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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內肢體平安：

農曆春節剛過，大地回春，天氣漸漸温暖起來，值此時節，神學院和各

級學校的學生，也都陸續返回學校，開始新學期的學習。

在這個本來令人期待和興奮的時節裡，到處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似乎澆

熄了許多人追求智識技能的熱誠，不但如此，大型聚會縮小或不辦、筵席減

少、飛機航班取消、運動賽事改期，演唱會也不開了。走在街上或車站裡，

放眼望去，「滿城盡是口罩面」。看起來，這個威力更勝 SARS 的世紀疫疾

比冷嗖嗖的空氣和寒風，更讓人聞之色變。人們對健康議題的關注，其沸騰

的程度一點也不輸政治上的選舉，人們活在惶恐和擔心裡，就算嘴裡不說出

來，從生活習慣的改變也可以看得出這樣的不安。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反思，

基督徒的倚靠和盼望是什麼？教會難道不該在最動盪的世界中，成為主的見

證嗎？路德在《小問答》的信經第二段中，提醒世人基督的救贖之功：「祂

救贖我這失喪被定罪的人，從諸般罪惡、死亡、和魔鬼的權柄中贖買我、奪

獲我；不是用金銀，乃是用祂的聖寶血，和無辜的苦難、死亡」。基督付上

如此大的代價，來救贖我們這般軟弱可憐又常常悖逆的罪人，到底是為什麼

呢？路德繼續解釋這攸關我們生命的信經—「為要使我屬於祂，在祂的國度

管理之下活著，並永遠在公義無罪，和幸福內服事祂。」這回應了使徒保羅

在哥林多後書五章 15 節所宣告的：「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

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屬主的人，為主而活，這不正

是我們基督徒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中，最名符其實的見證嗎？

今年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是二月二十六日，教會年的預苦期、

聖週、和受難日都接踵而來，讓我們在這特別的節期中，把一切的焦點放在

基督的身上。這段時間裡，不管你想操練禁食或刻苦己心，唱詩歌、禱告、

默想、靈修、敬拜，都不要將你的注意力從基督的身上移開。若主感動你，

催逼你來參加今年的 APELT 講座(三月 7、9、14 日共三場)，不要銷滅聖

靈的感動，趕快報名參加。今年的 APELT 講座的主講人是優異的路德宗學

者——協同神學院的歐使華教授（Dr. Jeffery Oschwald）——講題正是四個

惟獨系列的高潮「惟獨基督」。如果聖靈感動你，上帝奇妙的呼召臨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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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藉著信心明白上帝要用你的一生來服事祂；請你更要勇敢地、喜樂地、放膽

地，把自己全然獻上，為主所用。信神等著你來報考，這個屬神的大家庭敞開

著大門迎接你，來成為這屬靈大家庭的一份子，與我們同奔天路。

　　願主耶穌的恩惠與平安常和你們眾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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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屬靈夥伴

2020/1/4 儲備師資感恩茶會與會者合照

院長                牧師劉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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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被遺忘的 1520 年？

本期焦點
每當新的一年到來，「新年新希望」似乎總

是催促著人們跳脫週而復始的循環、重新檢視自

己的目標——更準確地說，呼召——進而調整行

走的步伐與方向。信神院訊的編輯工作亦然，若

院訊是學院與弟兄姐妹互動的管道，抑或是一個

服事眾教會的方式，那或許定期地修剪、更新框

架是有益處的。

很榮幸本期的院訊能以嶄新的面貌與您見

面，除了在版面設計方面提供較佳的可讀性之

外，內容的架構也有些許的調整。新版院訊最大

的不同在於新增【總會消息】與【校園紀實】兩

個專欄，前者透過邀請不同總會的牧者分享教會

的發展與事工近況，盼望藉此加深總會教會間的

刊頭

連結與代禱；後者則紀錄近期學院的聚會

與校園生活點滴，透過師生第一手的記錄

與您分享在主裡經歷的恩典。

另一方面，我們也相信宗教改革的寶

貴遺產是當今教會能保有活力與踐行的關

鍵，而宗教改革卻不是九十五條論綱的片

刻之功。本期邀請陳冠賢老師帶領我們重

返路德的改教旅程，一同了解聖禮、

善功等基督新教重要的討論如何在五

百年前的今天被確立，使如今的我們

都在此亮光中奔走天路。

不知道信神院訊之於你是一份怎

麼樣的刊物？我們十分企盼能聽到您

的回應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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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

的一五一七年，或是他在皇帝

查理五世（Charles V）及教廷代表面前，堅

定聲稱：「這是我的立場，我不得不如此。

願上帝幫助我，阿們。（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 Gott helfe mir. Amen.）」的一五二

一年，距今正好五百年的一五二零年，並未

獲得基督新教關愛的眼神。事實上，一五二

零年在早期改革運動中可說是至為關鍵的一

年。一方面，當時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造

成路德及其同僚與教廷間的裂痕愈形擴大，

令改革運動已無回頭之可能。另一方面，路

德在一五二零年所發表的多篇著作，不僅為

改革運動提供整全的面貌，並且其中的論點

與主張也為不同改革陣營所接納，並為後世

基督新教所繼承。適逢五百週年，值得認識

這被遺忘的一五二零年。

針鋒相對的一五二零

一五二零年最為關鍵的事件，莫過於教

宗利奧十世（ Leo X ）於六月十五日頒佈名

為《主起來吧》（Exsurge Domine）諭令。

在此諭令中，教宗譴責路德在不同著作中所

本期焦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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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冠賢老師（本院系統神學專任老師）

一五一七年常被視為改革運動的元年，因為那一年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但改革運動是

一連串、面對不同議題的回應，距今五百年前的一五二零年，路德有許多重要作品，值得現今

教會仔細認識。透過這些作品，教會可以反思所繼承的傳統，再思信仰的核心精神，更具體地

理解「惟獨聖經、惟獨恩典、惟獨信心和惟獨基督」這四個重要的改革元素，如何具體又詳實

地呈現在這些作品中。以至於不再是「被遺忘的一五二零年」，而是「寶貴的一五二零年」。



提出之命題「是屬於異端，或是誹謗性，或

是虛假的，或冒犯虔敬信徒的耳朵，或對思

想單純的人來說是帶危險性的，又或對大公

真理具顛覆性的」1，並要求路德必須於六十

日內撤回其主張，否則將遭受絕罰（excom-

munication）。此諭令於三個月後送達路德

手中，造成他情緒波動。同時教廷也派遣厄

克和亞良德（Eck and Aleander）於德意志

地區發行諭令，雖遭受各地區拖延或抵制，

但仍舊完成公開發行，並在魯汶、科隆、萊

比錫等地公開焚燒路德著作。十二月十日，

亦即諭令送達威登堡滿六十日，威登堡大學

神學系多位教授，以公開焚燒經院神學著作

及教廷法典方式回應，而路德則公開焚燬教

宗諭令，表明自己絕不撤回主張。六天之

後，路德也發表《為何焚燒教宗及其門徒的

書籍》2予以回敬。翌年元月三日，教宗發佈

1   Exsurge Domie, DH 1451-1492. 引自《從衝突到共融：2017年信義宗—天主教共同紀念改革運動合一譯本》（香港：
道聲，2017），頁 27。

2   Why the Books of the Pope and his Disciples Were Burned, in LW 31:383-395.

3   Treatise on Good Works, in LW 44: 21-114；中譯參見《路德選集》（上）（李廣生編，新修訂版，香港：基督教文
藝，2017年），頁51-130。

4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ristian Estate, in LW 44: 123-217
；中譯參見《路德選集》（上），頁185-256。

