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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人心的焚火
――惟獨信心

本期焦點

馬丁路德在其巨作「基督徒的自由」裡提到

「你若願意成全律法，並照誡命不起貪心，那就

來信基督吧！在祂身上應許給你恩典、公義、平

安、自由以及一切。如果你信，就萬事俱備；不

信，則一無所有。」這是上帝在福音中應許的美

善，也指出「惟獨信心」中深刻的溫柔安慰。

本期院訊的主題文章延續「惟獨信心」的主

題，歐祈人牧師以三個角度切入，討論「因信稱

義」如何釋放人心，帶領我們享受基督徒的自

由。

刊頭

除了神學的亮光，也邀請兩位牧者分

享一點他們的事奉生命。一是畢業多年的

校友陳秋信牧師分享主恩慕義堂的開拓，

二是中國信義會的彭及聖牧師分享他的蒙

召心志。透過這兩位牧者的分享，可以體

會施恩的主從古至今，不斷地使用不同的

器皿，在不同的崗位上服事祂的子民。也

邀請大家更多認識神學院的生活，特

別收錄學生會長黃承翰弟兄的服事心

得，邀請大家繼續為在中華信義神學

院裝備的神學生們禱告。

2020年有許多困難，願我們繼續

仰望上主，經歷恩典夠用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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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裡的弟兄姊妹平安：

已安息的葛培理牧師（Rev. Billy Graham）曾說過：「那從馬利亞而

生的嬰孩，不僅僅是另一個人，祂是在人類肉身中的上帝。祂為一個重要

的原因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使我們的罪可以得赦免，乃至於我們可以永

遠成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這句話說得真好。還記得去年的將臨期和聖

誕節嗎？那個時候，世界各地的新冠疫情，還沒有現在這麼嚴重，許多人

也期待是不是疫苗出現了或是天氣變熱了，疫情就會減緩，甚至消失。結

果折騰了一年下來，除了台灣及少數地區的疫情較受到控制之外，歐美及

其它地區似乎至今仍然淒慘，受感染及死亡的人數還是不斷地攀升。眼看

年底的重要節日又將來到，百姓大眾的敏感神經又被挑動起來。因為按照

美國傳統習俗，感恩節和聖誕節正是家庭團聚的日子，但現在這個節骨眼

上，還能這麼做嗎？大家還可以團聚嗎？我不知道有許多人已經孤單地陪

伴電腦和網路多久的時間，在家工作、在家學習、在家運動、在家休閒、

在家交誼，在家……。人在家中，但家人一個都不在身旁。在都市的「水

泥叢林」裡，一座一座的孤島飄浮在汪洋大海中，寂寞和孤單默默地吞噬

著人的靈魂。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使一切信靠祂的人得到上帝的義，成為

屬神的兒女，使我們在祂裡面成為一家人。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將臨期

和聖誕節的到來，不正提醒我們，要擁抱基督，也要好好關心和擁抱你的

鄰舍，特別是你的家人！

祝您聖誕快樂，新年蒙恩！

您的屬靈夥伴

院長                牧師劉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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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宗教改革運動中，信心貫

穿於各種思潮、並佔有中心地位。所

有福音小冊的短文不斷出現同樣的標語:『人惟

獨因信稱義,不在乎行為！ 』...... 」1

馬丁路德焚燒教宗的詔書和中世紀教會法

規，使我們得到釋放！就在500年前的1520年

12月10日，路德將教宗譴責有關他教導的詔書

與教會法規一起丟入火堆焚燒。當時，教會已

經遠離了福音、惟獨聖經和惟獨恩典得救的真

理。因此他們的教會法規和教宗的權力便成為

治理人的暴君，於是那日將之焚燒，使我們得

釋放。 

隨著時間的消逝，宗教累積了很多的傳統

跟規定，這些不知不覺等同了神的話，甚至高

過了神的話。我們就在自己的心裡成為法利賽

人，於是使我們累積很多「應該做的」律法、

本期焦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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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祈人牧師（本院新約神學專任老師）

「惟獨信心」是我們所熟悉的信仰標語，但不要使其淪為口號，而是更多思考其中的寶貴意

義。歐牧師討論「惟獨信心」有三大重點：一是「改教神學無法妥協的核心」；其次是對「惟

獨信心」的誤解；最後一點則是「以中庸之道維護自由」。透過這些反思，最重要的目的是使

我們在聖靈的幫助下，在基督裡自由地活著。



控訴、罪惡感、規定、批評、壓力等等。我

們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從「信靠耶穌」轉換

成倚靠我們最喜歡的偶像： 譬如自己的功

德、善行、能力、智慧和成就。因此，我們

必須把這些在我們心裡所累積的錯誤觀念、

不正確的教義等，再一次焚燒，並悔改轉

回，以「惟獨信心」來信靠耶穌，使我們活

在真正的自由裡。

本篇文章的焦點是賜自由的「惟獨信

心」，尤其路德準備焚燒那些綑綁信徒的記

號，在寫《基督徒的自由》裡面所發表的「

惟獨信心」。我們會思考這三項重點：一、

改教神學無法妥協的核心；二、對「惟獨信

心」的誤解；三、以中庸之道維護自由。

一、改教神學無法妥協的核心

我們惟獨因著信被神稱為義，而非在於

善行！在《基督徒的自由》中路德寫下：「

惟獨信心使人稱義、使人得自由、使人得

救。」2以「惟獨信心」來了解福音是改教神

學的核心所在。路德稱它是「能夠使教會得

以站立或跌倒的信條款」3，並寫下這樣的

話：「在此上不能有什麼放棄或妥協……。 

我們所有教導……都根據此條款。」4。路德

發現這信心本身就是神所賜的禮物（弗二9）

，而不是人靠著自己的決定或努力而產生，

神藉福音賜給人信心（羅十17）5，這信心使

我們接受基督的義和拯救，並單單信靠祂。

在神面前稱義的意思是我們穿上外加的義，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穿上基督的義袍。神藉

