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神說：

「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

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使徒行傳 4:24，29-31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
神說：主啊！ ... 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
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
來。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
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使
徒行傳 4:24，29-31)

我們都是五旬宗的信徒，我們相信
聖靈的洗、神蹟和屬靈恩賜，我們相信五
旬節的經驗和耶穌基督的主權。

神召神學院是中國神召會台灣區議
會為了訓練宣揚福音傳道人所設立的學
校，我們的區議會需要更多傳道人，來牧
養我們的教會和開拓新的教會。

我們的目標是再次強調五旬節的經
歷，和這樣的傳道方式在我們的學校之
中；我們的課程、教導、敬拜和禱告會應
該以基督為中心，和被聖靈來引導。一切
都應專注在預備神學生能夠出去，並且被
聖靈引導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所有神召神學院的校友和朋友們，我
們需要你們的禱告和支持；教會的弟兄姊
妹，我們需要你們將青年人差派出來受裝
備，在台灣傳福音，並且開拓新的教會。

現在請為聖靈在神學院和我們的區
議會中有新的作為來禱告 ...

院 長 的 話
代理院長：齊明道牧師

新舊任院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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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學士科 徐讚榮

台 南 神 召 會
要分享神對我的呼召的話，首先要分享的是在我七歲時

被聖靈充滿的經驗。

那時全家人每天晚上都會作家庭禮拜，當天爸爸媽媽分
享神的話語後，我們一起禱告，媽媽開始用方言禱告。

媽媽被聖靈充滿的時候，我也感受聖靈的同在，被聖靈充滿，然後在神面前一邊哭
一邊悔改整整 40 分鐘的時間，並開始用方言禱告。從被聖靈充滿的那天開始，我學會
用方言禱告了。

在我滿七歲時，我們全家順服神的呼召來到台灣開始宣教的事工。起初，我就讀國
際英文學校，後來搬到新竹市後，便與妹妹同在當地小學讀書。雖然國小時期，我不太
懂事又有需要多學習的部分，但是透過爸媽用神的話語教導和教會弟兄姐妹一起參加小
組，使得我能夠一步一步成為有榜樣的學生。　

小四時，神特別透過學校的生活教導我的生命。某天體育課正在練習投籃，那時我
想多練習投球的自私想法，忍不住跑去前面插隊。我這自私的舉動，讓我跟 A 同學發生
了衝突，我向他說了很過分的話，惹哭了他。一旁的 B 同學就對我說：「你那個樣子，
也算是基督徒嗎 ?」當下我深受打擊，對我的行為感到非常羞愧。第一次領悟到我的行
為會讓神的名蒙羞，當場我立刻向 A 同學道歉，並且向神悔改。這件事情以後，我注意
到對於自己的行為和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小心謹慎。

順利從小學畢業後，我們一家人回到了韓國。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和妹妹被送到
菲律賓的韓國神召會學校讀書 6 個月，那是我第一次體驗住宿生活。這當中我學習到很
多方面的規律生活、團體生活，以及基本禮貌，並且學會怎麼去運用自己的空間，還有
隨時整理自己的東西。有一次戶外活動時，一群男生中途脫隊了，這事造成了很大的麻
煩，雖然沒有發生嚴重的問題，但是這一群男生的行為影響了我們整個團體活動，透過
這件事讓我學習到團體生活必須節制個人的活動。

回到韓國後，在國中時，我經常喜歡跟朋友在放學後去電腦遊戲區玩電腦。有一天
媽媽提醒我不要一直花時間和金錢在那陰間的地方 ; 還告訴我這樣的行為只會讓撒旦開
心而已。有一次在玩遊戲時，有個小一生一直在旁邊取笑我的朋友，朋友忍不住跟那小
一生吵架，後來小一生要去找人來幫忙。在事情變嚴重之前，我趕緊拉開他們，然後帶
著朋友離開現場。這事以後，讓我明白媽媽的提醒是對的，我感受到撒旦帶來不好的影
響，讓我們的情緒不穩定；這樣的感受與經驗讓我決心不再去會讓撒旦喜歡的地方，並
決定要順服神的話語，不要因為想要滿足自己的需求而踏入幽谷中。