5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in LW 36: 3-126；中譯參見《路德選集》（上），頁263-358。

6   The 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in LW 31: 333-377；中譯參見《路德選集》（上），頁363-394。

7   Explanation of Some Articles in His Sermon on the Holy Sacrament, in WA 6: 78-83.

8   Fourteen Consolations, in LW 42: 121-166.

9   Discussion on How Confession Be Made, in LW 39: 23-47.

10   The Papacy in Rome, Against the Most Celebrated Romanist in Leipzig, in LW 39: 49-104；中譯參見《路德選
集》（上），頁135-179。

《羅馬宗座應該》詔書（Decet Romanum 

Pontificem）宣告對路德施以絕罰，至此改

革陣營與教廷之間正式決裂。

改革三大文獻之外

而路德也在一五二零年先後發表多篇重

要著作，其中為人熟知的莫過於《論善功》3

、《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4、《教會

被擄於巴比倫》5 和《基督徒的自由》6等，

而後三篇也被並列稱為「改革三大文獻」。

此外，同年其他的著作包括：《於聖餐講章

中某些條文的解釋》7、《十四項勸慰》8、《

如何認罪之討論》9、《羅馬教宗權柄》10、

路德在一五二零年所發表的多篇著作，
不僅為改革運動提供整全的面貌，並且
其中的論點與主張也為不同改革陣營所
接納，並為後世基督新教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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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約，亦即神聖彌撒》11及《為何焚燒教

宗及其門徒的書籍》等。而在這些著作中，

可看見路德所關注三個議題，亦即有關聖禮

之理解的改革，有關善功理解的改革，以及

有關祭司職份理解的改革。

再思聖禮、信心與行為

有關聖禮理解的改革，可分為兩部分：

首先，路德延續他在一五一九年三篇聖禮講

章中的論點12，並本於聖經強調聖禮的核心是

基督的赦罪應許13，反對中世紀神學將彌撒（

即聖餐禮）視為獻祭與善功14。並且他也指出

唯獨信徒藉以領受聖餐應許的信心，使基督

徒都為祭司，「藉著與聖餐相連的信心，在

基督裡並透過基督將自己、需要、禱告、讚

美和感恩獻上」15。其次，在《教會被擄於巴

11   A Treatise o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is, the Holy Mass, in LW 35: 79-111.

12   分別為「論告解禮」(The Sacrament of Penance, in LW 35:9-27)、「論聖洗禮」(The Holy and Blessed Sacra-
ment of Baptism, in LW 35:29-43)和「論基督聖潔真體的崇高聖禮」(The Blessed Sacrament of the Holy and Tru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Brotherhood, in LW 35:49-73)，中譯收錄於《九十五條—改革運動初期文獻六篇》（鄧肇明
譯，香港：道聲，2004年）。

13   LW 35:82-86.

14   LW 35:97-101.

15   LW 35:102.

16   即洗禮、堅振禮、告解禮、聖餐禮、婚禮、授職禮和臨終抹油禮。

17   《路德選集》（上），頁54。

比倫》中，他依據聖經檢視中世紀教會的七

項聖禮16，指出唯有耶穌基督所設立，表明赦

罪福音應許，並具有外在記號的洗禮和聖餐

禮才為聖禮。自此之後，改革陣營對於聖禮

的認定大致底定，即便後來改革陣營中對於

聖禮的理解仍有所分歧。而有關善功理解的

改革，路德主要是反對中世紀所主張之「由

愛所形塑的信心」(fides caritate formata)

。在《論善功》中，首先他根據中世紀教會

所熟稔之問答要素：十誡，申明唯獨上帝的

誡命方為善功之判準，並指出信靠基督，領

受上帝在基督裡悅納我們的恩典，乃是成全

第一誡所表明之首要善功。17其次，他也本於

第一誡及其所表明之信心，對其他誡命加以

詮釋，提出以信心為本的善功觀。此外，路

德不僅釐清信心與行為間之關係，並且也肯

定憑信心而行之日常生活與各種職業，同樣

是服事上帝的表現。這也使長期備受忽視的

俗世身份與生活，獲得合宜的地位與肯定。

最後，有關祭司職分的理解，在《致德意志

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中，路德反對將祭司職

他依據聖經檢視中世紀教會的七項聖禮，
指出唯有耶穌基督所設立，表明赦罪福音
應許，並具有外在記號的洗禮和聖餐禮才
為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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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限定於專指神職體系，而是回歸

聖經，強調信徒皆祭司的真理。18同

時，他也強調信徒解釋聖經、參與

教會改革之必要性，而這也為聖經

翻譯與研讀和信徒普遍能參與教會

事奉奠定基礎。

惟獨聖經、恩典、信心與基督

綜觀上述介紹，我們可發現路

德於一五二零年著述中所提出之多

項主張，不僅是為後世基督新教所

承襲，並且這些主張之間也彼此緊

密關連，相互支持。而他所提出的

這些主張，也都和四個唯獨：惟獨

聖經、惟獨恩典、惟獨信心和惟獨

基督，息息相關，即使他未必直接

陳述。值此五百週年的時刻，筆者

誠懇地建議各位讀者，不妨把握機

會翻閱上述提及的路德著作。不僅

藉此機會更加瞭解路德所提出之改

革主張，同時也對現今之相關實踐

有所反思。

18   《路德選集》（上），頁188-194。

本篇著作1發表於一五二零年六月，是改革運動前期極為重

要的文獻之一，與同年路德所發表之《教會被擄於巴比倫》、

《基督徒的自由》並稱為「改革大憲章」。本篇著作共分三部

分，在第一部份中，路德從神學層面揭發教宗制度所築起三道

有如耶利哥城牆的障礙，亦即：一、屬靈權柄高於俗世權柄；

二、只有教宗才有權解釋聖經；三、只有教宗才能召開教會會

議。並以「信徒皆祭司」為武器，逐一攻破這三道城牆。首

先，他釐清神職與信徒間的差別不在於「階級」，而是「職務

和工作上的差別」2。同時他也表明當具有俗世權柄者為基督徒

時，他有責任和權力去制止罪惡，即使是教宗、主教或神父。

其次，他引用聖經表明唯有教宗才有權力解釋聖經並無聖經根

據，相反地，他勸告教廷要謙卑傾聽本於信心解釋聖經之人的

聲音。至於第三道城牆，在路德以聖經、教會歷史為論據的攻

擊下，也隨之瓦解，並主張「在必要和教宗危害全基督教的時

候，第一個有能力的人，就應該以他作全身的忠實肢體的身分

來盡其所能，召集一個真自由的會議。」 3

第二部分則是針對當時教會濫權所產生之諸多弊病的列舉

清單，包括教宗的世俗化及教廷販賣神職、贖罪券等。而在本

篇最後，路德也具體提出改革的建議措施，包括：限制教宗擅

自實施管理、委任、徵稅；允許神職人員結婚；降低或取消教

會律例之刑罰；約束為死者舉行彌撒、朝聖；減少非必要之聖

徒節日；改良大學中的神學教育；改良法律以取締重利、醉

酒、敗德等。本篇著作之影響誠如章文新所言：「這是『教宗

之城』破壞，『基督之城』重新恢復的源起。」4從此信徒不再

受教階制度不當的轄制，具有解釋聖經，並可參與教會改革與

服事，實乃本篇著作劃時代之貢獻。

1   現行中譯有兩個版本，分別收錄於《路德選集》（上）（新編修版，香港：
基督教文藝，2017），185-256 頁，及《路德文集》（卷四）（香港：路德會
文字部，2015），108-210 頁。