著福音賜給我們信心，讓我們單單藉著信心

來接受基督外加的義，這就是改教神學的核

心，也就是人能得到真正自由的核心。6

「惟獨信心」是改教神學的重大突破，

帶給許多人很大的喜樂，卻又容易讓別人誤

解為如果人惟獨因信得救，那善行就不重要

了。7

二、對「惟獨信心」的誤解

路德雖宣揚人「惟獨信心」得救，但也

說「善行」有可能會害人。8他提到：「在

相信憑著善行可以稱義的錯誤觀念下而去行

善，那麼行善就變成了必要之事，自由與信

心就遭到了破壞。這些附加之物就使行為失

去了善的意義，反倒成了實在可咒詛的行

為。他們沒有了自由，並且褻瀆了上帝的恩

典，因為因信心而稱義得救純然屬於上帝的

恩典。」9路德又寫了：「許多人一聽到這

信心的自由，就立刻把它當作放縱情慾的機

6 中華信義神學院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教宗譴責路德的詔書
（Source: Wikipedia）

▍1520 年《基督徒的自由》 
（Source: Wikipedia）



會，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了。」10

因為有些人認為路德不重視善行，所以

他就必須強調：「所以我們並不棄絕善行，

我們反而刻意愛慕和宣揚它們。我們並不非

難善行本身，而是譴責附加於它們的褻瀆

上帝之舉和因善行稱義的邪念，因為這使它

們表面看起來是善，其實並不是善。它們騙

人，並且引人相互欺騙，就像那披著羊皮殘

暴的狼一樣（太七15）。」11路德並不否定從

信心發出來的善行，而最關鍵的是強烈反對

「因善行稱義」的觀念，且認為這觀念非常

危險，因為它會欺騙人，寧願信賴一個偶像

而不信靠基督：「對基督的信心並不使我們

棄絕善行，而是擺脫了關於善行的謬見，即

擺脫了因善行稱義的愚蠢想法。信心救贖，

糾正和保守我們的良心，叫我們懂得雖然善

行是不能也不可缺少的，但公義並不取決於

善行。正如我們不能缺少這血肉之軀所需的

飲食及其他善行一樣，但我們的公義卻不在

於它們，而是在於信心；然而，也不應因這

個緣故而忽略和藐視身體的那一些善行。」12

堅信「惟獨信心」的信徒領受聖靈，「

因此，假如我們像保羅在羅馬書五章5節所說

的那樣，認明了我們所得到的巨大的寶物，

聖靈就會將愛澆灌在我們心中。這愛使我們

成為自由、快樂的萬能者，一切苦難的戰勝

者，鄰人之僕，又是萬有之主。」13信心的果

子就是善行：「看哪，這樣就從信心流出了

主裏的愛與喜樂，從愛又流出來快樂，自願

與慷慨之意，去心甘情願地服事鄰人，不計

報答或忘恩負義，毁與譽，以及個人得失。

」14，以及「然而，了無知覺的善行不能榮耀

上帝；只當有信心的臨在，善行才能榮耀上

帝。」15

因著上述種種的誤解，使得路德更加理

解人需要聖經的中庸之道來維護基督徒的自

由。

三、以中庸之道維護自由

以「惟獨信心」脫離了律法和罪的綑綁

就是路德維護基督徒心裡自由的方式：「因

此，基督徒應當採取中庸之道應付這兩種

人。」16一種人像法利賽人是在律法的綑綁

之下，另一種人因「惟獨信心」而任人放縱

情慾，就在罪的綑綁之下了。律法與罪，兩

者皆是暴君。活在律法嚴厲的控告或罪的毀

壞之下，都讓自己無力從綑綁中走出來。人

7貳零貳零十二月

▍路德焚燒教宗的詔書和教會法
（Source: Concordia Seminary）



需要基督釋放我們，恩待我們活在「惟獨信

心」的自由中。而且，「你的信心已經富足

有餘，上帝因此而賜你一切了。」17從舊約到

新約，信心的信息貫穿在聖經的每卷書中，

由始至終地全然信靠主，是信徒生命的依

歸。

結論

因信稱義是聖經所啟示的福音，它不僅

是基督教的遺產，更是以「信義會」或「路

德會」為名稱的教會遺產（「信義」是「惟

獨因信稱義」的簡寫或口號）。願「惟獨信

心」的真理及它所賜的自由常在我們的心裡

更新，正如500年前改教之火一樣，讓我們

能夠感受到它所賜的自由。很多不同的運動

和觀念仍然影響現今的教會，如同中世紀教

會受這些影響而偏離聖經的真理朝不正確的

神學方向前進一樣。但願我們不會陷入他們

的網羅，藉聖靈的幫助，讓我們的心靈來更

新「惟獨信心」的福音之火與自由。讓我們

焚燒、脫離罪及律法的綑綁！憑藉著「惟

獨信心」使我們得以在最深愛我們的基督耶

穌、我們的救主所賜的真自由裡活著。

伯恩特·漢姆 (Berndt Hamm)，早期路德~信心的突破  Der 
frühe Luther – Durchbruch des Glaubens,普梅恩(Meik-
en Buchholz)主編，李淑靜、林秀娟譯 (新竹:中華信義神
學院,2017 年)，250頁。

路德文集，第一卷：《基督徒的自由》-1520，雷雨田
譯、李廣生編輯、伍渭文主編（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
年），492頁。在《基督徒的自由》路德常重複而強調
「惟獨信心」：參考 491-494頁，501-505頁，509
頁，513頁。

WA 40:3.352.3.

協同書：基督教信義宗教會信條 (修訂版)《施馬加登信
條》，李天德譯 (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1年)，243頁。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0), 126-132. 按照他的中世紀神
學，早期路德覺得人必須用自己本來擁有的努力來產生謙
卑、信心的心 （McGrath，72-92，117頁），但這觀念
造成痛苦的掙扎 （McGrath，110-111頁）。

同上，132-136頁。See page 134 where McGrath ob-
serves that Luther discovered: "God clothes the sinner 
with the alien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This righteous-
ness “is in no sense part of his person, or which can 
in any way be said to belong to him.” This differs with 
Augustine (奧古斯丁) and Luther’s pastor, Staupitz (
施道比次), who both felt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believer into a righteous person by God’s grace alone 
is what counts as justifying and saving righteousness. 
Luther’s “Faith Alone” stands out from them to correct 
their blind spots.

保羅與雅各也面對過這個誤解：參考羅六1～12，加三13
～26，雅二14～26。

Robert Kolb, “‘Good Works Are Detrimental To Salva-
tion’: Amsdorf’s Use of Luther’s Words in Controversy” 
in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Vol. 4, No. 2 (1980), 
pp. 136-151. See page 140 （especially footnote 13）, 
where Kolb says from 1516 through the early 1520s Lu-
ther mentioned this concept numerous times and, “He 
specifically applied the words ‘detrimental to salvation’ 
to human works in certain cases.” 

