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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的孩子們：
畢業在即，你們將離開衛神這個大家庭，雖然我們心中萬分不捨，卻也必須忍痛讓你們踏出
這一步，因為深知邁開這一步後，在委身基督的事奉路途上你們將會成長得更加茁壯與成

熟。從衛神畢業，不代表學習生活的結束，反而是全新挑戰的開始。因此，你們要不斷學習、成長。

當初你們進入衛神之時，就像新生兒來到家庭一樣，帶來了祝福，也帶來了責任。無論當初是帶著
再清楚不過的呼召，或懵懵懂懂，期待來此尋求方向等等，這段時間我們相濡以沫，在神學造詣與靈
性深度上，彼此都大有長進。你們讓我們看到成長時所經歷的痛苦和喜樂，但也在這段期間彼此分享
喜樂、分擔苦難。因著你們的加入，我們凝聚了他校所沒有的家人親密關係，相依扶持，一起嘻笑也
一起落淚，上帝的愛就落實在我們的生命和生活裡。這份愛，請繼續珍惜。

親愛的孩子們，在事奉的道路上，你們不會是孤單一個人，我們這個大家庭是你們的後盾。當你們
耗盡心力的經歷生活現實，為了牧養成果而錙銖必較聚會人數的多寡，為著是否該在眾人面前堅守信
仰或秉持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種種困境而心煩意亂時，請回來找我們訴苦與取暖，我們就在這裡。

此外，要延續自己在這家裡所養成的規律性靈修。 唯有上帝的靈時刻與我們同在才能面對各種挑
戰與掙扎，也能有平靜的心靈來產生睿智的決策。無論愛我們的父上帝日後帶領你們到哪個領域，也
請效法來台外籍宣教士們對這塊土地的委身、認同、熱情與愛惜，像他們一樣，將這塊土地視為自己
家園，將其上所有的人視為自己的鄰舍，全然委身來愛惜保護，實踐 「為神委身」的信念。  

帶著我們的關懷與祝福，踏出這所充滿「聖
愛」的大家庭吧! 你們堅持委身的心志，以祂的心
意與事工為念，終究會活出基督的樣式。最後，千
萬別忘記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和家庭，上帝創造了我
們，將肉體與認識祂的靈，託付給我們，就當負起
責任照顧好上帝所託付的受造器皿。願你們蒙恩得
力，如鷹展翅上騰。有空別忘了回來探望我們，以
慰撫思念之情。以這經文，彼此勉勵：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
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
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

愛你們的 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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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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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教 育
無疑是現代台
灣最不看重但
卻最緊要的工
作。教育是無
法急就章、甚
至是「比慢」
的事業，它改

變一個人的價值、思想幅度，生活與思考習慣
等等。任何形式化或求立竿見影的簡化做法，
以及追求量化的教育目標，都無法滿足當前台
灣宣教處境的需要。儘管近年來台灣神學院的
數目不斷增加，但神學教育仍舊亟待深耕。

隨著現代社會的多元發展，晚近對神學教
育機構的使命有了較廣的思考。過往將神學教
育的使命著重在牧職人才的培育，但如今神學
教育機構也提供在職牧者與平信徒事奉者一個
充電的機會。它幫助牧者與信徒對聖經、歷史
及神學具備基礎知識，培養他們不斷自我充實
的紀律，讓他們在實踐信仰的當中擁有基本的
反省能力。

同時，神學教育機構也提供現代教會在發
展過程中所牽涉的實務裝備，舉凡關懷、協
談、教導、栽培、門訓，以及崇拜事奉等等。
更進一步，它協助教會建構相關的事奉訓練機
制與管道，讓信徒的事奉與品質均能持續成
長，有力去因應各項服事的需要。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現代情境下的人們格
外關心生活與工作的意義，期待自己的志業或
生存方式具有回應生存環境的價值，這說明了
現代人為何容易被各樣標榜價值的靈性探索活
動所吸引。但也意謂，建立有紀律與深度的靈
性生活已成為重要的牧靈挑戰。