高中 3 年的生活中，我的屬靈狀況一直都是在世界與耶穌之間來來回回。升高三後，
自己要決定的事情變多了，像將來要讀什麼大學？要成為怎樣的人等等。這些必須要選
擇的問題，讓我的屬靈狀況更加搖擺不定。高三時，最常困擾我的難題是，要選擇世界
還是耶穌成為我屬靈的主。雖然我對世界上的成功沒有很大的願望，但因不確定性的未
來給我很大的不安；還有成人後，隨之而來的很多責任使我糾結了一陣子。後來神讓我
抓住一個主題“求神讓我可以站在神的旨意中，順服神的旨意＂來禱告。然後在禱告中，
透過環境，神讓我看見神對我的呼召是在台灣。

寒假期間，跟著爸媽來到台灣。在台南神召會的特會中，神透過很多牧師提醒了我
們，必須為了末日決戰而預備，因爸媽曾對我們有這樣的教導，所以很容易接受牧師的
信息。我相信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因此我決定不再浪費時間在世界的課業或花時間得
到世界要求的學歷上；而是花時間與神同在並服事神的工作，在神學院裡學習新的知識、
服事及更加親近神。我確信神對我的旨意是在台灣，所以我願意成為順服神旨意的人。
謝謝。

蒙 召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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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學士科 徐耶音

台 南 神 召 會 在我 6 歲那一年，因著上帝的呼召，全家決定來到台灣
宣教。剛來台灣的時候 , 為了學習中文，從入讀當地幼稚園開
始直到小學 5 年級。

小學 3 年級時，在夏令營經歷了聖靈充滿：夏令營的第 4 天 , 有一個時間是來到上帝
面前悔改的時間。透過聖靈降臨 , 釋放了綑綁我生命中 " 說謊的靈 "。在小學 2 年級時 , 我
在書局偷水壺一事被父母發現 , 因不想被罵而對父母說謊。發現我在說謊的父母帶我去書
局向店長道歉。儘管如此，" 說謊的靈 " 到小學 3 年級還是沒有從我的生命中離開。但是
那天透過聖靈的同在，我不斷地流淚禱告 , 悔改自己的罪。從那一天起，被 " 說謊的靈 "
綑綁的生命完全得了釋放 , 再也不說謊。

兩年後，小學 5 年級結束的時候，我們全家回韓國生活。升國中後 , 父母為了學法文，
去加拿大讀書 , 我和哥哥為了學英文，飛到菲律賓讀書。在菲律賓的學校生活中發生了很
多事情 ,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室友姐姐誤會我一事。有一天，宿舍傳揚了室友姐姐說 A 學
長閒話的事。A 學長的朋友聽到這事後 , 跟室友姐姐吵架。室友姐姐以為告訴 A 學長的人
是我 , 於是找我追問。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的我，只能默默地聽室友姐姐地責罵和怒火。
後來 , 真正的犯人被發現後 , 誤會我的室友姐姐卻沒有向我道歉，我對於這件事感到非常無
辜和憤怒，漸漸變為仇恨。當我在家裡舉行家庭禮拜之前，我從來沒發覺仇恨在我心裡活
著。透過那一天，上帝光照我的內心告訴我：在我的心裡“仇恨的撒旦”活著。當我發現
我內心裡的仇恨後 , 因著沒有全心全意去原諒室友姐姐並愛她，我俯伏在神面前悔改。雖
然原諒了室友姐姐，但我的傷口卻沒有完全恢復。因著傷口的緣故，在高一，無法完全敞
開我的心去跟同學交流。慢慢地無法適應學校時，我認識一位跟我一樣有傷痛的朋友。認
識這朋友時，我很期待我們可以互相安慰和共享傷痛，但是她的傷口卻比我更深和更多。
認識這朋友之前 , 我以為要得到安慰的人是我，因為我想在這世界上的人當中，我最不幸
福和最多傷痛。上帝把這朋友放在我身旁，讓我知道在這世界上最不幸的並不是我。透過
認識這朋友 3 年的過程裡，我學到了怎麼去理解、擁抱和愛她；又透過她，我能夠面對內
在的自尊心、自以為是、嫉妒和偷懶。在誠實地面對自己時，有很多次想放棄和逃避 , 但
是當我知道上帝給了我許多次的機會時 , 我決定更多的面對內在，和到神面前悔改。