《基督徒的自由》，506頁（修正的翻譯）。

同上，513頁。

同上，506頁。

同上，514頁。

同上。

同上，509頁。

同上，497頁。

同上，515頁。

同上，513頁（修正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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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完成於一五二０年十月，與《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和《教會被擄於巴比倫》

並稱為「改革大憲章」。但本篇之行文風格與另兩篇截然不同，毫無爭辯、論戰之意氣。甚至

許多學者以此篇為「路德最高尚、最優美和最成熟的傑作，也是表現出改革運動正面的福音基

礎，和因信稱義的根本教理最重要的靈修書。」 2

在本篇中，路德首先提出「論心靈自由與受捆」的論題：「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

主，不受任何人管轄」3，同時「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萬人之僕，受一切人管轄。」並指出基督

徒的義或自由並非由其外在行為所造成，藉由信靠上帝的福音聖道而得。同時，藉信而得自由

之基督徒，不僅不過「懶惰或邪惡的生活」4，也藉著「堅定不移地信靠上帝的應許，看祂是真

實公義的」成全誡命。5 並且基督徒也藉信與基督聯合，彼此共享一切，「因為基督若是新郎，

就當將祂新婦所有的歸於自己，而將自己所有的賜給祂的新婦。」6

緊接著，路德指出基督的雙重身份：君王與祭司，也藉此聯合賜予「凡相信祂的人，與他

們共同分享」。7首先，基督徒為君王並非指其「憑著物質的能力享有萬事，管理萬事」，而是

指萬事都為其得救而效力（羅八28）。8其次，基督徒為祭司，乃是「配在上帝面前為別人禱

告，並將屬上帝的事教導別人」，9亦即以聖道職事服事鄰舍。而路德也回應有關藉信稱義之

福音應許的曲解：「既然藉信稱義，便可坐享安逸」，他指出，首先基督徒因信基督而屬於基

督，便願意順服上帝，潔除一切邪情私欲；其次，基督徒的行為是因出於信心而為善；藉信靠

基督，基督徒便以愛活在鄰舍中，樂意服事鄰舍。

最後，路德總結基督徒「在基督裡面和他的鄰舍裡面活著」，也就是「藉著信活在基督裡

面，藉著愛心活在他鄰舍裡面。」10而這也呼應他一開始所提出之基督徒的自由的雙重論題：「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萬人之僕，受一切人管

轄。」並且兩者缺一不可。

現行中譯有三個版本，分別是單行本：《基督徒的自
由》（修訂版，香港：道聲，2004年），及收錄版，分
別是《路德選集》（上）（新編修版，香港：基督教文
藝，2017），359-394頁及《路德文集》（卷一）（香
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477-518頁。以下引用出
自單行本。

「譯者序（一）」，於《基督徒的自由》（修訂版，香
港：道聲，2004年），頁iii。

《基督徒的自由》，2頁。

同上，11頁。

1 
 
 
 
 

2 

3

4

同上，12頁。

同上，14頁。

同上，18頁。

同上，19-20頁。

同上， 20頁。

同上， 47頁。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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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自由》1 簡介
文｜陳冠賢老師（本院系統神學專任老師）



「主啊，祢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

誰呢？」(約六68)。回想三十多

年前，因年輕氣盛，時常三五朋友成群結黨

打架鬧事，爾後又陷入毒海深淵反覆沉淪，

這條黑暗的不歸路，一走就是十五個年頭。

從未想過，上帝奇妙的恩典竟臨到我身

上，使我白白的蒙救贖之恩並蒙召服事祂，

從進神學院裝備到進教會牧會，至今又是 15 

個年頭。第

一 個 十 五

年，上帝用

祂 的 話 語

救了我的生

命，使我脫

離了黑暗的

生活重獲新

生。第二個

十五年，上帝同樣用祂的話語，引導我、提

醒我、賜我力量，幫助我走過神學裝備及服

事祂的另一個十五年。

回想當初的蒙召，是在十五年前的某個

下午，坐在晨曦會苗栗輔導村的涼亭中，抬

頭望著前方盛開的鳳凰花樹，心想，又到了

畢業的季節，而我來到晨曦會也將近二年，

算算日子，也早該從輔導所畢業了。

但我出去後要做什麼呢？當時三十二歲

的我，年輕力壯，正是打拼一翻事業，好好

補償對家人多年來虧欠的時候。卻在這時，

心裏頭響起一個聲音對我說:「孩子，我救了

你只是要你去上班賺錢嗎？」當時的我，心

裏實在不願多想，因為其實我心中早已意識

到，服事這條路不好走，而我也不想。

上帝真的很奇妙，幾天後，有一位弟兄

總會專欄 ｜ 

▍彭及聖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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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路上的引導