基於上述這些認知，衛神近幾年來修正課
程結構，全面加深在聖經、歷史、神學、實踐
課程方面的深度與廣度。又為了加強探討神學
的基本素養，衛神開設奠基教育，提升同學的

人文學科素養，擴張神學進修的外延知識。期
盼受此薰陶的未來牧者或教會工作者不囿限於
簡化的福音，或受到廉價恩典的誘惑，反倒對
十架的神學體會更深，能以更大的包容與同理
來觀察外在的環境。透過更豐富有智慧的信仰
表達與論述，將福音深植在台灣這塊非基督教
文化的土壤中。

這幾年衛神也透過校園生活與靈命形塑來
養成學生的靈性。靈性教育不僅是用知識介紹
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也不等同學生的品格教
育。它乃是培養學生的真實靈性深度，不斷堅
持靈修的紀律，強調屬靈的敏銳與氣質，因為
這些都是未來的牧者或教會工作者所不可少的
特質。現代人自以為用理性撕裂了聖幕的帷
幕，但男女老少對超凡性的世界與內在性世界
的探尋卻依然蓬勃。若失去對這個面向的鍛
鍊，就會失去回應這個乾渴世代的能力。

又，現代教會的牧養與發展轉向牧者與信
徒協力的模式。這幾年衛神推動「信徒教育」
及「靈性與領導專修班」，試圖營造牧者信徒
合作事奉的平台，鼓吹喚醒人心的領導，孕育
教會同心成長的契機。藉此也是建構學習型的
團隊，透過牧長與信徒的相互學習和對話，讓
基督信仰的群體能在台灣這片非基督教文化的
環境中，藉由生活的呈現來見證基督真實的面
貌。

這些理念都仍在持續推動，離期待的目標
尚有一段距離，但如今我卻必須轉換事奉的重
心。但我深知，過去與我一起奔跑的衛神同工
都會朝異象努力下去，我也會在禱告與牧養的
路上不斷支持並配合衛神的發展與理念。

     神學教育
                  －卸任感言

龐君華

新舊任院長交接

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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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學期開始要在衛神兼課，衛神院訊要我
寫篇自我介紹，而我最想介紹的是我欠衛理的一
份情。其實，不只是一份情，而是許多份情。

五歲時，家裡為了讓孩子受到比較好的教
育，讓媽媽帶著十來個堂兄弟們到台中中師附小

旁租屋居住，我只好跟到台中，就讀於台中衛理堂的幼稚園。還記得那時我讀的是喜樂班。

初中因為哥哥姊姊都大到可以通車的年齡，媽媽想搬回南投，只剩我太小，乾脆打算讓我去
住校，請老師幫我補習，要我準備到台北考衛理女中。媽媽有媽媽的打算，我也有我的打算。我
想回南投跟疼愛我的二叔一起，所以故意不好好唸書，想說考不上衛理，就可以回南投讀書。害
的幫我補習的老師，也是主內弟兄，都不跟媽媽收補習費，大概以為我考不上了。沒想到人有人
的打算，上帝也有上帝的打算，6月17日大家正在準備畢業時，二叔車禍去世，回南投的目的落
空了。那天回南投奔喪，晚上又坐車返回台中，預備隔天上學的我，在車上望著漆黑的天空向上
帝禱告說，如果可以，我願意代替二叔照顧需要的人。我也意識到面對廣大的需要，我再怎麼學
習都不夠的，所以開始認真唸書，考上了衛理女中。

新生訓練那天，當我看到訓導主任朱媽，搭著學姐的肩，像朋友那樣地說話，我就告訴自
己，我會喜歡這個學校。看到初二、初三的大姊姊們，年紀也沒有大我們多少，卻有板有眼地協
助我們完成各樣的檢查，我就好奇，是什麼讓她們有這樣的能力、愛心、耐心和自信。陳紀彝校
長教育正常化的理念，師長們對學生的信任與包容，讓學生的人格在校園中像花苞一樣自然舒
展。如果今天在為人處世上，我還能有所堅持，衛理的教育功不可沒。