2   《路德選集》（上），190 頁。

3   《路德選集》（上），196 頁。

4   《路德選集》（上），182 頁。

《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

枉然儆醒。」

––詩一二七 1

這是一段高中初信主時，我就非常

喜愛的一段經文。

為上帝設計一座教堂曾經是我大學就讀

建築系時期的夢想，但從來沒想到，雖然我

沒有機會真正成為執筆建堂聖工的建築師，

卻以另外一種形式參與在這「進行中」的建

堂聖工接力賽中。關於竹北勝利堂建堂的歷

史，要說到距今十年前。在 2010 年的 5月，

李四海牧師帶領一百位新竹勝利堂的弟兄姊

妹來到現在高鐵站步行八分鐘的教會現址建

立教會。隨著都市化、快速發展的高鐵區，

從初出來到竹北一片空曠直到高樓林立，同

工們在植堂前期，已經預見未來福音的需要

和人數成長下空間的需要。因此，早在 2012 

年 3 月下旬長執會便設立了建堂小組，為教

會長遠在竹北發展作預備。

從 2012 年，一直到 2019 年的最後一

天，取得建築執照。這一路走來是牧者、同

工陸陸續續一同在建堂聖工接力賽中一起往

前奔跑。我們一家是 2015 年 9 月來到竹北

勝利堂服事，在期間也參與長執們諸多的熱

切地討論、溝通、思想、做夢與禱告。從起

初的發想，到最後在竹北精華地段蓋一座大

人加孩子 700 人同時聚會的教堂，這大概不

是起初來到竹北拓植的弟兄姊妹的計畫。

這些年來，建堂最大的挑戰，其實是挑

戰著我們面對「未知」。當我們無法完全掌

控「時間」、「金錢」與「未來」之時，「

未知」是一位巨大的敵人。在眾多難處與壓

力中、盡力、忠心的持守上帝量給我們的挑

戰與位份。

總會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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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中信靠
——竹北勝利堂建堂聖工分享

文｜陳慕天教師（中華信義會竹北勝利堂傳道人）

2010年，竹北勝利堂從母會新竹勝利堂差派到竹北建立教會。2012年即開始籌劃建堂小組，

為教會長遠深入的發展，及早做準備。這是「信心」的道路，也需要「忠心」地謹慎尋求。建

堂涉及的層面極廣，不只是選址的討論、會堂的設計與規劃，也包括金流與預算管制、以及對

於弟兄姐妹動員奉獻的進退智慧，都需要在信靠中，忠心地穩步前行。求主繼續帶領竹北勝利

堂的牧長與弟兄姐妹，建堂的過程也是學習的功課，使竹北勝利堂在新竹地區成為見證，好像

明光照耀。



時間上的挑戰

七年半中間，建堂的步伐大多是在緩慢

中前行，然而，直到 2017 年年底，隨著教

會增長到空間已經近乎飽和時，長執們終於

達成共識、並於會友代表大會通過要採購豐

邑京站成屋一案。眼看建堂的步伐正要加速

的同時，2018 年 2 月卻因著兩條合同沒有達

到共識而採購案終止協商。教會因此只能重

新啟動尋找購地自建替代方案。

然而，很快的就在三個月後，長執們與

會友凝聚共識，並決議採購復興一街上的土

地，於是從購堂、轉變為建堂的規劃也成為

教會未來的重要挑戰。同年 7 月，教會遴選

出張景堯建築師開始基本架構的規劃設計。

然而，為了調整預算經費在安全範圍內，建

堂小組與建築師進一步的重新檢討設計。也

因此，即便 2018 年 11 月我們已有第一份設

計圖說，建堂小組最終決議暫停第一版本的

設計，重新檢討預算。於是，建築圖說的修

訂、討論、預算的調整與報告，這一等，就

一直到 2019 年的八月我們才重新送出建照

圖說審核。而建照審核取得的時間，又讓我

們足足等候了四個月，才在 2019 年的最後

一天正式取得建築執照。

金錢上的挑戰

除了時間上的一波三折，建堂所需要花

費的金額對教會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挑戰。

從預算編列、買堂、到買地，如何在「信

心」、「忠心」上能有合宜的判斷是非常要

緊的。因此同工們在最起初，用心地評估、

透過每年結餘款、教堂租金、推動建堂奉獻

額度來推算保守金錢流動的管控，這些其實

都是建堂聖工的基礎，但卻是不容易被看見

的一部份。從購堂到建堂，每一分錢的增

加，同工們都分外謹慎，也有諸多討論考量

才提到會友代表大會報告。

在龐大的金錢壓力下，同時牧師並不希

望建堂的聖工阻攔了教會差傳推動宣教的事

奉。因此在 2019 年 9 月，青少年傳道溫

曉恩教師及吳欣芸師母也正式跨出宣教的步

伐，前往 Radius Asia 進行宣教培訓。在

金錢上看似缺乏，卻也看見弟兄姊妹樂意在

建堂聖工中的擺上，其中更有母堂新竹勝利

堂和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總會以及各分堂的支

持，每一份在主裡的支持，都深深體會在主

裡一家的溫暖。

未來的想像與挑戰

在建築的設計上，建築師在教堂的側面

擷取船的弧牆塑造方舟的意象。在正立面，

以一白色弧線的造型牆表現聖經的圖像，強

調教會以上帝話語為中心的訊息。教堂的左

側樓梯的量體拉高，創造出登耶和華聖山的

情景。在設計空間的意象之外，更需要考量

的是，如何在有限的容積、基地範圍內、創

造出「家」的氛圍、如何保有教會發展的「

彈性」。因此舉凡多少間廁所、走廊能夠多

寬、門開多大、多少間教室、空間、每一間

的大小、動線如何規劃、電梯的最大容積、

尿布台、親子廁所、還有不計其數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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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未知中一步一步溝通並擬定。在空間

規劃的背後，更不用提還有各樣招標、邀

標、行政的工作。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靠

一己之力完成的工作。

建堂與其說是弟兄姊妹熱心為神做的

聖工，但其實同時間卻也是神試煉祂兒女

心志的磨練場。一個家若有五口，五個人

對一個要買的新家或新造的家就會有五種

不同的想像，三百人的教會、五百人的教

會則有三百、五百種對建堂的想像。當事

情的發展並不如我們預期、當時間的等待

消磨了我們的熱情、當金錢的壓力和對未

來無法掌握的時候，是什麼驅動我們繼續

的往前?