文｜彭及聖牧師（中國信義會福音堂傳道人）

本期院訊邀請中國信義會桃園福音堂的彭及聖牧師分享的蒙召經歷。彭牧師在按牧禮拜的分享

十分真實且感人，他說：「我沒有別的志向，就是正確地傳講聖道，牧養上帝的群羊！」透過

這篇文章的分享，一樣可以體會彭牧師這樣專注、敬畏、仰望上帝的心志，願上帝繼續使用他

的擺上，成為許多弟兄姐妹的祝福與安慰。



與我交情不錯，他吸了又戒，戒了又吸，反

反覆覆，來到村子進修好幾次了，這次沒幾

天又想離開，我在會客室裏苦口婆心的勸了

他將近一個小時，他還是決定離開，就當他

轉身推開會客室的門要走時，我看著他離去

的背影，突然大哭起來，因為我似乎已經看

見，他出去之後那痛苦的生命光景，心中實

在萬般不捨。

隔幾天，又有一位年輕的弟兄，在輔導

村中待不住想要離開，他的家人趕到村子勸

他留下，希望他能繼續在村中安靜，尋求改

變的機會，好說歹說的大半天，這位年輕的

弟兄，仍然鐵了心要走，我看見他那已年老

髮白的阿嫲，突然跪下，求他的孫子不要放

棄，要留下來繼續努力，但這位弟兄卻完全

不為所動執意離開，那一幕我看了心中真是

難過，至今難忘。

這二起事件，讓我明白一件事，一個罪

人的心硬了，家人的親情，同工的愛心，人

再多的規勸，真是想挽回都難。回想自己在

村中將近二年來的過程，每每能使我改變

的，還是藉由上帝的話。我想幫助這些人，

我想去裝備自已，因此，我跟主說「主啊！

我願意回應祢。」就此，開始踏上了服事的

道路。

進到晨曦門訓，每天早上八點開始上

課，直到下午四點下課，週六與週日到教會

實習，也因此認識了杜聖恩牧師。讀到了第

三年，開學不久後，心想再一年就畢業了，

但心裏很清楚知道，三年的裝備，想要服事

十年、二十年，那肯定是不夠的，因此，晨

曦門訓畢業後，又再到中台神學院讀了三

年。爾後因杜聖恩牧師的邀請，進到了中國

信義會服事。

剛進到教會牧會不久，前一位傳道人，

因家中有事就離開了，因此，沒有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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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了獨立牧會的日子。幾年下來一

言難盡，一路上雖有上帝滿滿且夠用的恩

典，但卻也是有許多的挫折和難過，好幾

次心中掙扎難受想要打退堂鼓，但上帝總

是在我最過不去的時候，只用了聖經中的

一句話，就讓我得安慰和力量。

牧會中有許多的事工發展，因著每一

個人的性格不同，觀念不同，對於教會所

推動的事工，當然也會有許多不同的想

法，想要在當中取得合一極不容易。但我

深知道，要合一的，不是每個人的想法，

而是在真道上合一，當每個人都降服在上

帝的話語下時，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意見和

想法上合一。

這些事，都使我更加明白，生命的成

長、教會的合一，惟靠聖道別無其它，也

更加體會，自己真是一個蒙恩的罪人，不

是我能做什麼，而是需要上帝，每天不斷

的幫助、帶領我，我才能做些什麼。當初

剛剛授職為傳道人時，心中深怕自己服事

不了多久就會陣亡，如今一晃眼，九年要

過去了。

回想自己過去的敗壞，回想自己的蒙

恩和蒙召，回想自己竟然能服事至高上

帝，心中想起保羅向神發出的讚嘆:「深

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

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

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他，

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

遠。阿們！」（羅十一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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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想聽點什麼？
歡迎各教會安排【信神主日】信息分享並報告事工，
亦可安排聖經、神學、牧養等各式專題。
中華信義神學院期待在基督裡更多與您同工！

即刻預約：信神企劃部  promotiona@mail2.cls.org.tw
TEL: 03-5710023 #3114



呼召與初心

秋信和玉華服事了20年的台中慕義堂在

于金堂牧師的帶領之下，20多年來在大台中

地區持續進行開拓教會的福音工作。多年來

開拓教會已是慕義堂每位傳道同工的異象和

使命—建立用雙腳走路就可以到達的教會。

秋信和玉華一直以來對青年人交友戀愛輔

導、婚姻輔導、幫助別人建立幸福家庭有很

大的負擔。在2017年初一次偶然機會來到北

屯十期靠近太原路附近的一個社區吃飯，發

現這裡新興的新社區大樓到處林立，卻沒有

教會在此建立。當時即有在此地建立教會的

想法，我們也將此事放在禱告當中。

感謝主！2017下半年，當秋信與于牧師

談到此想法時，于牧師非常贊成我們在北屯

十期這個地區來開拓教會。同時也因著在廿

幾年前，秋信帶著主恩堂的會友與當時在逢

甲的慕義堂合併時，于牧師曾經答應主恩堂

的執事們，當有一天時機成熟時，主恩堂一

定會再次恢復聚會。因此，于牧師建議我們

在台中北屯十期地區建立主恩慕義堂。

差派與開拓

2018年初在忠明主日崇拜報告，請有感

動的弟兄姊妹與我們晤談，到了4月初聚集禱

告約20位弟兄姊妹，每週一起聚集禱告、行

走禱告，四月份上帝一路引領帶我們找到一

個適合的租屋據點，位於台中市北屯區太和

東街187號，正是2017年初秋信玉華去吃飯

的新興社區旁。感謝主！5月初母堂差派將近

30位弟兄姊妹前往這租用之透天別墅，開始

作為我們的聚會地點。

自2018年5月母親節開始主日聚會至

今，開拓工作進行非常之迅速，我們彷彿追

校友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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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慕義堂開拓的故事

