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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雅各書三1~18
四、五十年前，小學生要上「說話」課。大學畢業
之後進華神，入學的第一學季修了「演說學」，接下
去再修「講道學」、「講道實習」（一至五）。所以
讀華神三年，九個學季裡，有七個學季必須要上與說
話（講道）有關的課程，目的是為了在講道的預備與
宣講上得到充足的訓練。
從人類歷史的發展來看，許多事都是透過話語推
動、完成的。「修辭學」（有人把它翻成「雄辯學」）
在古代，是受教育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門課。修辭學也
好，演說學也好，都是要訓練一個人作有效的溝通。
可是平常說話，我們沒有太多機會打草稿，所講的
話，基本上就是我們所了解、所思想、甚至所想要講
的話。話語有何能力？會帶來怎樣的影響？我們應該
用何種態度加以面對？這些都很重要，比大多數人所
想像的更重要。
雅各書篇幅不長，只有五章，108節；但至少有20節
與說話直接相關。雅各強調信心沒有行為是死的（二
26），那麼說話必然牽涉在內，因為說話顯然是很重
要的行為。而雅各書第三章1~12節，就是雅各對於話
語這個主題的重要討論。話語不單與作教師有關，更
是與每一個基督徒都有關；因為我們天天都要講話！
曾有專家估計，一個人每天所說的話，若是加以記
錄並打出來，平均一天大約20頁。也就是說，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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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的內容，可以出二本300頁的書。一年可以出廿
四本；如果連續五十年，就可以出一千兩百本！以這
種方式所出的書，請問內容會是如何？有多少人願意
讀這樣的書？

一、舌頭的力量
1.教導的能力。這段教導話語、舌頭的經文，先是提
醒我們不要多人做師傅，然後才進一步討論到控制舌
頭的問題。我們的老祖宗早已經觀察到：「人之患，
在好為人師。」這句話的意思，當然不是說大家都
想吃老師這行飯，而是指一種普遍的傾向，自認為懂
的，或是很有經驗的是，我們會很想教別人，下指導
棋。雅各說，小心，做師傅的要受更重的審判，我們
教別人，指導別人，自己真的做到了嗎？
古代社會中，老師通常會得到極高的尊重，甚至成
為意見領袖。加上桃李滿天下後，所發揮的影響力更
是不容忽視。有幾方面我們要特別注意：
a.言行是否一致。教導人的，要注意是否說一套、
做一套；我們所說的，必須在生活實踐中表明出來。
言行不一致，是難以說服人的。
上帝若用我們教他人的內容、標準來衡量我們，審
判我們，我們是否站立得住？雅各書一章19節已經提
醒我們，「……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說，
慢慢地動怒」，話語很重要，但人的怒氣並不能成就
上帝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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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容易驕傲。確實，如果一個人在某方面懂得比別
人多，也可以講得頭頭是道，要謙卑相對比較難。這
會成為生命品格的一種考驗。
c. 要檢驗動機。老師所講的，總會有人相信，會照
著去做。特別在教會中被賦予教導職分的要常常省察
自己，所教的與聖經真理是否符合？到底我是想推廣
個人主張，還是要眾人明白上帝的心意，讓主的旨意成
全？難怪雅各提醒我們：教導者要受更嚴格的審判！

2.說話的狀況，或說能否控制舌頭，是衡量一個人是
否完全的指標。罪惡的存在，是千真萬確的。信了主
之後，它依舊影響著信徒，聖靈與情慾（老我、舊
人、罪性）經常交戰。雅各提醒我們，我們在許多
事上都有過失，也就是說我們常常會跌倒，一次又一
次的跌倒；在話語上犯錯尤其明顯。所以如果一個人
能在話語上不犯錯，不跌倒，他就是完全人！這等於
告訴我們，一個人若能控制舌頭，他就能控制他的行
為，這是雅各在第二節所強調的。
看看主耶穌如何描述末後審判的標準：「我又告訴
你們，凡人所說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句句供出
來；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
罪。」（太十二36、37）話語的重要性不容我們忽視。