當我在台大讀心理研究所時，加入了趙中輝牧師所帶領的神學翻譯團契，趙牧師退休赴美
後，幸有林述鼎牧師的接手而不至中斷。每週林述鼎牧師總是不辭辛勞為我們預備材料，很有耐
心地忍受我們生澀的翻譯，並不厭其煩地修正我們的錯誤。即便林牧師後來得了巴金森氏症，他
還是勉力服事我們。而盧淑恬牧師，不放心他一個人行動，總是陪著他來。他們夫婦還常常請我
們吃飯，鼓勵我們。後來我放棄台大博士班的學業，到美國西敏寺神學院讀聖經輔導，回來服事
數年之後，考慮要不要再出國，把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完成。當時，也是盧牧師和林牧師找我
吃飯，鼓勵我無論如何還是要去把它完成。我知道成立衛理神學院是林述鼎牧師一生最後的願
望。我能夠有機會到衛神服事，是上帝的恩典，也期許我們能不負所託，繼續老師們的傳承，把
神的道交託那能忠心教導人的人。

師生團契邀請彭盛有老師分享「神學美學」師生團契敬拜時間

一份
謝娜敏

本院兼任老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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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博士

感謝衛神七年前接納我。感謝衛神師長同工們過去的身教、言教與種種分享，令人難忘。
相聚的時光充滿歡笑，卻轉瞬已過；如此共同經歷的歲月叫人想一再細嚐。時
空會變換，主裡的兄姐之情永不改變。

六月徐風輕拂我心，彷彿天父對我說：過去七年的埋首發奮，都是人生下
半場即將啟航的前奏曲。畢業不是結束，反倒是艱辛事奉之路的開始。我心情
願，求主帶領。

道學碩士

無 意 間 闖 入 靈 修 的 領
域，淺窺幾位深具靈修生
命的聖徒，才知我輩新教
在 這 一 方 面 只 能 算 剛 起

步。今日，許多基督徒的生命問題都出
在不願付代價隨主道成肉身，因而與主
若即若離，靈裡得不到真實的自由。復
活之後的主在向門徒顯現時說：「願你
們平安！」在以「業績」掛帥的教會生
態中，多少教牧人員與信徒被壓傷，失
去主所應許的平安。我們需要全然浸沒
入天父的愛中，重拾應許。

道學碩士

在衛神轉眼過了五年，畢業在即，離情
依依，感覺到一種離開媽媽的不安全與失
落感，但同時，心裡卻也有一種準備好的
泰然與穩定，因為知道自己這五年並沒有
白過。這不表示我對自己感到滿意，而是
代表我知道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即將邁入
另一個階段。

這五年我不是獨自渡過，而是領受了全
校師生對我共同的付出與陪
伴成長，才得以呈現出今日
的我。衛神的歲月使我更認
識自己，接納自己，更明白
神對我默然的愛。

鐘聖一

文學碩士 

感謝神的恩典和許多
人的愛與鼓勵，幫助我持
續九年在工作、生活的忙
錄中，沒有放棄衛理的課

業。歷經學校許多變動，如今它更加穩
定、有目標地為願意「為神委身衛神」
的人提供充滿愛、關懷、優秀師資的學
習環境，讓我心悅不已。

帶著在衛神所學習的，我要更貼近
天父的胸膛，立志在神的話語中「走透
透」，讓天父的形像與樣式，更多在我
和祂引領到我身邊的人中間得到恢復。

尤鵬勳

黃錦屏

蘇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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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碩士

知 識 是 叫 人 自 高 自
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若 有 人 以 為 自 己 知 道 甚
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
仍是不知道。 若有人愛　神，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

教牧碩士

感謝主使我來到衛神，這裡的學生
有許多社會的精英，他們成為開廣我視
野的另類老師。在衛神的日子曾經歷一
場車禍，對我猶如是更新生命的化妝祝
福，其間我與父親多年的不睦也得到修
復。後來又曾面臨更年期、服事疲乏，
以及親子關係的難關，都逼使我更真實
對付自己生命中的老我，
進而對主的應許和恩典有
更 深 的 體 會 和 把 握 。 在
「衛神」的歲月讓我的生
命得以蛻變和再出發。