文｜陳秋信牧師（台灣信義會主恩慕義堂傳道人）

陳秋信牧師是多年前中華信義神學院畢業的校友，這些年來一直在台灣信義會台中慕義堂忠心

事奉。幾年前開拓「主恩慕義堂」，帶著福音的使命與熱誠，開始建造生命的工程。盼望透過

開拓的紀錄，分享一段從感動到多結果子的經歷，並歸榮耀與那掌管萬有的上主！因為「我栽

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著上帝的腳步跑。因聚會場地空間不敷使

用，已經於2018年十月開始分兩堂主日崇

拜，2019年九月開始於星期二晚上成立第

三堂晚崇拜，2019年底會友人數已經超過百

人，小家聚會組數也由8組增長為13組。

2020年三月，因聚會人數與財務狀況已

達台灣信義會總會的獨立標準，故在總會的

認可及母會的差派下，主恩慕義堂成為一個

正式獨立運作的教會。

使命與異象

主恩慕義堂的教會建造藍圖包含三個異

象：建造得勝人生、建造幸福家庭、建造健

康教會。

前言提到，秋信玉華一直以來的服事使

命是對青年人交友戀愛輔導、婚姻輔導及幫

助別人建立幸福家庭有很大的負擔。因此我

們相信上帝呼召我們開拓教會，會按著我們

的恩賜，是根據我們所有的、不是向我們要

求我們沒有的，因此我們不需樣樣都會，只

要忠心地擺上過去上帝給我們夫婦的恩賜和

裝備，來傳揚福音及造就信徒。

一、建造得勝人生：在恩典福音的基礎

上，運用主日信息、真理輔導、九型人格、

醫治釋放、敬拜讚美禱告…讓信徒了解神的

話並運用神的話，與上帝建立關係，與人建

立美好人際關係，與自己建立身心健康的關

係，我們相信信徒美好的生命見證必能吸引

人來就光。

二、建造幸福

家庭：家庭的幸福

是人人渴求的，這

個世界亟欲渴求看

到破碎家庭的拯救

解藥，而教會和聖

經正可以提供良方

和出路。我們運用

交友戀愛讀書會、

婚前輔導、美滿婚姻課程、親子教育課程、

盟約一日營、妻子溫柔學、節期感念文…來

為會友的家庭婚姻親子經營助攻，因此1.上帝

2.家庭3.工作4.事奉的生命次序是主恩會友一

定要有的觀念與生命追求，期待在世上活出

美好家庭見證，必能吸引人來聽福音。

三、建造健康教會：上帝並非要我們夫

婦建立一個完美的教會，但一定要是健康的

教會，1.絕不能「教會萬歲，家庭破碎」； 

2.領導牧養講求恩典和律法的平衡；3.教會

治理不僅要有制度，更要有溫度和態度。教

會是基督的身體，我們不要躁進追求數字和

人數增長，我們相信教會體質健康了，會友

充滿了喜樂，身體自然就會長大，教會增長

只是教會健康的必然結果。

策略與方法

教會的異象是重要藍圖，主恩慕義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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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明確的異象制定牧養方法和佈道策略：

一、佈道：平日關係取向的大小聚會邀

請、關懷事工（主日新人聯繫及福音朋友探

訪）、傳媒事工啟發課程、節日特別主日、

一年一度野外崇拜、一年一度感恩節見證餐

會、中秋及聖誕社區工作、中秋烤肉愛筵…

二、裝備：每月小家長總聚、兩個月一

次長老執事會、各年齡層小家討論主日信

息、推動 QT & 全年讀經、禱告會 & 琴與爐

敬拜祭壇、一年三節40天連鎖禁食、週五門

徒裝備課程、一對一黃、綠皮書陪讀、一年

一次醫治釋放營…

上帝是不斷做新事的神，我們也願意緊

緊跟隨祂的腳步，成為一個行動中的教會，

讓教會浸泡在「人人都會佈道、常常有人受

洗、禱告時有經歷、真理實際應用」的屬靈

氛圍中。

展望與挑戰

主恩慕義堂目前主日聚會是租一透天別

墅，聚會場地空間已不敷使用，當地為住宅

區，也無商辦大樓和大型場地可以租用，為

求往後教會長遠發展，獨立之後的主恩慕義

堂，計畫於北屯十期購買土地及建堂；因目

前北屯十期重劃區的土地成本相當高，且持

續上漲中，預計近期要在原址附近另租一面

積大一點的臨路樓店，作為容納150人左右

的主日會堂，原租屋繼續作為辦公及小家聚

會、兒童主日學聚會使用。待主恩慕義堂更

加茁壯，讓上帝帶領我們再進行購地建堂工

程。願上帝賜福祂微小的器皿，在這莊稼發

白的時代，做祂手中合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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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各位關心信神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本院第十三任院長劉孝勇牧師，因家庭因素和事奉生

涯之規劃，且考量本院多位師資已順利完成學位，足堪承

擔學院教學的深廣，因此決定於2021年6月學期結束後，

辭卸本院院長及專任教師職務，返回美國。我們感謝他這

些年的付出，願上帝引領他前面的道路。

如今董事會已積極展開遴選新任院長之作業，並考量

下一波的師資培育計畫。在此懇請各位關心中華信義神學

院的眾牧長、校友、弟兄姊妹，繼續在您的禱告中記念本

院的需要，特別是新任院長的尋覓。願上帝賜給我們夠用

的信心繼續仰望祂的恩典。

敬頌

以馬內利、聖誕平安、新年蒙恩！

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董事長 潘立言 既全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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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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祈人牧師接任路德神學研究所所
長，2021/1/1 起生效

  •12/7（一）舉行第十二屆第三次常
務董事會及 APELT 第七屆第二次
常務委員會

  •12/17（四）聖誕崇拜

  •信神主日：歡迎各教會開始邀請學
院老師 2021 年前往主日證道！

  •2021 年 1-3 月基宣課表請參見封
底內頁。

  •1/25-29 信徒事工部學生選課。
  •1 月下旬將開設遠距課程【教會歷

史上】，由苗其華牧師線上指導。

  •本學期「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
音檔」，歡迎至學務處網頁下載
聆聽。

  • 近期活動：12/09 將臨期禱告
會；12/10 學生會改選；12/14 學
生生活座談會；12/31 學生會交接

  •109學年度寒假開設二門密集課程

  •109學年春季開設之新課程如下

  • 2/18 正式生註冊
  • 2/22 109 學年春學期正式上課

  •【教會夫妻事工(1)：Christian 
PREP婚姻成長課程】 馬永年博
士、梁婉華博士

  •【路德大小問答】陳冠賢博士

  •【教會合一：歷史、神學、實踐
基礎】 施以恩博士

  •【跨文化輔導】 關光濂博士
  •【教會夫妻事工(2)：夫妻事工

理論與實務】 梁婉華博士

  •【牧者路德】俞繼斌博士
  •【路德及其時代背景】潘佳耀

博士
  •【新/舊約專書】

  •109學年春學期神碩開設三門課

  • 神碩春學期招生考試訂於 4/16（
五），4/2（五）報名截止，歡迎
牧長同工報名，接受進深學程的裝
備。(報名資訊請洽學院網站）

  •本學期 11/02 舉行的教牧論壇專文
發表圓滿結束。

  • 2021/4/26-30 將開設兩門課程， 
歡迎牧長同工申請試讀（所需學歷
與正式生同）

  •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
長同工踴躍報名！報名資訊請洽學
院網站

  •12/14 (一) 於學院舉辦【如何塑造
情緒健康的教會 2】講座，由王彼
得牧師主講，感謝上帝活動進行一
切順利。

  • 1/25（一）9:00-12:00 將於學院
舉辦【宣教士關顧】講座，由王鈴
惠博士、李凱琪宣教士分享經驗與
訊息，求神感動對宣教士關懷有感
動或想了解這部分的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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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卸任感言
學院生活分享