若不是神自己的手推動我們往前，建

堂的接力賽是難以前行。上帝的教堂她又

是「為了人所造」，卻「又不是為人所

造」。一方面，教堂是上帝兒女所聚集敬

拜的場域；另外一方面，教堂的目的是為

了宣揚、見證、榮耀上帝的名。因此，在

未知中，我們總需要不斷、持續、堅定的

再次回到神面前，把建堂的各樣難處、軟

弱帶到主的面前來。但知道，祂掌權、祂

是歷史的主、祂是教會的主、祂更是在我

們獻上自己時，與我們同行、同工的主。

一座教堂在城市中被建造，她將成為

未來五十年、一百年都市景觀中的一部

份。她是改變都市樣貌的一座建築，教堂

的本身就是一個見證的器皿。神量給竹北

勝利堂恩典，承接了在高鐵區建堂的聖

工，這不是起初所有人的想像。這一份特

別的使命，卻也是極為不容易的挑戰，也

需要主裡的弟兄姊妹繼續為我們守望。因

著實際投入與參與在建堂的聖工中，我真

心的敬佩在過去七年半的日子裡，每一位

參與在建堂聖工中的弟兄姊妹。無論過程

中，同工們的想法、意見、聲音是否與最

後的成果相符合，在屬靈的眼光來看，這

些彷彿消失在空氣中的一份心力，都一點

一滴的成為新堂的養分、也都一磚一石的

為教堂打下了根基。

建堂的歷程，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問我

們自己，為什麼我們要建堂?一座教堂對於

一座城市的意義究竟為何?當教會決心走上

購地自建的路時，教堂的興建便是在都市

中，繪製都市百年樣貌的行動之一。當我

們忠心走在建造地上的教堂，我們也要同

時堅定的建造上帝的殿（我們的生命）。

教堂總有一天會變舊、但生命的故事會越

寫越多，新堂會吸引人的目光，但生命的

成熟與厚度、福音的廣傳卻是我們深切盼

望的未來。

建堂是上帝給我們的挑戰、也是一份

禮物，讓我們學習在未知中信靠、在壓力

中忠心、在困境中仰望，前行不放棄。願

神的名在眾教會中得榮耀，也願上帝的兒

女們在各地，一同堅守福音的使命，傳揚

基督聖名！

12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牧養我們的鄰居，愛神愛鄰舍，

全心愛神、盡力愛人，這是

我們教會的核心精神！」

2005 年，當時高雄牧鄰行道會有位姐妹

以福音的心志在林邊開設補習班，在上帝的

恩典中，帶領了部分家長與孩子信主，每週

開車帶學生到高雄聚會，之後與牧者領受共

同異象：開括當地的教會就近牧養，教會開

始為這事禱告，並到當地行走禱告，最後選

擇在東港。從推動福音移民開始，早期教會

的同工也高雄、東港兩地通勤，思考與尋求

服事東港的道路。

風災的恩典與挑戰

2009 年的八八風災，屏東縣是受創最嚴

重的區域之一，由於林邊溪堤防潰堤，導致

林邊、佳冬等地遭大水淹沒，東港一帶也是

多處淹水。 2009 年 8 月 8 日剛好是禮拜

六，那時候一位同工原本想留在東港的教會

據點，繼續預備隔天的主日聚會。雖然雨勢

已經很大，但想著預備主日的重要，心中實

在不願意離開東港回到高雄......但最後因沒水

沒電，不得不聽從友人的催促，大半夜跟著

友人離開，隔天一早同工準備返回教會，才

知在他們經過雙園大橋約一個小時後，雙園

13貳零貳零三月

牧養我們的鄰舍
——東港牧鄰行道會與信神基宣

文｜蔣伊鈞傳道（中華信義神學院信徒神學教育處主任）

信神的基宣學程設立20多年來，期待透過神學院的邀請與推動，鼓勵台灣教會更多看到本地基

層宣教的重要性，並透過與神學院的課程合作，深化弟兄姐妹的事奉訓練，成為合神心意的器

皿。東港牧鄰行道會是一個看重社區事工，又堅守福音使命的鄉鎮教會，盼望透過信神與他們

的同工，成為東港地區的祝福，繼續傳揚上帝的大能福音。

｜ 信徒神學專欄 



大橋就因為高屏溪肆虐的洪水沖襲，橋面塌

落，同工深深感謝神的憐憫與保守，才得平

安回到高雄。

風災之後，更是挑戰的開始，大量且複

雜的事工接踵而來。幫助災民的送餐服務、

接待各教會協助清理的志工，以及短期收容

中心的服事，讓東港牧鄰教會成為社區救

災事工的重要據點。人力調配、物資發放等

事工的衝擊，沒有讓同工們退卻，反而更加

堅定「牧養我們的鄰舍」這個異象。這個時

候，除了東港，林邊也成立了牧鄰教會，為

著屏東受災區的福音需要，齊心努力。

牧鄰：從愛鄰舍做起

教會成立之後，為落實牧養鄰舍的社區

事工，與救助協會合作開設課後輔導班，接

觸下一代的孩子。每週也有從高雄來的弟兄

姐妹，以小組為單位，在東港的夜市進行佈

道。也透過這些事工，更加深入地了解東港

這塊土地。課輔班的過程也不容易，有些學

生因為家庭疏於照顧，常常流著鼻涕、不修

邊幅地來到教會，對人也沒有基本的應對禮

貌......透過教會同工、課輔老師的陪伴，這些

孩子可以在教會中被照顧，也有接觸福音的

關鍵機會。教會同工也分享當時常有家長晚

上、甚至半夜找不到孩子，打來教會求助，

教會同工也只好帶著自己年幼的孩子，騎著

機車，在東港的大街小巷中尋找迷失的小

羊......這是為了「牧養我們的鄰舍」，擺上的

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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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新移民事工更是充滿血淚，東港

因為漁業需求，常聘僱大量外籍移工。但部

分台灣雇主對待外籍移工不是太友善，也沒

有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教會同工關心的移

工中，有一個印尼漁工在船上作業中發生意

外死亡，雇主所保的強制險應該給付 180 萬

的保險理賠，但漁工家屬領到的，往往只有

一兩萬塊......家屬還要負擔自己來台的機票，

以及後續的喪葬費用，這對移工家庭來說，

都是不小的負擔。或是一個工作大半年的移

工，應該給他十多萬的薪水，其實已經不

多，但也有僱主只給了一萬多......教會的同工

在關心移工之餘，也提供相應的法規諮詢，

甚至協助與雇主溝通，這些在異地打拼的辛

苦移工，在教會的關懷中，也體會從神而來

的恩慈與安慰。

與信義神學院的合作

鄉鎮的福音工作不易，人力的流失、高

風險的家庭、產業的變動、移工的議題、牧

者的難尋，都成為教會真實的挑戰，但同工

們服事的心志沒有因為這些困難而改變，反

而更加確信這是上帝呼召他們在此地的服

事，挑戰一直都有，但上帝的恩典，也總是

夠用！也感謝高雄巨蛋牧鄰行道會的林牧

師，為期三年之久，固定來東港牧鄰行道會

的禱告會，一同在禱告中彼此堅固，也安

慰、激勵著同工們的心。

從 2019 年 5 月開始，東港牧鄰行道會

和信義神學院基宣學程合作，期待透過神學

院的課程資源，深化教會的同工訓練與門徒

造就。幾位學生從「讀經生活與查經」、「

敬拜與生命建造」開始，漸漸習慣、也期待

每週的學習。在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同時，

對福音的認識、信仰的深度，也漸漸增長。

忠心「牧養鄰舍」的這群人，也在上帝的道

中，首先被耶穌基督的福音牧養，活出愛神

愛人的呼召。

這是信神最南端的教學據點，需要大家

的代禱與關心，距離雖然遙遠，但在上帝的

國度中，他們是我們的弟兄姐妹，為著這群

忠心良善的僕人感恩，願上帝使用他們的擺

上，成就美好的果子！

15貳零貳零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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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7月基宣課表
中華信義神學院