3.控制的力量。像馬口中的嚼環，船之舵，都是小小
的物件，卻是控制方向的關鍵因素；舌頭對於一個
人，也具有這樣的能力。

4.毀壞的力量。舌頭可造成強大的毀壞，是足以燎原
的星星之火，甚至是罪惡的世界，能污穢全身，能點
燃生命之輪，卻是來自地獄、野性難馴、充滿致命的
毒物。想一下，做個比較：一個人在工地工作一天，
衣服都髒了，或是工廠裡的「黑手」，但彬彬有禮，
言語得體，表現出有教養。另一個人：衣冠楚楚卻是
口吐惡言，刻薄、不留情面的批判、毀謗，甚至滿口
髒話。你願意和誰互動？

2.以善行展現真智慧。所有基督的門徒，都當以領受
智慧為人生目標。有真智慧才配在教會中成為師傅，
這樣的人會制伏自己的舌頭，展現「善行」（美好的
生活方式），與不受約束之舌頭展現的惡行成強烈對
比。
真智慧一定影響生活言行，雅各已經說過，信心一

說合宜的話、造就人的好話，不是從修辭學著手，
而是從生命的重新塑造開始。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要按上帝的旨意竭力保守自己的心。先是除去一
切的惡毒、詭詐、假善、嫉妒，和一切毀謗的話（彼
前二1），然後多說「造就人的好話」（弗四29）；
如此我們就能經歷生命蒙保守的恩典了。

定會在行為上表現出來，在信心中領受真智慧的人當

守住口舌的人，也就是因生命美好而能謹慎言詞
者，不需要三寸不爛之舌的能耐，但他必能建造他人
的生命，並能保守自己的性命！

是，智慧是透過（藉著）她的行為加以證實的，人不

三、領受真正的智慧
雅各討論了口舌問題後，立刻討論「智慧」，明顯
告訴我們，智慧與話語關係密切。自古以來，「智
慧」一直是重要的議題，與話語一樣，與生活息息相
關。古希臘人因為「喜愛智慧」而發展出獨樹一幟的
哲學傳統，至於各民族、流派，至今已多元到使人眼
花撩亂。

然也不例外。我們可引一節聖經做些說明。馬太福音
十一章19節說：「……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有
古卷做：但智慧在行為上就顯為是）。」《新譯本》
翻得更好：「……但智慧藉著它所作的，就證實是公
義的。」雅各所說的，與主耶穌的話相互輝映：也就
可能自認為有智慧，卻無法在行為上看到證據。這種
所謂的智慧當然就是虛的、假的、自吹自擂的。
雅各強調，溫柔的靈直接指引智慧之人的行動。他
會用溫柔的心（一21）和謙卑（四6）領受上帝的話。
至於與謙卑相反的自誇（傲慢地誇耀），則是從假智

吳獻章／著

慧產生的態度。雅各用兩個詞來描述這種態度的特

道聲出版社，2013年五月出版，328頁

徵：苦毒的嫉妒自私的野心；而後者所指的，是為了
個人利益而結黨營私的惡習。帶來的結果就是三章16
節所說的攪亂和各樣的壞事。不論苦毒的嫉妒或自私
的野心都以自我為中心，對於他人的需要或教會整體

雖是智慧人人會說，但雅各在這段經文所討論的，
則是真智慧的來源，以及檢驗、分辨真假智慧的關
鍵。從根本的性質、來源而言，真智慧從神來，所以
我們可以向神求。而假智慧則來自魔鬼，出自情慾、
屬地的。

的目標毫無興趣，這些都是自誇之人的生命發出來。

1 .以溫柔展現真智慧。 真正的智者不需吹擂，但要展

情慾的（天然的、非屬靈的）、屬魔鬼的。

舌頭有可能被馴服嗎？雅各在第八節說：不能！可
悲的是人常會一口兩舌， 頌讚神又咒罵人，雖不應
該，卻總是會發生。

現真正的溫柔。有人會認為溫柔是女性的特質，不
宜用在男性身上，有失氣概；現在越來越多人承認這
個看法不正確。別忘了，許多做妻子的期待她的丈
夫能具有溫柔、體貼的特質。八福的第三福「溫柔
的人……必承受地土」（太五5），說話的對象不分
性別，主耶穌自己就具備這個特別，「我心裡柔和
謙卑」，保羅在勸勉問題多多的哥林多教會時說：
「……我如今親自藉著基督的溫柔、和平勸你們」
（林後十1b）。