Ca
mp

us
  L

ife

文｜黃承翰同學（道學碩士三年級，2019-2020 學生會會長）

神學生在學院的生活非常充實，課程與實習就需要許多心力，來面對不容易的挑戰。學生會的

幹部，更是在已經忙碌的學院生活中，增加許多壓力。但「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

是如此。」在這衝擊與激盪中，也能體悟許多靈性的功課。盼望透過學生會長黃承翰的分享，

也讓弟兄姐妹認識神學生不同面向的領受，也為這些即將上路的新手牧者代禱。

「啊～下船了！」記得上任時，以耶穌履海的門訓，勉勵大家在同艘船上，倚靠神而在團

契中彼此服事、彼此接納。此刻，當我回顧同工們的辛勞時，再次看見同工們要在短

時間內達到共識、完成分工並培養溝通默契，真的頗有難度。再加上教會實習、課業壓力和生活

處境都不分軒輊地臨到時，著實影響同工們的身心靈，實在辛苦。甚至，自顧不暇的我，看見同

工辛勞時，即使再渴望陪伴，也難免力不從心。必須說，每一位同工都扛著自身的辛苦與壓力，

用盡全力地肩負學生會職責。在此，向每位同工獻上最大的敬意。

卸任的我，在回顧這一年的種種經歷時，看見神透過這職分對我的牧養。對我而言，任職期

間的事工和活動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最多的困難是：溝通和關係中的合一。溝通間出現了張力，

表達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一些爭執與困難。但我相信，這是每個團契的必經之路，正因著摩擦才能

更認識彼此、更知道如何繼續配搭，如同兩人三腳的默契訓練一樣。

在一些經驗中，我覺得神透過不同方式給了我許多禮物。首先，有一天我發現同工可能誤會

了當初的共識，以至於向我提了其他建議。個性急躁的我，在第一時間確實滿生氣的。但是，當

我提醒自己冷靜下來時，我發現因著對方的誤會，反而產生了另一種更好的方法。哎呀！當時的

我，心裡一部分慶幸沒有立刻澄清或指正，另一部分也向神感謝這誤會的美麗。最後，我也向那

位同工分享我的體會和心境。這件事提醒我，要更多地關注在彼此的澄清與關係中，而不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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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陷入自己的價值判斷裡。第二次印象

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想要向人澄清自己

被質疑的立場，但似乎沒什麼成效。矛

盾的我，回到房間禱告，默想中忽然有

個提醒：「孩子，你為什麼在罪人中尋

求稱義呢？」我當時真的嚇了一跳！我

說：「主啊，我有罪了！我不僅得罪了

你，我還錯找了上帝！（OS：枉費我

還就讀高舉「藉信稱義」的信神）」當

時，我深刻體會了先知以賽亞在聖殿中，面對極其聖潔、大而可畏的主上帝面前，深感自己不潔

而卑微至極的畏懼（賽六）。感謝神，在一陣認罪、痛悔、求饒之後，主的平安進入我的心。彷

彿在基督裡，祂已寬恕了我的無知，祂安慰我失落的心，祂重新提醒我是神兒女的身分。而這種

愛與溫暖，超越了我渴望為自己辯護而求得的價值。甚至，在默想中，主耶穌也帶領我，透過祂

的愛去看那個人，也幫助我領受寬恕的喜樂，並能重新建立關係。我想，除了神，沒有什麼能挪

去人心中的幽暗了。

在上述經驗裡，反覆地提醒我，在溝通與關係中看待「合一」的議題。合一，不是倚靠人的

智力、毅力、經驗或是宣告而擁有的。合一，是因著人被耶穌基督的救恩和愛挽回所擁有的。我

們彼此合一，不是人與人之間刻意經營的膚淺合好，而是人藉信而連於元首基督的合而為一。當

人們都歸於基督，領受在基督裡的合一時，就不致汲汲營營地在人的關係中刻意追求安全感，而

是將安全感寄託於耶穌基督，並基於自己早已領受神的豐盛之愛而有力量去愛人、彼此扶持。

當我們領受基督的赦罪和安慰時，便深刻體會彼此都在基督裡同為肢體的親切，那是一種超

越寬恕的體會，不是因為我已經有力量接納對方，而是我知道耶穌接納我的同時也接納了對方。

因此，我能在同為肢體的心境中，再次靠主和對方相處。

很多時候，我們渴望追求合一的共識、關係，或他的行動。但，我們所汲汲營營的，難免是

急於快點掀開上帝手中的底牌，去看見心中渴望的結果，並找到安全感。然而，很多時候，神並

不是因為耽擱而不揭露底牌，神只是希望在揭露祂公義的底牌之前，讓我們先悔改，以免這公義

作為審判臨到我們。但是，當神刻意耽擱而挽回我們時，這張由神親自握著的底牌，盡是向軟弱

無助之罪人揭露公義的伸張、豐富的憐憫、還有安慰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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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擔任會長期間，我被陪伴，我也陪伴人。有時候我很享受在學生會，有時候我也不太想面

對。不論是快樂還是辛苦，我想最棒的是，神在這一年不斷地參與我的生命，透過一些事情，幫

助我看見祂所賜予我的恩賜；也透過一些事情，幫助我在自己的困境中，認罪、尋求、仰望。這

是上帝給我最棒的禮物。

這段經驗甚至影響了我看待事工的心境。前幾天，有人問我：「你覺得我適合什麼職務呢？

」我的回答是：「你可以預備心，好好禱告，想一想自己的恩賜。並且，我相信不管是哪個職

務，上帝都有一份為你的計劃。」因為我知道，過去我只想著，應該如何領導？如今我盡享著，

基督親自領導！

這一年來，很感謝學生會每位同工的陪伴，我真的很開心能與你們一起同工。相信這一年

來，大家也有不同的生命經歷和成長，其實很期待聽見大家的分享。感謝師長們的陪伴，你們是

我的強力後盾，用抱、用敲、用陪的我都銘記在心。感謝行政同工的支持，你們的問候、笑話、

點心是我的喜樂來源。最重要的，感謝愛我的主，一如往常地供應我，在我最無力的時候，使我

想起基督的救恩，賜給我一口氣，能向持續餵養我的阿爸父呼求。

最後，願神在你所處的職分和群體中，餵養你、牧養你；願你因著連於元首基督而不致擔

憂；願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成為你愛人如己的力量。

[中國] 宜蘭聖愛堂   20,000 
[中國] 恩光堂   34,000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Of Honolulu (USD)   500 [中國] 桃園福音堂   16,860 
Silkeveien (USD)   3,209 [中國] 羅東靈恩堂   7,000 
Luther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1,546 [中國] 靈光堂   50,000 
in Osterreich (EUR) [中華] 中華信義會總會   71,000 
F.E.L.M. (EUR)   14,955 [中華] 竹北勝利堂   53,000 
[中國] 中國信義會總會   2,000 (助學 18000)
[中國] 生命堂   6,000 [中華] 得勝堂 (宣教 6000)   12,000 
[中國] 金瓜石教會   4,000 [中華] 勝利堂 (助學 20000)   80,000 
(牧關 2000) [中華] 新竹信義堂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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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疑問或是需要更正之處，請電洽財務同工李姐妹（03-5710023 #3111），謝謝！