五股

龜山

新竹

豐原

左營

東港

基礎神學｜苗其華牧師

五股基督教豐盛堂｜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路三段133號2樓樓

新約⼈人物｜蔣伊鈞傳道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路三段99巷16-5號

舊約⼈人物｜董俐元老師

中華信義神學院｜新⽵竹市⼤大學路路51巷11號

個⼈人靈修⽣生活｜陳增韡牧師

豐原浸信會｜台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79巷45號

向基層傳福⾳音｜⾼高英茂牧師

中華⺠民國台灣信義會⼗十全教會｜⾼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路2號3樓樓之1

豐盛⽣生命的建造與使命｜

中華基督教⾏行行道會東港牧鄰教會｜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路⼀一段297-3號

學分費：2,500元，新⽣生需另外繳交500元報名費

｜信徒神學教育處助理理 古姐妹 03-571-0023#3170｜

鄒博岱傳道

黃珮瑛傳道



學院動態消息

院 長 室

教 務 處

信徒神學
教 育 處

企 劃 部

學 務 處

路德神學
研 究 所

敎 牧
博 士 科

教牧關顧
中 心

  •3/2  舉行第十一屆第十二次法人
董事會

  •4/9  受難崇拜
  •4/20 赴正道神學院參加神學院校

聯合會

  •2020 APELT【惟獨基督】講座： 
3/7（台北，靈光堂）、3/9（新
竹，信義神學院）、3/14（嘉
義，蘭潭教會）

  •神學主日：歡迎各教會邀請學院老
師前往主日證道！

  •3 月份新課程【藝術中的信仰觀】
與竹北勝利堂合作開課，由陳韻琳
老師授課

  •【路德神學導論】遠距課程，預計
9月開課。以上相關訊息請至信徒
神學教育處查閱。

  •108 學年度下學期早崇拜（學期間
週二、四 11:00-12:00），歡迎弟
兄姊妹參與，詳情請參閱網站

  •3/18 預苦期禱告會
  •4/23 路德盃運動日
  •5/8 實習牧長座談會

  •本學年度下學期院本部學生 67 人 
  •2020 學院的招生資訊請參見書末

的〈招生簡章〉

  •2019 年秋錄取一位新生：林以諾
  •本學期共開設二門課：潘佳耀牧師

【路德及其時代】、歐使華牧師 
【路德與聖經】

  •2020 春季招生考試日期：4/17 
（報名截止日 3/27） 

  •2020 春季班於 4 月 13~17 日上
課，開設課程如下： 普梅恩博士
【跨文化宣教】 、俞繼斌牧師 
【十字架神學之牧養與關顧】

  •本學期教牧論壇暫訂於 4 月 6 日舉
行，歡迎牧長同工報名參加

  •教博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長同
工踴躍報名！報名資訊請參網站

  •2/24【從單身、交友到婚姻、家庭
的牧養】講座，李四海牧師、周仲
平師母主講 

  •4/20 【依附型態對教會服事的影
響】講座，羅安諮商心理師主講

  •近期開始籌組【突破服事倦怠】讀
書會，預計 3 月開始閱讀，歡迎牧
長同工報名參加

  •5/18【情緒如何塑造健康的教會】
講座，王彼得牧師/博士主講

17貳零貳零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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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德國跟美國念神學院，我都

沒想到我有一天會得到博士學

位。在美國畢業之前，有一位教授鼓勵我

考慮繼續讀博士，其實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去台灣服事一定需要這個資格，但剛好我寫

了一篇關於洗禮的小論文，在研究的過程

中遇到了我未來指導老師 Tony Lane 寫的

一本書，滿喜歡他的想法。接下來聽了美

國教授的鼓勵，我發現 Tony 是英國倫敦神

學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的教

授，而且學校也有博士課程，所以我決定把

論文寄給他，問他在這個題目的範圍裡可不

可以寫一篇博士論文。然後我跟耶穌說：「

除了這個動作之外，我先不會做什麼，因為

要回去德國準備未來在台灣的服事。如果你

要我讀博士，你就為我展開一條路，不然就

算了！」我把論文寄給 Tony 之後，沒聽到

什麼消息。大約一年之後突然收到 Tony 的 

email，說電腦有問題太晚才看到，他說我

寫的很有趣，邀請我拜訪他，而且要討論未

來的研究題目。2013 年 8 月第一次去英國

拜訪 Tony 的時候，我還沒有很具體的想法

要研究什麼。我跟 Tony 討論我的想法，但

是我們都覺得不太適合，心裡一直禱告：「

耶穌，若你要我讀博士，請讓 Tony  說出一

個適合的方向，不然就算了。」在快要討論

完、要說再見的時候，Tony 突然說：「我

剛剛想到一個有趣的研究方向，你可以考慮

走這一條路！」他說明了一下他的想法，我

的博士研究題目就開始漸漸地具體了，而且

我知道耶穌回答了我的禱告。2013 年 10 月

又去了英國一趟參加博士研究課程，而且申

請提交研究提案都很順利，安排從 2014 年 

01 月開始正式讀博士。我一開始就知道這是

耶穌的安排，祂讓我開始這個研究，我明白

為了祂的榮耀祂會幫助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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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跟隨我主，幸福辛苦終於得福
儲備師資感恩紀實 ｜

文｜施以恩老師（本院歷史神學專任老師）

學院的專任師資林盈沼老師、施以恩老師、陳冠賢老師與朱頌恩老師分別於 2017 年底至 

2019 年中前後取得博士學位，歷時近十載的儲備師資計畫也達成階段性的任務。在這段朝

聖的旅程中，感謝眾弟兄姊妹的代禱與支持，其中有上帝無盡的恩典，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

