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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務同工 唐復豪弟兄

我父親已安息主懷

許久，母親是一位愛之深

責之切的好媽媽，家有兩

個哥哥兩個姊姊，和我有

同母異父及同父異母的關

係，這讓人感覺相當複

雜，不過感情卻出奇地

好，我是父母兩人婚姻的

獨生子又是老么，所以備

受疼愛。家父在我小時是

基層公務員，就當時來說

收入並不多，因此母親就

做手工貼補家用。可能因

家中比較沒錢的關係，所

以從小就看重金錢，就這

樣，在成長的日子裡也走

向追逐金錢、名利、權勢

的道路。

從國中到高中，寒

暑假有時間我就打工，因

為我只想賺錢。高中時期

我已儼然從學徒成為師傅

了。成為師傅後，跟客戶

及週邊廠商，多了許多接

觸的機會，因此我學會了

交際應酬。交際應酬上的

勾心鬥角就不著墨，重點

在應酬上的喝酒，這也埋

下我日後酗酒的路徑。長

期喝酒的關係，喝酒已慢

慢成為習慣，踏入社會後

更加嚴重，沒應酬也與朋

友相約喝酒。

生活就一直這樣過

著，二十八歲結了婚也生

了小孩，不過我沒有因此

調整自己的生活，反而更

看重金錢、名利和權勢。

總想著，生活要優渥，要

在他人之上，結果夢想沒

有實現。因為景氣漸漸下

滑，老闆的生意大不如

前，慢慢地開始積欠薪

水，我的家庭無法負擔這

樣的景況，就在三十一歲

時轉換跑道。但過去是指

使他人，如今卻變成讓人

使喚，心中無法平衡，因

此不停地換工作，不穩定

帶來的心理壓力越來越

大，酒就越喝越多，甚至

只要不喝酒就無法睡覺。

這是進入酗酒的開始，加

上心理壓力的關係，患上

了憂鬱和躁鬱症，雖然看

了醫生拿藥，糟糕的是我

吃藥時是配著酒，酗酒加

上精神科藥物，導致我的

精神狀況走了樣，已有幻

聽幻視的現象產生。最後

我進了醫院和療養院進行

酒精戒除，前後有五次！

每次返家後沒多久，又開

始酗酒，其間我與妻子的

感情疏離，還經歷了生死

關頭，最可悲的是我父親

離世，我竟沒能見他最後

一面，只因為我剛進醫

院，家人怕我在醫院出亂

子，就不敢第一時間告訴

我。可見我的精神狀況糟

糕到了極點，連家人都

怕，真是可悲！

我二哥是基督徒，

他不斷向我傳福音，告訴

我耶穌能救我！而我沒

理過他，可是我真想把酒

戒掉，所以就跟著二哥進

了教會，進而接受洗禮，

這是在第二次戒酒結束

後的日子，但我沒真正

認識神也不想再去教會，

所以沒能根除酒的問題。

直到我進了晨曦會 (福音
戒毒機構 )，在那裏經歷
離婚風暴，但也因此被神

觸摸。經上說：「若有人

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林後五：17），
當我重新認識神，進到神

話語裡的時候，我不斷地

被調整及改變，「...因你
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

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

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西三：9～ 10）因為經
歷，我就想更深的認識

神，我定了靈修及讀經進

度，自己也覺得一直在更

新變化，感謝神的大能！

接下來的日子我繼

續學習，也參與服事，在

期滿的時候想離開晨曦

會，但經禱告沒有平安所

以繼續留下學習。第二

年，神給了我特別的恩

典，我被外調去台北三峽

（歸回團契）福音戒毒機

構，參與服事操練生命

成長，回想起經歷神的

經文：「誰能使我們與

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

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

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

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寫見證，見證祂大能

的拯救和恩典。其實我能存活就是恩典，         

十二年前的我竟是一名可怕的酒精上癮者！

唯祂  拯救是

劍嗎？」（羅八：35）我
那時正經歷婚姻風暴，我

極其難過無法禱告甚至埋

怨神，而這節經文就一直

出現，在上課、靈修、或

是弟兄分享經文時都會出

現。因為如此，我再一次

深切禱告神以求安慰，而

神也讓我經歷祂的愛，禱

告時我裡面有微小聲音，

卻是極大的震撼，原來神

這樣的愛我！我再一次深

思我與主的關係，我只能

說：主啊！我感謝祢。

又經過一段學習的時

間，我更深經歷神的愛是

何等的長闊高深！所以我

知道，不只是我這樣的人

需要神的愛，是所有的人

都需要神的愛，因此我決

定報考神學院裝備自己，

希望在裝備以後能傳揚福

音，成為管道讓神的愛流

給他人，「為要與人同得

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

23b）。而我又有特別的
生命經歷，經上說：「你

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

兄」( 路二十二：32b)，
所以更應該回應神所賜給

我的恩典。後來進入信義

神學院裝備一年，因為婚

姻的關係休學，但感謝神

沒讓我離開學院，讓我繼

續留在學院當同工，走這

學習服事的道路。

歷經五次在醫院和

療養院戒酒，沒有一次成

功，反而是越來越糟糕，

更在第五次經歷生死關頭

走一回。直到認識獨一真

神，相信祂！倚靠祂！我

才能脫離酒精的捆綁，真

的唯有耶穌是拯救。



經常費不足(歷年累計至2016/2/29)                 元 (含特別經常費：擴建內裝 +設備不足 $15,774,000 元 )$36,499,000