高三時，上帝再次呼召父母到台灣宣教，當時雖然不能跟父母一起到台灣來 , 但是我
們相信上帝會與我們同在，所以我們決定順從上帝。父母到台灣之後，我們兄妹遇到了要
去哪裡念大學的問題。父母希望我們在台灣讀大學，但是我有一個目標，就是為了我的夢
想要在韓國讀大學。我沒有順從父母的意見，於是開始準備申請韓國大學。申請結束後，
我感受到的不像其他同學一樣非常興奮和激動 , 而是不安和空虛，我覺得好像錯過了很重
要的重點。發表韓國大學合格學生之前，我帶著複雜的心情和感覺去台灣見父母，在協助
父母的事工時，我發覺了我在韓國感受到的感覺。我發現上帝讓我成為父母的女兒並不是
偶然的事，上帝是在選召我在台灣宣教，而那「很重要的重點」就是「上帝的旨意」，以
至於我才感受到不安和空虛；不光這樣，還有因為我的靈沒有在生命裡，而是在世界裡的
緣故。

來台灣讓我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後 , 我決定不要再浪費時間，高中畢業後來台灣讀神學
院，因為上帝呼召父母在神召會服事 , 所以我選讀「神召神學院」。我走上這條路不僅是
想搶救別人的靈魂 , 透過順從耶和華阿爸上帝的話語，我的生命也要得拯救！謝謝

蒙 召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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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碩士科 林芳璇

台 北 神 召 會

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在信主前，沒有想過未來會有意義，
也不知道有一位耶穌，所以過得狼狽不堪和痛苦。但後來這
位救贖主耶穌把我找回來，改變了我的一切，更影響了我的
生命，使我生命開始有意義和命定。

初信主時，非常熱愛耶穌，單純得只想把耶穌的愛告訴人，也有夢想到最落後的地
方，蓋基督教育幼院。透過每一次的軟弱，更加體會到我所信的上帝是真實的、是永不
改變的。國中時，因祂慈愛的引導，產生了一生事奉祂的想法。後來知道不是每個人都
能全職事奉，這讓我感到失落。但這樣的想法慢慢的在高中、大學變成感動；甚至常在
禱告中，渴望成為主一生所使用的器皿。因為看見如此多的靈魂還在失喪，又是我最愛
的上帝所愛的，所以促使我從未放下這個感動，並且轉變成決心，要跟隨主到底，一生
奉獻。

聽聞要大學畢業才能讀神學院，那時我邊讀大學邊期待畢業那天的到來，盼望趕快
畢業，可以去讀神學院。在這樣的堅持下，也遇到很多不是很支持的聲音，曾有想放棄
的念頭。可是我發現當自己的心跳為主而活時，怎麼也無法不去在意那些失喪的靈魂，
更盼望主再來前，加緊多傳福音，於是我重新省思讀神學院的動機。大一的我開始對神
的話不滿足，總想更暸解聖經的話，所以我再次下定決心要讀神學院，為以後傳福音受
裝備。

大三時，我更加確定神會使用我一生，因為有位師母為我預言禱告我會全職事奉；
也有很多長輩和牧師說主會使用妳。從此我立定心志到現在，終於等到可以讀神召神學
院了。雖然這是新的開始，但有很多神召的前輩也完成了這條路，所以我不只跟隨神，
也跟隨那些神把他們擺在我身邊的榜樣；神用了這段話鼓勵了我在等候的時期，〈約書
亞記〉一章九節：「你要剛強壯膽，這是我的命令！不要懼怕，也不要氣餒，因為無論
你往哪裡去，你的神都與你同在。」

蒙 召 見 證



 9 月開學前，校本部會安排一場師生旅遊，以增進彼此的認識與情誼。今年特別拜訪了 6 月甫成立的「員
林神召會」，全校師生在聖殿中敬拜、禱告、祝福，也聽取傳道夫婦分享開拓的心路歷程。