酸甜苦辣。



2013 年 11 月我們家三個人（我跟太太

及第一個孩子）從德國搬到台北，開始學中

文，接下來五年過得很幸福也很辛苦。學中

文、認識台灣的文化跟新朋友、又生了兩個

寶寶、搬到新竹去、在中華信義神學院開始

服事、為德國差會做一些事工，但不管做什

麼都得同時研究與寫博士論文，還要每年回

去英國跟指導老師 Tony 討論我的進度。慢

慢地我越來越累，而且開始懷疑我自己的能

力跟資格。但每次懷疑的時候，我就記得這

條讀博士的路，從開始就都是耶穌帶領的，

不是我努力找的，所以我要相信他會幫我完

成。終於 2019 年 1 月我提交博士論文，開

始準備考試。但一邊在信神教書，一邊準備

考試，我就很明白我準備得不夠好。我的口

試越靠近，我越害怕，不知道要做什麼：耶

穌最後會讓我失敗嗎？口試之前那一天，是

我一輩子最軟弱的一天，我懷疑我能不能通

過，我懷疑耶穌的愛，我太太也不知道要怎

麼幫助我。晚上我在恩慈樓的屋頂禱告，給

德國的兄弟打電話告訴他我的害怕。他說：

「以恩，你被呼召到台灣教書，你不夠好，

你太軟弱，我們的主早就知道，但從創立世

界以前祂就揀選了你！你不只是為了服事被

呼召，你也是耶穌選好的孩子，他不會讓你

失敗！」我聽到兄弟的話，就好像聽到主耶

穌安慰的話，很奇妙地馬上就冷靜下來了。

第二天去英國口試，雖然不容易但還是通過

了，順利在 2019 年 6 月畢業了。

這六年的博士研究讓我更了解我的軟

弱，我的限制，但同時也讓我看到我太太跟

家人的愛、耐心跟支持，很多朋友的禱告跟

關心，我們主耶穌的引導跟照顧。耶穌什

麼都安排好了，我們只要跟隨祂一步一步的

走，雖然這個也不是代表什麼都容易，但最

後還是會受到祂的祝福。但最大的祝福不是

博士學位，而是重新能看到主耶穌永不改變

的信實。 

十全教會  5,000 王幼芳 (獎助學金)  2,000 主恩06  3,000 台北永生堂  100,000 朱育德  3,000 
十全教會會友  3,500 王宏恩  1,000 主恩19  4,000 台北信友堂（宣教）  54,000 朱美蓉  3,000 
三峽復興堂  9,000 王修紅  200 主恩41  3,000 台北信義堂  5,000 朱清棋  4,500 
大寶寶  3,000 王素貞  1,000 主恩51  150,000 台北救恩堂  30,000 朱頌恩  11,500 
小港教會  3,000 王國慶  200 主恩60  50,000 左營復活堂  10,000 朱鴻鈞  500 
中嵙頌恩堂  3,000 王詩綺  1,500 主恩73  6,000 中華民國台灣信義會  105,161 竹一工程(股) (獎學金10000)  30,000 
中華信義會差會  85,000 王儀婷  2,000 主恩74  54,500 （出版費 100,161） 竹北勝利堂 (獎學金38000)  73,000 
中寶寶  6,000 王蘭芳  1,000 (牧關 16600, 宣教20000) 生命堂  6,000 竹有企業(股) 獎學金10000)  30,000 
太保教會  5,000 丘雨禎  6,000 主恩慕義堂會友  6,100 生命堂姊妹會  5,000 竹南勝利堂  7,910 
文宣書坊  500 主知名 (牧關中心)  500 加恩堂  3,050 田仁春 (儲備師資 1500)  13,000 何宛婷 （獎學金）  1,000 
方詠卉  3,000 主知名  1,000 北門聖教會  53,000 田榮美  1,000 何南善（代轉 2000）  4,000 
比拉迦教會  15,000 主知名  31,000 古文兆  6,000 白法正  2,000 何禹佩  3,000 
王一言  3,000 主恩01  10,000 台中真道堂  10,000 石光鄰  3,000 何虹儀  200 
王世吉  15,000 主恩02  860 台北市聚會處會友  300 任秀妍  3,000 何惠民  3,000 
王才沛  3,000 主恩03  36,000 台北市基督徒聚會處  30,000 成玲燕  3,000 何德三  500 
 (宣教1000, 牧關 1000)  

經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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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徵信
感謝眾弟兄姊妹長期在代禱、奉獻中紀念信神的需要，使我們深刻地體認上帝即時而豐富的供
應；盼望在新的一年中，你我都能持續經歷認識神而得的喜樂！

