俞繼光 2,000 
救恩堂 (講員費) 6,700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差會

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USD) 4,947 

中華信義神學院

大寶寶 2,000 
主恩01 4,000 
主恩02 8,000 
主恩03 24,000 
主恩09 1,000 
主恩15 4,000 
主恩19 4,000 
主恩53 1,400 
林秀娟 3,000 
俞繼斌 梁聖芳 19,600 
苗其傑 2,000 
郭素鳳 2,000 
陳冠賢 23,000 
陳雯靜 2,000 
楊明傑 1,500 
聖誕崇拜 (代轉11190) 18,420 
葉貴芳 2,000 
潘佳耀 4,000 
蔡勝財 2,000 
戴文維 13,000 
戴憲達 2,000 
韓君意 胡鵬英 14,000 
顧美芬 2,000 

　

　　

友　會

丁至剛 4,000  
王玲玉 1,600  
主恩17 3,400  
成功教會 1,000  
吳方勤 4,000  
吳青鴻 500  
吳海文 1,000  
李弘玉 1,500  
李振燾 4,000  
李桂蓮 10,000  
周純明 2,000  
林恩聖 12,000  
林桂廷 20,000  
林啟元 10,000 
林碧玉 2,000 
邱麗貞 5,000 
胡�美 1,000 
高文彬 70,000 

高吳君珍 400 
陳昌漢 4,000 
陳昶憲 5,000 
陳嬿如 2,000 
彭懷冰 1,000 
新生教團百合教會 2,000 
新竹靈糧堂 12,000 
廖于瑩 30,000 
臧玉芝 1,000 
劉家平 48,000 
劉鳳 2,000 
蔡長地 4,000 
談乃奇 100,000 
鄭滋榮 50,000 
鍾水發 1,000 
蘇俊林 2,000 
蘇崇哲 500 
企業家 
主恩51 300,000 

校  友

主恩13 150,000 
田榮道 1,000 
吳進春 2,000 
李國源 600 
李雪惠 2,000 
林宜宣 2,500 
苗其傑 3,000 
徐繞中 1,000 
恩寶 2,000 
梁興國 5,000 
許金鳳 1,000 
陳木蘭 3,000 
陳春光 7,000 
陳美先 1,000 
曾建華 2,000 
黃利民 2,000 
楊菊鳳 2,000 
楊貴丞 2,000 
劉碧玉 5,000 
盧春月 4,000 
簡麗花 1,000 

臺灣信義會

王維卉 卲麗民 6,000 
王璋驥 5,000 
田在華 1,000 
李冬鳴 5,000 
李孝貞 2,000 
李美遠 4,000 
板橋救恩堂 14,000 
苓雅教會 1,000,000 
張新宏 5,000 
莊建美 1,100 
莊漢林 2,000 
許錫綱洪正芬 6,000 
陳志宏 2,000 
陳俊和 10,000 
傅金蘭 1,000 
曾雅君 4,000 
楊信芬 500 
劉月松 2,000 
蔡如珮 500 
賴玫伶 2,000 
雙福教會 1,000 
中國信義會 
主恩28 15,000 
巨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林妍伶 1,000 
恩光堂 1,000 
桃園福音堂 10,000 
張慧明 2,000 
曹之檸 2,000 
陳淑貞 4,000 
鄭發祥 500 
靈光堂 75,228 

中華民國臺灣基督教信義會

九如教會 2,000 
內湖教會 2,000 
沙佳玲 8,000 
林婉伶 250 
馬艷婷 1,000 
莊文玲 1,000 
陳淑貞 2,000 
陳輝龍 2,000 
陳麗瑜 500 
曾美蘭 2,000 
黃康明 500 
新莊教會 4,270 
董寶鴻 2,400 
戴菊枝 1,000 
顧京易 200 

         中華信義會 

方玉龍 20,000 

主知名 10,000 
主恩37 2,000 
主恩52 6,900 
永生堂 1,000 
伍國華 10,000 
竹南勝利堂 20,000 
吳家駒 2,000 
吳聲昌 10,000 
李正慧 2,200 
周弘裕 500 
周葆齡 2,000 
林昭安 10,000 
牧恩堂 5,155 
施奕強 50,000 
柯倩敏 15,000 
唐乃琪 4,000 
陳芬蓉 100,000 
陳黎德恩 2,000 
陳錦華 10,000 
勝利堂 49,000 
勝利堂姐妹會 20,000 
勝利堂週三社青團契 10,000 
復興堂 5,600 
黃天箭 3,540 
黃君豪 2,000 
楊元駿 10,000 
葉肇鈞 2,000 
福恩堂 5,000 
劉茉莉 50,000 
談雲生 30,000 
鄭安理 2,000 
鄭慧齡 4,000 
黎德恩 2,000 
繆永光 10,000 
謝獻彰 50,000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

板橋和平堂 12,000 
孫繼中 2,000 
馮顯晴 4,000 

中華信義神學院

大寶寶 1,000 
王秋菊 2,000 
主恩01 4,000 
主恩02 6,000 
主恩03 12,000 
主恩19 104,000 
主恩53 4,200 
吳賜惠 8,550 
林春美 1,500 
苗其傑 2,000 
夏義正 12,000 
張嘉倩 1,200 
梁戴甘 500 
郭素鳳 4,000 
陳文怡 1,000 
陳冠賢 7,000 
陳姵樺 2,000 
曾憲富 2,000 
劉秋霞 3,000 
蔡勝財 30,000 
戴慧 3,000 
謝育倫 1,000 
韓君意胡鵬英 2,000 
顧美芬 2,000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累積餘絀 -8,621,167 

本期收入 4,194,827 

本期支出 3,477,709 

本期餘額 717,118 

累積餘絀 -7,904,049

 擴建基金

累積餘絀 -61,060,625 

本期收入 3,420,229 

本期支出 1,963,986 

本期餘額 1,456,243 

累積餘絀 -59,604,382

2008/12/1－2009/1/31

擴建經費奉獻徵信

2008/12/01-2009/1/31

一般經費

感謝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院

聖工的支持與奉獻，本次徵

信，若有錯誤請來電告知財務

胡鵬英姊妹(5710023#111)更
正。若以金融卡轉帳奉獻者，

請告知姓名、住址，以便奉寄

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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