教牧碩士

三年前退休時，帶著度
假的心情到衛神讀教牧。
既可說自己是個好老公，
來陪正在衛神讀教牧輔導

的老婆；又可以說自己是神的好僕人，
放下工作來接受神的裝備。讀神學並沒
有當初所想的那麼輕鬆有趣，並且越讀
越查覺神的託付。雖然，有許多次想放
棄，但還是堅持讀完畢業了。神藉著衛
神，除了神學，還告訴我：神開始的呼
召方式，每個人固然不同，但祂必一路
親自帶領。最後的結果，是由人的堅持
來決定。

作神的工，結束比開始更重要。

教牧碩士

畢業了，短短三個字
卻有說不出的辛酸。神學
是什麼？不只是一般的信
仰，需要更多的反省與挑

戰。是種新的思維，要建立自己的思考，
成為一個會思考的人。在學院裡生命、聖
經與神學激盪出真正的信仰。這是一條信
心的道路，不易路，帶領我前進的唯有上
帝的恩典與祂的信實。感謝上帝、學院、
師長及同工，讓衛神充滿愛在當中。畢業
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帶著神學的裝
備向著發白的莊稼出發，願這一期畢生都
能如鷹展翅上騰，衝向雲霄。 

教牧碩士

五年前退休，先生勸
我用第二春的方式找個教
職，把自己做了25年的博
物館經驗傳授給年輕人。
但我選擇了到衛神做學生，因為這是神
給我最大的祝福，讓我及時把握祂填補
我在教會所感到的匱乏…...這幾年在衛神
的學習既是grow my knowledge更是
grow my faith。為此，我要感謝衛神的
老師、同工與所有和我一起修課的同學
們。為此，我要說生命的春天是衛神幫
我開啟的！ 

柯明輝

林麗基

陳  媛

祝念邦

林志和

畢業生與牧長老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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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奉獻徵信及財務

教牧輔導碩士

剛進神學院時，我期待藉由裝備自己
可以服事更多有需要的人。神讓我經歷奇
妙的改變，透過這三年來的學習擴張我的
境界與視野，並且開啟和調整我整個人。

我之前以為憑自己可以做點什麼，但
這三年的學習讓我知道必須放下自己，
唯獨單單跟隨神！我要謝謝衛神的所有

老師、同工和同學們。回首
過往要說，在每個當下所累
積的點點滴滴都是最美的回
憶，最紮實的歷程。在衛神
的三年真是一條充滿恩典又
滴下脂油的豐盛之路！ 

教牧輔導碩士

衛神的裝備翻轉了我的
生命，擴張了我的身量，更
幫助我帶著神的恩典，用所
學來回饋給有需要的人。謹
記個督趙老師的提醒：協談別人之前，
必須自己的身心靈先被神的愛來洗滌！
回首四年來的點點滴滴，一路上滿是神
「恩典的記號」：舉凡老師們的授課指
導、個人在生活上所需的恩典奉獻，以
及同學們用愛心烹調、讓口齒留香的愛
宴，都令人回味不已!畢業在即，萬般不
捨，為著能成為衛神的一分子感恩，由
衷感謝衛神為我所作的一切。

教牧輔導碩士

在衛神裝備的四年帶給
我極大的祝福，擴張了我生
命的境界，使我更愛主耶
穌。感謝學校用心安排學
程，聘請最專業的老師，因著各科的學習
及實習，使我更有信心服事神、服事人。
這裡的學習雖不輕鬆，卻充滿神的愛。畢
業在即，仍感意猶未盡，只覺還有其它很
多可以學習的科目。衷心感謝衛神全體為
上帝、為我們所作的一切，我永遠感恩。