（2019/11/01-2020/1/31，按姓氏筆畫排列）



何藹棠  9,000 查   忻  2,000 陳明義  1,500 廖力毅  2,000 
余久子  500 柯以諾  6,000 陳明德  200 廖秀枝  50 
余明照  3,000 柯耀虔  3,000 陳玥蓉  2,000 廖家慶 (宣教 10000)  20,000 丁至剛  6,000 
余俊達  500 洪玉葉  200 陳芬蓉  100,000 廖慧娟  1,500 大寶寶  1,500 
余國欽  1,000 洪英傑（牧關）  2,000 陳阿絹  1,000 榮中禮拜堂 (獎學金)  40,000 主恩03  3,000 
余廣亮  3,000 洪森林  2,000 陳冠賢  11,000 滿州教會  10,000 主恩41  3,000 
吳佳蘋  300 洪賽娥  1,000 陳建宏  10,000 甄雁冰  1,000 主恩51  150,000 
吳宗賢  2,000 紀榮榮  4,000 陳思偉  2,000 福音信義傳道會  30,000 竹南勝利堂  30,000 
吳美玉  1,000 胡一君  40,000 陳秋信 許玉華  2,000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3,000 吳家駒  1,000 
吳家駒  1,000 胡椿子  3,000 陳秋進  500 福音信義會總會  20,000 吳海文  2,000 
吳海文 (師資1000)  4,000 苗其傑  3,000 陳美珠  4,000 福恩堂  8,100 吳聲昌  10,000 
吳進春  3,000 苗栗福音堂  23,400 陳致仁  2,000 蒙福之家（宣教）  3,000 吳顯揚  50,000 
吳嘉魁  5,000 苗栗福音堂會友  800 陳恭猛  4,000 趙安惠  500 汪濟民 林元淑  5,000 
吳聲昌  5,000 范兆禧 (宣教 1500)  3,000 陳國雄  1,500 劉又菁  500 宜蘭聖愛堂  30,000 
吳寶桂  1,000 范秉添  8,000 陳惟真  1,000 劉才英  5,000 林奕足  3,000 
吳顯揚  50,000 修郁文  3,000 陳淑女  5,000 劉仁海  2,000 邱福生  6,000 
呂士濂  15,000 凌遠芬  2,000 陳習之  200 劉王毓敏  5,500 金苡君  10,000 
宋芝蓁  500 員樹林基督教會  1,120 陳富美  2,000 劉孝勇 游文秋  33,460 俞繼斌  200 
宋玲玲  1,000 員樹林教會會友  2,700 陳惠珠  500 (獎學金 1000) 胡椿子  3,000 
宋瑞蘭  10,000 夏宜萍  3,000 陳愛珠  3,000 劉孝煦  3,000 徐忠良  3,000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9,000 徐忠良  3,000 陳慈娥  3,000 劉秀美  2,000 翁敏雄 李素美  1,000 
李一華  8,000 徐淑智  5,000 陳敬強  1,000 劉秀菁  3,000 張金來  3,000 
李文雲  1,000 徐陳善珍  1,000 陳敬智  1,000 劉宜政  2,000 張貴香  1,000 
李四海 (牧關 1000)  3,000 徐麗雯  1,000 陳義聖  10,000 劉保文（獎學金）  2,000 張慧明  3,000 
李玉敏  1,000 徐儷諭  1,000 陳頌伊  200 劉昭陽 駱月媚 (牧關)  1,000 郭芳修 林恩慧  45,000 
李俊毅 胡逸雲  2,000 恩光堂  33,000 陳輝龍  3,000 劉榮治  400 郭淑華  1,000 
李倩宜  4,500 恩霖堂  100,000 陳曉萍  500 劉榮棠  3,000 陳本翰  1,500 
李家鳳  1,200 桃園永生堂  1,000 陳澤甫  500 潘立言  3,000 陳冠賢  4,000 
李淑萍  1,000 涂玉堂  2,000 陳熾彬  2,000 潘佳耀  6,500 陳博偉  3,000 
李惠珠  3,000 秦蘭珍  2,000 陳盧雪貴  1,000 潘慕音  500 陳錦嬅  500 
李資良  3,000 翁國澤  1,000 陳錦嬅（師資）  500 潮州教會  1,600 彭大智 蔡淑君  2,000 
李謝白棉  1,000 馬啟章  500 陳嬿如  3,000 蔡如珮  1,500 普翰屏  25,000 
杜正平  3,000 高英茂  3,000 陳麗娟  2,000 蔡宏智  1,000 葉淑英  1,000 
杜聖恩  7,500 高健榮 潘荷仙（師資） 3,000 陳繼斌  1,000 蔡政憲  2,000 葉肇鈞  3,000 
(儲備師資 1500） 高聖臨（牧關 500）  7,500 麥愛堂  15,000 蔡國棟（宣教）  2,000 劉孝勇 游文秋  10,500 
周秋燕  3,000 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10,000 傅振瑛  6,000 蔣不聽（代轉1000）  11,600 劉宜婷  1,000 
周純明  3,000 活水福音促進會 (代轉)  18,000 勝利堂(獎學金3000)  75,000 談雲生  5,000 潘月錦  2,000 
周寶玉  1,000 崔毅懇  5,000 彭國恩  3,000 鄭尹菀  1,000 蔡如珮  1,500 
孟如昌  500 張永昌  300 彭馨慧（獎學金）  500 鄭秀錦  1,000 顧美芬  3,000 
季  萍  100 張志榮  1,000 普翰屏  25,000 鄭芬蘭（宣教）  3,000 West Portal Luthern Church  USD $1000 
宗緒順  150,000 張秋玉  3,000 景明珠（宣教）  3,000 鄭富美  3,000 NLM（宣教）  36,283 
宜約堂  3,000 張秋梅  1,000 曾院介 陳靖惠  2,300 鄭發祥  1,500 Ytre Arna Sokn  USD $1842 
宜蘭聖愛堂  47,194 張美琦  3,000 湯宇白 唐亦仙  2,000 鄭義章  2,000 
岡山教會  6,000 張素禎  3,000 舒德文  6,000 鄭燦峰  18,000 
東勢施恩堂  7,500 張莊滿足  200 陽明山錫安堂  3,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獎學)  60,000 
松山福音堂會友  2,500 張雪娥  1,000 馮樹勻  8,000 盧姵君（牧關）  10,000 
板橋和平堂  8,000 張新儀  10,000 黃文娟  6,200 蕭淑拿  20,000 all cash with no name 450.00 
板橋福音堂  6,000 張瑞仁  13,000 黃文楷  9,000 諶主容  1,000 Brenda Lee 100.00 
林口浸信會  20,000 張憲文  3,000 黃玉銣  3,000 諶敦矩  1,000 Cheng-Ann Chau 900.00 
林大器 張嘉純  30,000 張樹雲  1,000 黃承約  4,000 賴志剛  10,000 Cynthia S. Guttenplan 25.00 
林秀珠  1,000 張懋中  10,000 黃美玲  1,000 頭份靈糧堂  6,000 Deborah Jui Ying Huang 100.00 
林佩玉  3,000 張瓈尹（牧關）  2,000 黃益輝 蔡舜昤  33,000 龍潭活水靈糧堂  10,000 Dick Chen 3000.00 
林金靜  1,000 得勝堂（宣教 6000）  12,000 (宣教15000,獎學金15000) 龍潭基督徒聚會處會友  7,000 Djoefree Hermanto 450.00 
林信穎（牧關）  200 得勝堂會友  5,570 黃執中  3,000 (師資 1000,牧關 1000)  Duey-Jin Tsai Chang 200.00 
林奕足  3,000 曹克昌（儲備師資）  6,000 黃淑惠  2,000 戴憲達（宣教 3000）  6,000 Edward Wang 6300.00 
林春美  1,000 梁秀鳳  1,000 黃博加  1,000 璩胡照華  3,000 FCLST Bible class tuition 3200.00 
林昭斌  2,000 梁諭蓉  1,000 黃詰倉  100 謝欣燁  50,000 H. Kenneth Ahn 500.00 
林珊如  1,000 梁馨心  2,000 黃榮吟  1,000 (儲備師資20000,獎學金10000) Hannah Tang Fox 100.00 
林恩琦（獎學金）  1,000 莊秀英  1,000 黃綿媛  10,000 謝娜敏（牧關）  39,500 Hui Chen Chang 3000.00 
林恩聖  10,000 莊若雯  3,000 黃龍斌  1,000 謝淑惠  1,000 Huili Li 1000.00 
林彩雲  10,000 莊朝順  2,100 黃贊彥 吳綉喜  3,000 謝雪芬  5,000 Jane B Lee 20.00 
林雪花  1,000 許佩雯  1,000 黃馨德  3,000 鍾旭南  200 Jerry Pinghay Ma 100.00 
林雪霞  1,000 許清芬  3,000 新竹信義堂  15,000 鍾秀琴  2,000 Judy L Lee 25.00 
林惠貞  200 許瑛瑛（宣教）  12,000 新竹福氣教會  17,500 韓文萍  1,000 Juno Design 100.00 
林漢堂  10,000 許曉芬  6,000 新竹錫安堂  9,000 韓正倫  5,000 Lutheran Church of 2347.14 
林鳳珠  3,000 連孟如  4,000 新竹靈糧堂 (宣教)  27,000 歸愛倫（獎學金 500）  5,500      the Holy Spirit
林燕群  300 郭芳修 林恩慧  45,000 新竹靈糧堂會友  23,800 簡麗花  12,000 M. Schumacher 200.00 
芶月英  1,000 郭則修  900 楊心怡  3,000 豐恩堂  5,000 Mark Harlan Baumbach 200.00 
邱春福  300 郭書玲（代轉 1000）  2,000 楊菊鳳  2,000 豐恩堂會友  2,700 Rebecca Schneider 25.00 
邱英通  10,000 郭桂林  3,000 楊雲鎮  1,700 雙福教會  3,000 Sherwood S. Cheuk 300.00 
邱清喜  200 郭素鳳  500 楊麗美  1,000 魏秀春  2,000 Tom C. Lee 100.00 
金瓜石教會  4,000 陳月珠  1,000 楊麗瑾  2,000 羅子峻  30,000 
俞繼斌  8,500 陳玉海  3,000 聖潔會龍潭教會  2,000 羅東靈恩堂  10,500 
信義宗福祉會 (宣教)  200,000 陳玉蘭  200 聖誕崇拜  11,000 羅淑文  1,000 
姚映慈  2,000 陳光雄  1,000 萬玉玲  1,500 譚俊彥  3,000 
(儲備師資 1000,牧關1000） 陳汶彬  1,000 葉佳芬  5,000 關百良 謝碧惠  2,000 
姚昱明 陳嘉樺  1,000 陳秀孟  5,000 葉貴芳  3,000 蘇汝花  1,000 
屏南教會  2,000 陳忠信  2,000 葉嘉輝  HKD $1000 蘇嘉豪  4,600 
施以恩  1,500 陳怡君  500 葛玉容  1,500 顧志浩  3,000 
施宗佑（儲備師資）  3,000 陳怡思  6,000 葛瑞婷  3,000 顧美芬  3,000 
施桂英  1,000 陳明志  1,000 賈華英（師資）  500 
施養明 蔡佩璇  1,000 陳明恩  2,000 路德會總會  500,000 