話語是從心發出的，根本而言，生命的光景決定了
一個人說話的品質。雅各在十二節提到一個原則：樹
的種類決定果子的生產；所以要馴服舌頭，只有從生
命著手。這與主耶穌所說的相互呼應，果子好壞由樹
的好壞決定，惡人說不出好話是因他心裡充滿苦毒、

若回到雅各書，「溫柔」一辭在一章21節就已經提
到了，雅各說：「……你們要……存溫柔的心領受那
所栽種的道。」有基督生命特質的人，應該也是擁有
真智慧的人，雅各強調，這樣的人應該在日常生活中
把它呈現出來。

二、馴服舌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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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亂與各種惡念。縱然刻意隱藏，還是會欲蓋彌彰。
甚至讓我們驚訝的是，末日審判之時，一個人被定為
義或有罪，竟也是憑著他所說的話！這裡講的與因信
稱義的真理並沒有衝突，所指的是表彰信心的行為，
是得救後生命改變應有的光景，是敬畏上帝、遵行祂
旨意的表現。

自誇也好，說謊話抵擋真道也好，有時展現出來的
似乎自信滿滿，很有智慧，但骨子裡面所懷的卻是苦
毒的嫉妒以及自私的野心，這些都不是真正的智慧，

老師的生花妙筆並未忘記約拿書是本宣教的
書。他沒有採用一般慣用、註釋書的形式，而
是在每個分段的結尾，加上從經文引申來的宣教
學見解與反思。當我逐一讀這些應用時，深深意
識到這是多麼切合現今普世跨文化宣教的處境。

吳

戴繼宗／中華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

善果、沒有偏見、沒有假冒，以作為我們對照的標

牧師以解釋約拿書本卷經文為「經」，以上帝
愛世人的心情切入為「緯」；又以近似「章回
小說」的文筆陳述，「可讀性」不但極高，更能
「沉思」其中。願賜獨生愛子的上帝，將宣教的
「看見」，再次充滿我們。願主記念本書，成為
多人蒙福的管道。

準。最後，雅各為這一段做了小結：「使人和平的，

沈正／台北信友堂牧師、中華福音神學院董事長

而是虛假的智慧，不是從上頭來的，而是屬地的、屬

3.以和平展現真智慧。雅各在三章17節進一步列出真
智慧的八種特質：清潔、和平、溫良、柔順、憐憫、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指領受真智慧的人，是以
和平的態度行事為人的，而且必有收成，其收成，或
說義果，指的應該就是智慧；於是形成一種良性循
環。智者以和平的態度行事，智者所作所為亦帶出和
平的結果，從這一段經文來看，從神來的智慧，其終
極特徵就是和平。
願我們都心意更新而變化，使我們能在言語口舌上
更多榮耀神，更多造就人。更求主讓我們渴慕從上頭
來的真智慧，讓真智慧表彰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

吳

讀吳老師的註釋，發現他是位說故事高手。藉
著幽默風趣的筆調，讓讀者不覺在讀一本咬
文嚼字的「聖經註釋」；倒像是陪伴約拿走一遭
「五味雜陳」的「宣教歷險」。之所以「五味雜
陳」，正如吳老師為這「劇本」的命名：「其實
你不懂我的心！」

拜

劉光啟／基督教台灣浸信會神學院
專任舊約助理教授暨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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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杖山嶽東風
聚一代精銳戰友
且看我 初出殿堂
放眼天下 且看
請您與我們一同分享

若

非神施恩的手幫助我
■神學碩士科／莊舒華

連同在美國正道福音神學院（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神碩修習的那一年，這趟神碩的旅程，我整
整走了七年。
完成論文初稿的當下，好想掉眼淚，回顧過往種
種，很難想像自己竟然可以走到今天。那個06年年
初還只想著唸完道碩三年就可以開心回台灣來牧養青
少年的我，卻因著神的帶領，一腳踏入神碩的研究領
域。起初剛唸神碩時，超苦，第一個學期就想打包走
人了。「亞伯拉罕既恆久忍耐，就得了所應許的。」
（來六15）是朋友那時寫信來美國給我鼓勵的經文。
07年暑假，以為就要逃走成功了。誰知，上帝竟帶領
我回到台灣，在時差裡考過了華神的筆試與口試，繼
續在這條路上留了下來。