教牧輔導碩士

謝 謝 衛 理 神 學 院 的 栽
培，使我能夠充實許多對聖
經的了解，並且應用在心理
輔導的領域上，讓我在日後

的服事及工作上擁有更多的實力；感謝所
有教導過我的老師們，謝謝你們不藏私的
教導以及耐心且愛心的包容，使我在自我
突破與探索上、自我了解和照顧上，都
有了明顯的成長；最後，感謝 全能的上
帝，在這一路上，賜給我支持我的磐石之
家教會、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愛我的爸媽、
丈夫，讓我能完成教牧輔導碩士的學業。

朱南燕

張  祺

華淑芬

藍梅玲

衛理神學研究院第一屆校友會

歡送龐牧師的獻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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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一 1,000 林樹輝 5,000 張馨勻 500 黃明正 1,000 鍾聖一 5,000 
王怡文 1,500 邱上嘉 2,000 梁宇華 500 黃寬裕 2,000 韓質芳 2,000 
王政祥 100 邱宏芸 9,000 符燕子 300 黃錦屏 10,000 簡嘉良 1,000 
王珍齡 1,000 邱泰耀 1,000 莊婷婷 100 楊四維 200 藍恩琪 16,000 
王桂紅 300 侯佩君 2,000 莊雅惠 1,000 葉新林 1,000 藍梅玲 30,000 
王桂蘭 5,000 侯依君 2,000 許一琴 5,000 葉鴻棋 10,000 蘇敏麗 2,000 
朱興國 1,000 姚培華 3,000 許秋蘭 1,000 葛曉飛 500 台北衛理堂 56,600 
江馨紅 100 胡璢美 2,000 許瑞芬 5,000 鄔美連 3,000 內湖衛理堂 30,000 
何    和 30,000 剛    偉 500 郭安娜 2,000 廖上信 10,000 台中衛理堂 9,000 
吳文文 1,000 夏幸賢 3,000 釧秀芳 500 劉幸枝 3,000 永和天恩堂 20,200 
吳合家 12,000 夏淑慧 2,000 陳永明 1,000 劉玲芬 10,000 安素堂 40,000 
吳安潔 3,000 徐雪坪 2,000 陳利根 7,600 劉珍莉 2,000 沛恩堂 20,000 
吳佩芸 5,000 秦啟正 1,000 陳君卿 1,000 劉家容 3,000 城中教會 57,100 
吳宜貞 1,500 郝文章 10,000 陳為榮 1,000 劉悌悌 5,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吳基仁 8,000 郝信英 400 陳玲玲 500 劉鳳珠 1,000 高雄衛理堂 32,350 
呂本珩 5,000 郝董金溪 100 陳素珍 2,000 盧元和 500 鹿谷佈道所 2,000 
呂培貴 500 高純華 1,000 陳國書 12,000 盧信仁 2,000 雅各堂 25,000 
李立宇 300 張中婷 2,000 陳    媛 15,000 謝惠珍 300 榮恩堂 6,000 
李虹靜 1,000 張永貞 1,000 陳智萍 10,000 鍾    超 1,000 課間崇拜 31,521 
李臺華 500 張至寧 700 陳齊聖 1,000 鍾嫈嫈 33,800 主知名 8,300 
李麗蓉 1,000 張昆福 1,000 陳燕姿 1,000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 37,500 
谷筱雯 6,000 張素慧 1,000 曾念粵 4,500 教牧諮商系學會 6,381 
周慶同 3,000 張    祺 3,000 程碧慧 4,000 
林佼瑩 30,000 張聖佳 13,000 黃如英 3,000 合計 805,252 

學院消息

●6/16下午三點舉辦第一屆校友會，邀請校友李慎政牧師（2006，教博）分享信息勉勵。會中並
同時選舉第一屆校友會幹部，選出陳瑞枝（2007，教博）擔任會長，陳國良（2012，道碩）
為副會長，其餘三位幹部分別為陳錫寬（2009，道碩）、程廣恩（2013，輔碩）與羅中志
（2009，道碩）。