今年剛從神召神學院畢業的管緯淇傳道，與尚在學校接受裝備的先生張桔銘弟兄，2 人 3 月時接受差遣
到彰化開拓新教會，原以為會在彰化市區設點，但聖靈奇妙的帶領下，來到員林基督教醫院附近。場勘當日
禱告時，聖靈顯出“莊稼成熟，工人在哪裡？”的異象，管傳道回答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尋找合
適的房子並不容易，管傳道一邊在員林基督教醫院當福音志工，一邊持續尋覓。某天在回程的靜修東路上，
發現了這間房子。找屋、簽約過程中遇到很多挑戰與困難，管傳道每天不斷求告神保守、賜予所需用的。

神調動萬有，使各路人馬都樂意奉獻，陸續有弟兄姊妹奉獻設備、物資與金錢，使得教會從無慢慢地擴
充。此外，神也帶來了一位員林的遠親─詹淵洲弟兄，是全福會的總幹事。聽聞夫妻要在員林開拓教會，甚
是驚訝，因此樂意提供相關協助。詹弟兄還邀管傳道 7 月 19 日周五在員基分享生命經歷，管傳道二話不說
立刻答應。但是卻有颱風來襲的可能。於是周三晚禱會，回到母會為此禱告，祈求主將颱風挪走，因為若發
佈彰化停班，分享會也會直接取消。星期五一早果然是好天氣，
順利地完成一日生命講師的課程。會前管傳道努力求神賜下恩
典，使醫護人員打開心門，聆聽這生命故事，用神的話語分享
給他們，而能從中認識這位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對我們有無
盡的愛。

因著傳道夫婦生命、家庭被神翻轉、祝福，所以對靈魂生
命有著極大的負擔，他們繼續努力禱告，求神加添人數給員林
神召會。在火傘高張的盛夏，夫婦二人與孫女一同去發放福音
單張，主動與居民打招呼認識，期望將神的福音分享出去；也
計畫透過事工，服事居民，冀望人們能進到教會認識耶穌、尋
求耶穌。

學前週師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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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教務處

學院消息／實習處

院本部

上課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00~08：50

系統神學Ⅰ
黃朝哲 牧師

基督教教育概論
黃仁宇 牧師

09：00~09：50

希臘文Ⅰ
黃朝哲 牧師

教會歷史Ⅰ
齊明道 牧師

10：00~10：50 新約聖靈觀─
五旬宗角度
劉慈梧 牧師

佈道概論
薛山藍 牧師

11：00~11：50 課間
敬拜

13：00~13：50
樂理Ⅰ

楊娣娣 教師

14：00~14：50
打掃時間

舊約歷史書
蔡蕙秋 教師

詩班
楊娣娣 教師

15：00~15：50
司琴

楊娣娣 教師

16：00~16：50

二 .	圖書館公告

圖書館館藏經統計更正為 13,197 冊，我
們仍努力朝藏書總量可達至 15,000 冊目
標邁進；另歡迎您為圖書館網路系統提升
經費指定奉獻，四年預算二十萬元。

一 .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表

一 .	薪火相傳

北區：2020 年 1 月 4 日 ( 六 )     南區：2020 年 1 月 18 日 ( 六 )

二 .	請牧長同工能提供神學生至貴堂學習的機會，使學生在服事的態度理念以及生命的調整上，能獲得牧
長同工的教導與監督，以培育基督的工人。

本學期神學生教會實習

紀又文─浸信會我們教會台中堂 張桔銘─員林神召會

黃偉銘─高雄神召會 梁家裕─三峽大磐石純福音教會

徐讚榮─台南神召會 徐耶音─台南神召會

台北分校

上課時間 二 四

18：00
~

18：50
課間敬拜

19：00
~

20：50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歸納法研經
劉慈梧 牧師

五旬節的
敬拜與操練
鄭詩君 牧師

屏東神召會教學中心

上課時間 四

19：30
~

20：20 教會牧養事工運作
李元凱 牧師20：30

~
21：20

接著下午驅車前往三井 outlet 與高美濕地。傍晚時分，漫步在平日不顯擁擠的高美濕地棧道上，心
情真是愉悅放鬆，又不失熱鬧。夕陽映照著海天一線，一望無際，與高聳矗立的風力發電，形成壯觀美景。
師生們把握機會留下合影，為這次旅遊畫下美好句點。感謝神賜予這麼棒的回憶！