全修屆兩年後進入服事工場，中間又經歷了論文指
導老師的更替（胡老師牧會離開，賴老師安息進修，
又再次換回重新任教的胡老師）、照料父親的癌末與

不放棄

永

■道學碩士科／謝雲青

其身後事宜。一度更因為未來服事的需要，先行申請

感謝上帝揀選我成為祂的兒女，及呼召我成為祂的

修習了教牧博士課程。在面對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心

僕人，又帶領我來華神接受裝備，一切都是上帝的恩

裡其實已經有抱最壞的打算，神碩這條路恐怕是沒辦

典和祝福。我很珍惜在華神的時光，能夠為主讀書，

法再走了。沒想到，後來的發展有了變化，博士課程

然後被主使用，一生為主而活。華神教導我學識、靈

的修習速度暫緩，又能夠有時間回來完成神碩。

命、事奉要一起成長，要成為「吃得苦、捱得窮、

論文中第一段的「戰爭」，初稿完成在2009年3

受得氣、做得工」的傳道人，要塑造「積極、主動、

月。再來的「敬拜」，是2012年6月，最後完成的

熱情、謙卑、明辨、寬廣」的品格。我生長在南部民

「產業」，在2013年1月。過去的這一年，對我是壓

間信仰鼎盛的小鎮，在只有媽媽的單親家庭長大，時

縮爆炸的一年。因為在進行的不只是神碩的論文，還

常面對經濟的窮困與親情的缺乏。我在十二歲時參加

有在美國LES教牧博士科的修課。生活往往是一邊寫論

教會夏令營，在孤單和病痛中我接受信仰，上帝成為

文、一邊趕博士科課前課後作業、一邊教會服事、教

我的醫治和拯救，是我永遠信靠的天父。我是家中第

課、籌備寒暑假營會，一整個焦頭爛額。

一個基督徒，上帝像一道大光照進我的世界，像是轟

終於，這條路走到尾聲了。想起曾有學生為當年將
返台的我代禱，在禱告中看見我好像亞伯拉罕一樣要
出去得著應許地；又看見船外雖然風浪很大，但耶
穌與我同在船上，會一直保護我、引領我直到進入美
地。此刻看來，神的確如此帶領著我走過這條路上的
高山低谷，幾次失去支持，幾次遭受打擊與對自己的
灰心，若非上帝的恩手幫助，我不能走完這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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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艱難
合奏凱歌
明朝武將軍
誰是傳承者
畢業同學的心情小語……
有一個延伸制的六年，當我在師大讀研究所開始，晚
上就來華神延伸制修課，六年時間終於畢業。從青春
無敵的大學生，變成中年媽媽，從單身一個人變成一
家四口人，感謝華神一直給我系統化的聖經造就和神
學裝備，感謝老師的教導和同學的鼓勵，使我異象更
堅定，服事更努力，幫助我在真道上站立得穩，學習
在聖靈裡禱告。過去幾年，華神就是我的家，我對華
神有深刻的感情，但是進入幔內，是為了出去營外；
進入華神受裝備，是為了出去教會服事，服事的道路
充滿困難和挑戰，但是上帝成為我的盼望和力量。服
事上帝是我這一輩子最重要的使命，成為傳道人是我
最想做的工作，畢業不是結束，是新的開始，祈求上
帝不嫌棄，加倍使用我，願我成為福音的器皿和真理
的管道，期待上帝幫助我一生全力以赴，永不放棄，
勇往直前，堅持到底。

轟烈烈的神蹟，從此翻轉改變我的一生，賜給我平安
和喜樂。因此我認真要為上帝打拼，我的生命要完全
獻給耶穌，我一生的意義和價值，在於敬拜上帝愛耶
穌，我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力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裡召
我來得的獎賞。我來到華神已經有七年的時
間，前三年我是家眷，照顧孩子，陪伴先生讀
書，第四年考進證書科，第五至七年轉