（2020/08/01-2020/10/31，按姓氏筆畫排列）

20200801-20201031

經常費 擴建費

本期收入 6,725,609 205,100 

本期支出 5,168,854  -   

本期餘絀 1,556,755 205,100 

累計餘絀 -21,254,946 -10,724,811 



[中華] 福恩堂   6,000 吳海文 (師資3000)   6,000 郭玲玉   1,000 劉群慧 (代轉50000)   100,000 
[台灣] 太保教會   5,000 吳進春   5,000 郭素鳳   1,500 劉榮治   1,000 
[台灣] 台中慕義堂   3,000 吳碧雲 (牧關)   200 郭瑞玲   1,000 潘立言   3,000 
[台灣] 台北信義堂 (宣教)   60,000 吳聲昌   4,000 陳   瑜   6,000 潘佳耀   6,500 
[台灣] 台北蒙恩堂   20,000 呂士濂   15,000 陳光雄   1,000 蔡世賢   500 
[台灣] 岡山教會   6,000 李一華   6,000 陳汝龍   1,000 蔡如珮   1,500 
[台灣] 板橋福音堂   6,000 李季樫 (助學)   2,000 陳呈祥   1,000 蔡宏智   1,000 
[台灣] 陽明山錫安堂   3,000 李郁芬   2,000 陳秀卿   500 蔡宏嘉   500 
[台灣] 雙福教會   3,000 李倩宜   4,500 陳怡璇 (牧關)   300 蔡芳齡   2,000 
[民國] 小港教會   5,000 李淑萍   5,000 陳明志   12,000 蔡家和   3,000 
[民國] 民國信義會總會   200,000 李惠珠 (助學5000)   8,000 陳明恩   2,000 蔡慧貞 (牧關)   2,000 
[民國] 枋寮教會   2,000 李資良   3,000  陳林蔭 (牧關)   200 蔣不聽 (助學5000)   7,000 
[民國] 屏東教會   6,000 李維仁   500 陳冠賢   15,000 鄧愛蘭   1,000 
[路德] 板橋和平堂   4,000 杜聖恩 (師資1500)   7,500  陳前程   2,000 鄭芬蘭 (宣教)   3,000 
[福音] 中嵙頌恩堂   3,000 杜慧貞   2,000 陳姵樺   500 鄭信弘   1,800 
[福音] 沐恩堂   4,100 汪有駿   2,000 陳建宏   30,000 鄭婉萍 (牧關)   2,000 
[福音] 東勢施恩堂   7,500 沈仁正   3,000 陳秋葵   6,000 鄭喜天 (牧關)   80,000 
[福音] 福音信義會總會   60,000 沈家傑   3,000 陳美珠   6,000 鄭發祥   1,500 
大寶寶   3,000 沐恩堂會友   1,800 陳衍伶   1,000 鄭貴立   1,000 
工業福音團契 (助學)   20,000 周秋燕   3,000 陳庭芝   150 鄭燦鋒   18,000 
中華民國教會人權促進聯盟   4,000 周純明   3,000 陳恭猛   4,000 寰宇福音基金會 (獎學)   60,000 
(牧關) 周新基   1,000 陳國雄   1,500 蕭淑拿   20,000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牧關)   6,000 周黎明   10,000 陳淑女   4,000 賴志剛   30,000 
中寶寶   6,000 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   70,000 陳富美 (助學3000)   9,000 龍乃詒   2,000 
方詠卉   3,000 (教育用) 陳渫慧   1,000 戴憲達   3,000 
王一言   3,000 宗緒順   150,000 陳渫聰   1,000 薛春華   1,000 
王才沛   9,000 宜約堂   3,000 陳愛春   1,000 謝娜敏 (牧關41980)   42,480 
(宣教3000, 牧關中心3000) 板橋和平堂會友   2,600 陳愛珠   2,000 韓   遠   2,000 
王世吉   15,000 林宜宣   6,000 陳慈娥   3,000 韓文萍 (牧關)   200 
王克勇   1,000 林宜慧   2,000 陳新鳳 (助學)   10,000 歸愛倫 (助學2000)   4,000 
王秀梅   3,200 林尚水   2,000 陳嬿如   3,000 羅子峻   50,000 
王俊雄 (助學)   1,000 林金滿   500 陳麗明   1,000 羅秀宜   500 
王鼎元 (助學 1000)   1,600 林奕足   3,000 陳蘭英   1,000 羅東靈恩堂會友   2,900 
主知名 (牧關)   500 林恩仲   1,000 陶玉珉   6,000 羅惠珠   1,000 
主知名 (牧關)   500 林毓德   1,000 麥愛堂   15,000 譚俊彥   3,000 
主知名 (助學)   1,000 林碧卿   1,000 傅金蘭   1,000 關永武   10,000 
主知名 (牧關)   1,000 林鳳珠   3,000 傅振瑛   6,000 饒耀中   1,000 
主知名   2,000 林顯仁   1,000 彭成毅   2,000 顧志浩   3,000 
主知名 (牧關)   2,000 芶月英   7,500 彭國恩   5,000 顧美芬   3,000 
主知名 (牧關)   4,100 金仲達   50,000 彭蕙仙   1,000 
主恩01   6,000 俞繼斌   11,300 景李夢娥   1,000 
主恩02   250 南京東路禮拜堂   38,000 景明珠 (宣教)   3,000 
主恩03   24,000 施宗佑 (師資)   3,000 曾偉雄 (牧關)   10,000 
主恩06   3,000 施姮妤 (牧關)   300 曾蘇淑娥   1,600 
主恩09   1,000 星光品格發展協會   2,000 舒兆泰   2,500 [中國] 宜蘭聖愛堂   20,000 
主恩19   2,000 柯以諾   6,000 舒琪媺   6,000 [中華] 竹南勝利堂   30,000 
主恩39   5,000 洪和列   1,000 舒德文   6,000 大寶寶   1,500 
主恩41   3,000 活水福音促進會 (助學)   12,000 辜芳立   2,000 主知名   3,000 
主恩60   30,000 紀榮榮   3,000 項仁宇   1,000 主恩03   2,000 
主恩73   6,000 胡椿子   3,000 黃天箭   10,000 主恩41   3,000 
主恩74   1,800 苗其傑   3,000 黃文棋   600 主恩60   30,000 
主恩75   9,000 范兆禧   4,500 黃文楷   9,000 主恩76   20,000 
主恩76   20,000 (師資1500, 宣教1500) 黃玉銣   3,000 吳聲昌   8,000 
(牧關10000, 師資10000) 范秉添   3,000 黃西山   1,000 林奕足   3,000 
北門聖教會   46,000 修郁文   3,000 黃周銀玉   1,000 邱福生   7,000 
古文兆   6,000 孫玉瓊   3,000 黃承約   6,000 胡椿子   3,000 
台北永生堂會友   3,300 孫作堯   4,000 黃美釗   500 苗其傑 劉兆莉   10,000 
台北信友堂 (宣教)   54,000 徐忠良   4,000 黃益輝 蔡舜昤   20,000 范兆禧   1,500 
台北救恩堂會友   1,400 徐敬添   2,000 黃執中   3,000 徐忠良   2,000 
生命堂會友   3,200 翁麗雲 (師資)   1,000 黃博加   1,000 徐淑瓊   2,000 
田仁春 (師資1500)   3,000 高文彬   50,000 新竹真道教會 (助學)   12,000 張金來   3,000 
申雅萍   1,000 高英茂   3,000 新竹錫安堂   9,000 張慧明   3,000 
矢建華   1,000 高聖臨 (牧關1500)   4,500 新竹靈糧堂   45,000 統一發票   600 
石光鄰   3,000 基督徒宜蘭禮拜堂   10,000 (助學18000, 宣教27000) 莊朝順   20,000 
任秀妍   9,000 張中年   2,000 新竹靈糧堂會友   4,100 陳博偉   3,000 
成玲燕   3,000 張阿濕   1,000 楊心怡   3,000 陳耀堂   15,000 
有志者 (牧關)   5,800 張秋玉   1,000 楊明傑 (牧關)   500 葉肇鈞   3,000 
朱吳玉花   500 張美琦   3,000 楊淑郁   1,000 劉孝勇 游文秋   4,000 
朱育德   3,000 張素禎   3,000 楊富雄   1,000 劉逸雲   2,000 
朱美蓉   3,000 張新儀   5,000 楊麗瑾   2,000 蔡如珮   1,500 
朱清棋   5,000 張睿穎   1,000 葉佳芬   3,000 蔡碧玲   1,000 
朱頌恩   11,100 張憲文   4,000 葉貴芳   3,000 顧美芬   3,000 
江祖瀟   1,000,000 曹克昌 (師資)   6,000 葛玉容   1,500 
竹南勝利堂會友   3,000 梁仰芝   1,000 董世平   40,000 
何南善   2,000 梁諭蓉   2,000 廖慧娟   1,500 
何禹佩   3,000 梁戴甘   1,000 熊明燕   500 
何惠民   3,000 梁馨心   1,000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3,000 