擴建費

FCLST（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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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 擴建費用

本期收入 4,906,697 428,700 

本期支出 6,218,449  -   

本期餘絀 -874,800 428,700 

累計餘絀 -23,318,426 -11,340,663 



招生專區

一、宗旨
本院以「承繼因信稱義之福音，為華人教會陶塑十架神僕」為異象。並以造就學生對福音有深切認識，對時代有敏銳體

察，對宣教有火熱負擔，對牧養有真實委身為教學目標。

二、學科及招生對象

學制 道學碩士 二年制

學歷 神學學士（B. Th.）或宗教教育學士（B. R. Ed.）

招生對象 資格：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三年（含）以上者。
其他：現職教牧需教會／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非現職者需教會推薦函。

畢業要求 修畢 63 學生（必修 49 學分、選修 14 學分），修業年限為 2 年

學制 道學碩士 三年制 關顧與輔導碩士 神學進修證書科

學歷 大學畢業   或   二、三、五專畢業或大學肄業者，需有兩年工作經驗。

招生
對象

1. 已清楚基督的救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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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有教會/機構牧長的推薦，且
清楚蒙召或有志委身專職事奉主者。
2. 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
合報考資格。

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
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
見證的基督徒。

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
二年以上，有心服事之基督徒，
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願意
全時間進修碩士部一年制神學進修
證書科。

畢業
要求

修畢 98 學分（必修 84 學分、必選修 
8 學分，選修 6 學分），完成教會實
習及學院生活要求，通過聖經熟讀測
驗，修業年限為 3 年。

修畢 63 學分（必修 48 學分、選修 
15 學分)，修業年限為 2 年

修畢 32 學分始得結業，其中必修 
20 學分（含聖經神學 14 學分、教
會歷史 6 學分），選修 12 學分。
修業年限為 1 年。

1. 二、五專畢業者，錄取後除需滿足之畢業學分外，需加修 24 學分，始得畢業。
2. 三專或大學肄業者，錄取後除需滿足之畢業學分外，需加修 12 學分，始得畢業

※ 本院所頒發之學位及證書均獲亞洲神學協會認證。

三、報考手續
1. 凡欲報考本院者，可至本院網站下載招生簡章及各項表格，或向教務處索取電子檔案或書面資料。
2. 報名截止日前需繳齊之資料：

(1) 入學申請表
(2) 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3) 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4) 自傳（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及報考本院之目的）
(5) 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所屬教會推薦書各一份；在福音機

服事者，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及所屬機構主管為推薦人）。
(6) 最近三個月體檢表（需含胸腔 X 光、驗血-A型肝炎抗體 ANTI-HAV IGM、B 型肝炎表面抗體 + 抗原檢驗項目）
(7) 報名費：$1,500 元整。（請利用劃撥帳號 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會」，註明 109 

年度招生報名費。）
考生注意：繳交報名資料表及報名費後，不論是否通過初審、筆試、口試均不退件和退費。

3. 准考與否將於筆試前一週內以電子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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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區

學制 道碩三年制 道碩二年制 輔碩 證書科

筆試

聖經 V V V

國文 V V V

英文 V V V V

心理測驗 V V V V

口試 1. 考生按教務處所排定之時間口試，入場次序當天公布，不參加口試者，視同放棄論。
2. 已婚或已訂婚的考生，請「配偶」務必參加口試。

四、考試日期
1. 國外考生：【報名截止日：2020 年 05 月 08 日】考試日期另訂
2. 國內考生：

(1) 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2020 年 05 月 08 日】
筆試、口試：2020 年 05 月 23 日（星期六）考試地點：中華信義神學院

(2) 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2020 年 07 月 03 日】
筆試、口試：2020 年 07 月 17 日(星期五) 考試地點：中華信義神學院

五、考試科目

六、考試時間表：第一梯次 5/23（六）、第二梯次 7/17（五）

七、成績計算
1. 每項考科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之。
2. 考試項目如有缺考者，不予錄取。
3. 外籍考生（限母語非中文者），各考科成績（除人際關係外）依原始分數加計 25％。 

八、放榜、成績單寄發、成績複查與就讀意願調查
1. 預計於考試後一週內，以限時掛號寄發各考生成績單，並以 Email 同時通知考生。
2. 錄取考生應依錄取通知書之規定，於期限內繳交就讀意願調查表，請考生特別留意。
3. 錄取之新生須依本院規定之日期辦理報到，參加新生訓練之相關活動。
4. 因特殊困難未能入學者，可向本院申請保留學籍，保留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兩年，逾期以放棄學籍論。

九、其他
1. 如因招生實際需要，各項招生預定日程有所變動，得於本校網站公告或以書面通知，

考生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予以補救，請考生特別注意。
2. 本簡章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決議、本校教務章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3. 考生參加招生考試期間，可免費申請住宿，請依考試報到通知書上規定辦理。

十、報名專線
1. 電話：03-5710023 分機 3132 張姊妹；傳真：03-5726425；Email: academica@cls.org.tw。
2. 網址：http://www.cls.org.tw/academic/academic.htm

備註：
1. 筆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聖經、心理測驗（本科不列入筆試成績）。
2. 國文考科：以閱讀重點摘要彙整、引導寫作為主。
3. 英文考科：以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為主。

時間 0800-0850 0900-0950 1000-1050 1100-1150 下午

考科 心理測驗 聖經 國文 英文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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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及台灣中華信義神學院客席講師

Soul Weaver 靈修導師及美國註冊精神分析師

教牧同工、基督徒咨商師、教牧輔導員、小組長、靈修導師。

日期：3月16, 23, 30日（三堂，共9小時）下午2:00-5:00

地點：中華信義神學院稱義樓

費用：連續三次1,800元。單次，一次800元。(名額只有40名，依繳費順序為主)

安東尼．貝特曼、傑瑞米．霍姆斯（2017）：《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務》

(樊雪梅、林玉華譯）（新譯本）。 台灣： 心靈工坊。 

英文原著：Anthony Bateman & Jeremy Holmes (1995).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

進門量體溫、消毒酒精洗手、佩戴口罩。有咳嗽或發燒症狀者請不要上課。

（有心理準備：疫情惡化，會改作網上Zoom上課）

03-5710023 轉3212、3205 牧關中心

https://forms.gle/CHvNCh9CCNS6b8Uv6

【適合對象】

【上課資訊】

【教科書】

  （必讀）

【衛生措施】

【聯絡電話】

【報名網站】

自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治療推行以來，在過去一百年來經過許多的改進和反

思，其中很多有用的素材至今尚未被華人社會好好吸收消化。華人教牧同工和基

督徒心靈關顧者可以從精神分析中，去蕪存菁，擷取什麼瑰寶，幫助牧養，增進

靈性成長？內容會涵蓋經過神學反省後的精神分析基本理論、技術和個案分析，

並建議可配合的屬靈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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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默觀精神分析看教牧關顧與輔導

入門工作坊

中華信義神學院

授課老師 許德謙 牧師／博士

課程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