回頭看上帝引領自己進來華神的過程，我曾在09年

成道碩，七年時間我生了兩個華神寶

寫下這麼一段話：「生命景況不管怎麼繞路，神命定選

寶，兩個兒子是上帝賜給我們可愛的禮

召，就會負責引領。命定是要踏上神碩這條路，不管結

物。我陸續從華神508八坪的宿舍，搬到

局如何！兩年前的轉變，不是理所當然，而是神的手介

502十五坪，近兩年又跟隨先生到教

入，這是神引領我要走完的路， 不是在於是否獲得那

會全職服事，搬到教會宿舍超過三十

個學位，而是如同蘇炳甘牧師當初在我預備唸神碩之際

坪，感覺好像擴張境界，信心領域也

所為我的禱告：他求神不要讓我走寬路，走大門，而是

有突破。今年六月很幸福，我和先生

要讓我走窄路，走窄門，以致於讓我的生命能夠有更多

可以一起畢業，先生神碩畢業，我道

的成熟。成熟，是為了要更知道怎麼做主的工作。」

碩畢業。在校本部七年以外，其實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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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貓，現為穆斯林當中服事的一位校友宣教士，為服事需要，不方便透露真實姓名

耶和華說：你們就是我的見證人，我所揀選的僕人，
為要使你們知道，並且相信我，又明白我就是「那
位」；在我以前沒有神被造出來，在我以後也必沒
有。(新譯本：賽四十三10 )
2011年1月31日，我們一行十三人分搭兩輛小客車
來到開羅國際機場，心中一陣空虛和困惑突然湧上心
頭，難道我們就這樣離開這地？離開主把我們從世界
不同角落招聚而來見證祂名的應許之地？我們都只帶
了幾件衣物和簡單的行李，留下我們的「家」，熟悉
的環境與生活，以及無法同行的朋友。
幾天前，我們都很興奮民眾開始「覺醒」，願意勇敢
走上街頭參與示威活動，表達長期對政府貪腐和獨裁
的不滿。當局發現各大城上街頭民眾太多，苗頭不對，
所以先是切斷一切手機通訊，接著是網路通訊，然後公
布宵禁，要求民眾不准上街頭。陸續又聽說坦克車已經
開進我們這一區，封鎖出入口以保護居住這區的外國人
不受暴民攻擊。不過，晚上我們依然聽到零星的槍聲，
偶爾也有砲聲。許多家庭必須派家中男人到外面與其
他居民一起保護社區不受攻擊，不知哪來的暴民到處搶
劫，商家的櫥窗都被打破。一夕之間這個原本非常安全
的國家，變得非常緊張，一切失序，無法控制。
我們要前往機場前已經聽說那裡一片混亂，擠滿要
離開的人，有些人沒有機票在那等候許久，沒有食
物，沒有水，也不知要等多久。決定撤離的關鍵是美
國決定撤僑，因為我們團隊大多屬美籍，又有六個小
孩以及一位孕婦，所以離開似乎不可避免。
經過一陣混亂與驚險的感受，我們終於搭上飛機，但
在機上還是等了五六個小時，因為要等候飛機座位都填
滿旅客。原本開羅到我們目的地只要四小時，但特殊的
時候，所有事都不按計劃走，我們因宵禁措施只買到要
在第三國轉機的機票，但又因飛機在開羅延誤，我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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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轉機班機而必須在機場過夜，並重新安排到德國轉
機的機票。一路花了近廿四小時才抵達目的地。

成人英語和電腦，有時候也有識字班，因為這國家還
是有很多文盲。

在歐洲等候三週後，我們在許多不確定中回到開
羅。有人預測當地將會缺糧、缺水，一切物資將取得
不易等。無論如何，我們總是回到我們的「家」。深
夜裡，傳來像鞭炮、又像步槍的聲音讓人無法安然入
睡，治安急速惡化使得傍晚外出不再安全，從前讓人
畏懼的警察不再被人們賦與公權力，也不再能維護治
安。