何藹棠   9,000 莊若雯   3,000 趙若蓮   1,000 

余明照   3,000 莊朝順   2,100 劉王毓敏   3,000 
余廣亮 陳怡思   9,000 許   花   1,500 劉孝勇 (助學4000)   36,500 
吳育智   1,000 許曉芬   6,000 劉孝煦   3,000 
吳昌達   10,000 連孟如   6,000 劉志魁 張永寧   2,000 
吳家駒   2,000 郭則修   900 劉林須美   600 

擴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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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3月基宣課表 
 
 
 
 
 

五五股股

龜龜山山

楊楊梅梅

新新竹竹

豐豐原原

左左營營  

         舊約人物                     ｜ 譚俊彥教師 
 

五五股股基基督督教教會會豐豐盛盛堂堂｜｜新新北北市市五五股股區區成成泰泰路路三三段段113333號號22樓樓  
 
 

基礎佈道訓練 ｜ 衛行光教師 
 

中中華華基基督督教教信信義義會會永永生生堂堂｜｜桃桃園園市市龜龜山山區區萬萬壽壽路路三三段段9999巷巷1166之之55號號  
 
 

 

 舊約人物       ｜ 陳淑女教師 
 

拿拿撒撒勒勒勒勒人人會會埔埔心心福福羚羚教教會會｜｜桃桃園園市市楊楊梅梅區區中中興興路路220077號號  
 
 

 

 基督徒倫理    ｜ 董俐元老師 
 

中中華華信信義義神神學學院院｜｜新新竹竹市市大大學學路路5511巷巷1111號號  
 

 

  舊約人物   ｜ 顏添祥牧師 
 

豐豐原原浸浸信信會會｜｜台台中中市市豐豐原原區區瑞瑞安安街街117799巷巷4455號號  
 

 

  新約人物  ｜ 鄧台山傳道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台台灣灣信信義義會會十十全全教教會會｜｜高高雄雄市市左左營營區區至至聖聖路路22號號33樓樓之之11  
  

學學分分費費：：22,,550000元元，，新新生生需需另另外外繳繳交交550000元元報報名名費費  

｜｜信信徒徒神神學學教教育育處處助助理理  陳陳弟弟兄兄  0033--557711--00002233  ##  33117700｜｜  



03/06

03/13

03/20

03/08台北

台中

嘉義

新竹

劉孝勇 博士

中國信義會靈光堂

台灣信義會台中慕義堂

台灣信義會蘭潭教會

0900-1200

0900-1500

0900-1200

0900-1500

中華信義神學院

即刻掃描 QR code 報名參加！

教會 5 人以上團報另有優惠，

請洽企劃同工索取團體報名表。

promotiona@mail2.cls.org.tw

TEL: 03-5710023 #3114

2021 APELT
中華信義神學院院長
美國協同神學院聖經神學博士
美國協同神學院解經神學碩士

本於聖經的基督徒靈修

我常與你同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