37,58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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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承 傳 因 信 稱 義、 陶 塑 十 架 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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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mony
Be My

第一梯次 │ 報名截止日 – 5/31( 二 )
 筆試 
 筆試地點： 
  北區：新竹 – 中華信義神學院

  南區：高雄 – 台灣信義會前鎮教會

             (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1320 號 )

 口試 
 地點：新竹 ( 中華信義神學院 )

1. 三年制─	清楚蒙召，決志一生專職事奉主，

未來以牧會、傳道為職志者。

2. 二年制─	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

三年（含）以上者。

	 		( 需具神學士或宗教教育學士學位 )		

為專科畢業生	( 二、三、五專 )或大學肄業者補

足學歷所設，修畢後可直接修讀碩士部學位。

培養教會中愛心與見識兼具，並能回應時代需要

的牧養輔導人才

⊙招生對象

⊙招生科別
道學碩士

碩士預科

關顧與輔導碩士

有心服事之基督徒，願意全時間進修碩士部一年

制神學進修證書科。

神學進修證書科

有心全職事奉，具高中 (職 ) 或同等學歷者。免

筆試，口試通過即可入學。(限第二梯招生 )

神學學士科

已接受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

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

服事的基督徒

第二梯次 │ 報名截止日 – 7/22( 五 )
 筆試、口試：

 地點：新竹 ( 中華信義神學院 )

筆試科目包括聖經、國文、英文、心理測驗，詳細內容

請參考招生簡章。

	 	朱頌恩老師│主授舊約

 	林盈沼老師│主授新約

  陳冠賢牧師│主授系統神學

  魯思豪牧師│主授宣教

  蕭淑拿老師│主授聖樂

  謝娜敏博士 │主授關顧輔導

  柯安得牧師 Jukka Kääriäinen │主授系統神學

  歐祈人牧師 Stephen Oliver │主授新約  

  夏義正牧師 Immanuel Scharrer │主授舊約

  施以恩老師 Joachim Schmid │主授教會歷史

  

	 院長	劉孝勇牧師│主授舊約

	榮譽院長	俞繼斌牧師│主授教牧神學

	榮休教授	潘佳耀牧師│主授歷史神學

Concordia Seminary Ph. D.

Boston University Th. D. / Concordia Seminary D. D.

Lutheran School of Theology at Chicago Th. D.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博士候選人

School of Mission and Theology, Norway Ph. D Candidate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博士候選人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博士候選人

City Conservatory of Vienna M.A. in Music Austria
台南神學院宗教音樂碩士

Biola University 臨床心理學博士

Fordham University Ph. D.

Concordia Seminary Ph. D.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Ph. D.

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 London, England  Ph. D Candidate

專任老師

本院所頒學位皆獲亞洲神學協會認證

聯絡我們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51巷 11號
電話：03-5710023 ext.3132 張姐妹
Email：hsinshen@ms1.hinet.net
傳真：03-5726425
網址：http://www.cls.org.tw

2016/06/18( 六 )

2016/08/06( 六 )

2016/06/25( 六 )

路德神學研究所、教牧博士科招生，請參本院網站。

◎各科別詳細內容請參考招生簡章

2016年 APELT研習

 活
動集錦

A 組歐祈人牧師 ---路德回應「未知生，焉知死」：以惟獨聖
經詮釋

B 組俞繼斌牧師 ---惟獨聖經與講道
C 組夏義正牧師 ---惟獨聖經與宣教

學院於 3/14舉辦一年一次 APELT研
習會，此次主題是『惟獨聖經』，總共有

200多位學員參加。
為什麼當年會出現改教的風潮？為什

麼一個德國威丁堡的傳道人可以掀起世界

性的狂風巨浪 ?教會如何持守所信 ?如何
走下去 ?基督徒的信仰內涵是什麼 ?等等
問題都與『惟獨聖經』(Sola Scriptrua)密切
關連。此次研習也分三組針對不同的主題

來進行討論：

兩位前任及現任院長

協助貼院訊

寒假密集課程

神學講座

師生 &同工慶生會

2016 │第二季

奉獻帳號   郵撥：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帳號：01121881 或
 彰化銀行 -新竹分行，  帳號：5727-01-2030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