每週兩晚的英文課對我是一個祝福，不僅是可以幫
助當地人學習英文，對我而言，可以就近觀察這已有
兩千年歷史的東正教團體，了解他們的生活文化和信
仰狀況，與他們互動，彼此相心打氣，不僅擴展我對
上帝國度的寬廣與潛力的認識，也讓我更清楚如何為
這群受逼迫的「二等公民」代禱。事實上，當中有許
多基督徒是未重生的，因為在這個國家，生在基督教
家庭自然成為「基督徒」；同理，生在穆斯林家庭則
自然是回教徒。許多人對真理不清楚，也不確定自己
的救恩。東正教注重禮儀，有許多信徒並不真與耶穌
有關係，但是我發現其中有一些信徒是真實愛主，也
經歷主愛的。記得我一個藥劑師學生在我剛認識她的
時候，因看到激進回教勢力在當地崛起，基督徒受到
更多迫害，他們常常感到非常害怕，認為主已經不眷
顧他們了。但將近一年後，她居然意外地體驗到基督
的愛並更加委身於信仰中。

不久，我發現我在當地朋友都有憂鬱情況，社會持
續動盪，暴力衝突不斷，當我經過菜市場時，看到的
都是愁容滿面，不知未來在哪裡的人們。此時，唯一
能幫助我不受周遭氛圍影響的只有主所賜的恩典與盼
望，持續定睛於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是我唯一能
做的。
在這動盪不安中，我也像其他人一樣有憂鬱、有失
望、也有焦慮和懷疑的時候，但我知道主總是與我同
在，並常常對我說話。記得一次祂透過一次音樂會啟
示我，當向主唱新歌，一首以全部生命唱的新歌，在
生命的高處、低谷、信心、懷疑、盼望、失望、勇
敢、害怕、興奮、疲憊、快樂、喜樂或傷心中，持續
相信祂是主的信心之歌。
那年秋天，主為我開路到垃圾城教英文。住在垃圾
城的大部分居民都是東正教基督徒，大多數人都是以
資源回收維生，他們從開羅各地收集所要回收的「垃
圾」，回來後或清洗、或以機器處理，使資源能以再
利用。天氣熱的時候這裡的空氣瀰漫著酸酸的餿水
味，兩邊路旁屋內都是滿滿的「垃圾」。往內再走一
段路，有一處在大山洞鑿出來的特殊教堂，是許多國
內外基督徒遊客會來參觀的景點，也是東正教大型聚
會的地點。我們借用教會附設幼稚園的教室，開班教

2011年11月11日在垃圾城的山洞教會有一個東正教
舉辦的跨國通宵禱告會，將近十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為國家禱告。許多來現場參加的都是熱血的年輕人，
而且都留到隔天清晨禱告會結束才回家。當時有一位
主教在台上提醒：看到世界地震頻繁，大海嘯、天
災、戰亂與打仗風聲頻傳，加上國內的政治、經濟動
盪，我們預備好了嗎？事實上，在革命發生後持續混
亂的情形，的確讓人不能不信這是末世，主再來的時
刻近了。上帝藉著各樣災難或不古的人心，一再提醒
我們不能再不警醒，不能再不回轉歸向主，不能再滯
留於今生的尋求和短暫的滿足。
在開羅期間我更體認到，我們所能做的很有限，所
看到的也很少，許多時候我們預測的都不會成真，我

們看到的常只是表象也是虛晃。革命後表面上有很
多不利基督徒的事情發生，情勢更艱難，教會將受更
大逼迫，檯面下，數以千計的人開始真正認識基督
是主，許多基督徒移民國外的同時，更多基督徒願意
委身，為主而活，為主而死。在所有人事物都在變動
的無奈下，有盼望的是我們所信的主，祂是唯一掌權
者，永不改變的。有國度影響力的，不是檯面上反覆
無常的政客、德高望重的宗教領袖、或是有名望或財
力雄厚者，更不是我們個人的才幹努力和各樣完備的
計劃或遠大的異象，真正完成國度工作的是主自己，
而我們能參與其中實為我幸，是祂邀請我們一起到那
地見證祂是主。
請代禱：
1.當地基督徒受逼迫中能堅心信靠主，
並經歷聖靈的大能與復興。
2.基督徒工人的身心靈蒙保守，
有屬靈分辨力，敏銳順服主，
一同打屬靈爭戰，總不害怕。
3.穆斯林在動盪中能有認識
基督是唯一救主的智慧，
並能勇敢歸向主。
4.改信基督的團體或個人能遇
到合適的造就者，或透過
網路、媒體、個人，能更深
委身信仰，更多被裝備。
5.教會警醒，更多經歷主
愛，也更愛主，求主繼續
預備各地基督徒面對未來
更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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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圖書館暑期開放時間公告