●本校將於8/6舉行2014學年度第二次招生，報名截止日7/31，歡迎有志獻身的信徒領袖前來報
名。

●陳國書（2011，道碩）於2014年4月20日在基督教雙愛心禱教會按牧。

●范詩雯（2009，道碩）與鍾佩芳（2008，道碩）均喜獲第三胎；邱雪媚（2006，諮碩）已搬
遷回台，與夫居住安坑，育有一兒。

●賴玲（2009，道碩）已婚育有一兒，任台北衛理堂協理傳道。

●翁頌輝牧師（2009，道碩）目前開拓台中幸福貴格會，地址台中柳陽東街135號。

●蔡偉文（2003，道碩）服事於嘉義衛理堂（嘉義市維新路66號）。

●程碧慧（2012，道碩）服事於土城佈道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17號2樓）。

奉獻徵信及財務

項目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結餘 全年需要經費

經常費 2,987,785 5,607,994 -2,620,209 14,399,584

2014年財務報告(2014/01~2014/05)

衛理神學研究院第二十五期院訊【學院消息．徵信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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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詢問或報名參加以上課程，請洽(02)86633488轉分機215周姐妹，或轉分機218王姐妹。

2014學年度第一學期精選課程一覽表

希伯來文          黃正人老師        時間：週四 9:00~11:50

本課程教導基礎的舊約希伯來文文法、字彙、與語法，使學員可以閱讀簡易的經文，並藉由
工具書進一步讀懂高比例的希伯來文聖經。

劉幸枝老師        時間：週一 18:30~21:15          舊約釋義：以賽亞書
本課程帶領學員探討被視為「第五福音書」的《以賽亞書》，逐章闡釋整卷書的豐富文體，
讓學員進入聖經文本，更深感受上帝無比的屬性與救贖心意。

青少年工作          駱玫玲老師        時間：週二 9:00~11:50

本課程以聖經根基來建立足以回應時代的青少年牧養觀，逐一介紹實用的門徒訓練、聚會設
計以及輔導技巧，讓學員獲得全面的牧養策略與智慧。

李信毅老師       時間：週二 13:30~16:20          倫理學
本課程以聖經、教義詮釋與當代處境為基礎，探討神與人、人與人、人與自我，以及人與自
然之間的關係，竭力追求明白神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媒體與真理          張毅民老師        時間：週一 13:30~16:20 

本課程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檢視大眾傳媒呈現的內容，剖析新聞與娛樂媒體的基本運作方
式，培養學員具備辨識「資訊」、「事實」與「真理」的能力。

蔣祖華老師        時間：週四 18:30~21:15          靈修學
本課程介紹一些靈修生活中的規則與概念，並佐以靈修傳統中的一些經典與經驗，期能幫助
同學理解之後加以實踐。

哀傷與危機輔導          謝娜敏老師        時間：週三 13:30~16:20（9/24~1/7）

本課程幫助學員對所謂的哀傷與危機有正確的認識，並掌握處理哀傷與危機的基本原則，將
它應用出來。

謝娜敏老師        時間：十月起每週二 19:00~21:00          發展性的危機與關顧
本課程偏重介紹人格發展在不同階段的特徵，以及一些可預見的危機與挑戰，幫助學員捕捉
受造者身心靈的發展歷程，並按發展原則來對己對人。

納尼亞密碼          曾念粵老師        時間：週二 19:00~21:00（7/1~9/2）

本課程對作家路益師膾炙人口的《納尼亞故事集》進行深入解讀，剖析直到近年才被發現，
暗藏在精彩故事佈局底下的神學密碼。

 郝信英老師        時間：週二 19:30~21:00          詩班訓練課程
訓練視譜、發聲法與基礎樂理；提供更寬廣的詩歌曲目，並經由合唱練習來操練和諧配搭的
能力與態度。

深層療癒師初階培訓班          陳利根老師        時間：週一 9:00~16:00（6/30~8/25）

本免費課程介紹療癒基礎、深層療癒理論、原生家庭療癒，以及療癒技術。

衛理神學研究院第二十五期院訊【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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