108 年 5~8 月 奉獻徵信錄表
國內外教會奉獻
台北神召會 $90,000
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40,000
台北神愛教會 $32,147
神召會聖愛堂 $13,000
沙鹿神召會 $4,300
台南神召會 $20,000
台中復興神召會 $2,000
美國宣教士聯誼會 $25,200
台北神召會
鄭詩君 $3,500
莊安祺 $2,000
陳瑩芳 $3,500
黃麗華 $3,000
藍郭月霞 $4,000
吳雪嬌 $3,500
吳聖慧 $10,000
簡永芳 $7,000
蔡頌一 $3,500
林麗英 $4,000
林王梅雀 $8,000
黃華欽 $4,500
黃葉冬子 $2,000
張李秀霞 $1,000
高安理 $2,000
黃希聖 $3,000
張錫鑫 $1,000
林琍琳 $6,000
蔡文乾 $2,200
林佑蓉 $3,500
張文育 $10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韓正平  $10,000
主知名  $7,400 
台北神愛教會
顏金龍  $3,000 
中壢神召會
陳欽華 $6,000
李榮昌 $3,000
王曾瑞霞 $200
龍潭神召會
冼家榮  $2,000  
新竹神召會
陳惠珠 $2,000
莫惠如 $12,600
台中復興神召會
主知名 $200
台南神召會
主知名  $400 
高雄神召會
林達鴻  $5,000
主知名  $6,200

屏東神召會
李光昭 $1,500
張玉珍 $15,000
張羽伶 $3,000
個人
中華信望愛基金會奉獻 190,000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 為媒體事工 ) 5,000
紀瑤驥 5,000
畢業奉獻
台北神召會  $10,000
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5,000
台北神愛教會  $1,000
中壢神召會  $2,000
三峽大磐石純福音教會  $3,000
神召會三灣教會  $3,000
台中神召會  $2,000
台中神召會 主知名  $2,200
新生神召會  $2,000
台中復興神召會 主知名  $200
台南神召會  $3,000
高雄神召會  $3,000
屏東神召會 主知名  $8,300
沙鹿神召會  $6,000
東勢神召會  $2,000
莊飛  $2,000
柯婌文  $1,000
蔡小寶  $1,000
鄭詩君  $1,000
李正義  $2,000
藍哲宗  $1,000
葉子  $2,000
田碧嬌  $1,000
陳中庸  $1,000
張德明 / 香港神召神學院長  $3,000
許惠善  $2,000
徐寶新  $1,050
彭星祺  $1,000
林麗娟  $2,000
謝香妃  $3,000
董月春  $1,000
江宜玉  $2,000
錢淑英  $500
錢淑慧  $500
邱燕凌  $500
詹信陽  $500
主知名  $13,614
黃伯彥  $6,700
賴幸冠  $6,700
蕭淑君  $6,700
彭姿靜  $6,700
管緯淇  $6,700

特別奉獻
自治會  $6,692 
其他奉獻

同工奉獻 - 黃朝哲牧師 $5,705

同工奉獻 - 劉慈梧牧師 $10,755

同工奉獻 - 黃仁宇牧師 $9,023

同工奉獻 - 鄞姿怡 $5,378

同工奉獻 - 曾曉君 $5,228

同工奉獻 - 黃伯彥 $1,000

同工奉獻 - 彭姿靜 $1,000

同工奉獻 - 蕭淑君 $1,000

同工奉獻 - 賴幸冠 $1,000

台北神召會 ( 為教師宿舍修繕 ) $100,000
場地費用 / 青年部夏令營 $49,200
場地費用 / 福樂豐盛協會 $5,000

場地費用 / 蒙恩教會 $9,940

場地費用 /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2,000

影印費 / 台中復興神召會 $200
影印費 / 學生 $500
水電費 $6,094

發票獎金 $1,000

郵局存款利息 $247

校友奉獻  $50,200 

勞健保費自付額  $34,646 
銀行進出帳 $398,400 

本期收入  $1,256,119  

本期支出   $1,468,209  

本期結欠 -$212,090  

上期結欠 -$852,025   

總計結欠 -$1,064,115  

感謝您的奉獻

願神加倍的

賜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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