10/1～3台北研經培靈會
「窮乏的時代•富足的生命」
2013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10月1～3日（週二～
四）假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台北市南京東路
2段110號）舉行，此次大會主題為「窮乏的時代•富
足的生命」，兩堂研經：下午2：00-3：30由台灣浸
信會神學院譚國才老師主講、下午4：00-5：30由華
神魏啟源老師講授《路加福音》，晚間7：00-9：00
培靈聚會則邀請世界華人福音事工聯絡中心（華福）
總幹事陳世欽牧師擔任講員。

華神圖書館暑假期間自6月17日（週一）～9月24
日（週二）止，開放時間異動如下：週一～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1:30-5:00，週間中午12:00-13:30、
週六及週日休館不開放，敬請配合。

12屆青宣大會「宣道上帝•行動子民」

為嘉惠大台北地區以外的弟兄姊妹，大會另有網路
即時同步播出服務，若貴教會有意加入轉播行列，請
聯絡：中華福音神學院總務處（02）23659151分機
215查主任。誠懇邀請華神之友、各教會弟兄姐妹屆
時踴躍參加。

校園福音團契於7月8～13日舉辦的第12屆青年宣
道大會在中原大學盛大展開，主題為「宣道上帝•行
動子民」。華神將在7月11～12日的「宣道博覽會」
中，除在下午四場次放映華神微電影「往前•可安」
外，還有老師到場與學生面對面的溫馨茶敘，盼望華
神這次的參展能讓到場者願意同心參與華神的各項事
工，帶出神在個人身上美好的計劃，進而化為行動回
應神的呼召！

聖道精選•數位再現 華神經典課程DVD

教牧博士科課程

有感於當今教會正歷經成長與突破之際，面臨諸多
危機與挑戰，華神基於對真理裝備以及分辨異端抵擋
仇敵的需要，特將籌製多年的「聖道精選、數位再現」
系列之裝備課程提供給普世華人教會作為培訓教材。

教牧博士科暑期將開設四門課程，包括7月16～19
日「釋經講道」，由華神胡維華老師、香港建道神學
院張雲開老師教授；7月23～26日的「教會家庭的輔
導議題省思與回應」由台灣神學院錢玉芬老師、台北
和平長老教會蔡茂堂牧師、台灣神學院胡瑞芝老師、
靈糧教牧宣教神學院陳麗貞老師教授；7月23～26日
的「傳道人的生命與事奉」由新店行道會張茂松牧
師、基隆教會邵旭弟兄、花蓮美崙浸信會蕭平牧師伉
儷、台北信友堂沈正牧師教授；最後一門7月30日～
8月2日所開設的「從路德到加爾文看神學與牧養」一
課，則由華神廖元威老師與改革宗神學院麥安迪老師
教授，屆時請選課牧者預備心上課。

教會運用此教材在成人主日學上，不但可以有系統
的教導與造就信徒，更可彌補教會師資缺乏與經費不
足之憾。藉由這系列的DVD影音課程，讓教會內的培
訓不再受制於時間、地點與師資的限制，一台電視
與DVD播放設備就可以進行上課。若對該系列課程有
興趣者，請點選「需求認獻方法」選單，或與我們聯
絡。電話：（02）23659151分機333徐主任，E-mail：
dvd@ces.org.tw。

2012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單位：新台幣元

2012年7月1日～2013年6月30日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項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目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五月份收入

七至五月
累積收入

七至五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60,952,023
1,873,500
1,374,465
7,601,200

-4,689,150
-161,993
-287,391
-3,255,729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65,226,500
2,043,500
1,896,000
7,834,000

3,448,849
100,800
123,850
494,857

56,262,873
1,711,507
1,087,074
4,345,471

合

77,000,000

4,168,356

63,406,925

計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全學年需要

建校
奉獻基金

71,801,188

-8,394,263

新校區建設基金

五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367,773

197,473,423

-402,526,577

神已將桃園縣八德市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立案、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費
用。第一期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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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需要3,600,000元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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