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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周功和  

近年來著名的遺傳學家，曾經領導人類基因組計劃的

柯林斯（Francis Collins），提出遺傳學的證據，否定亞

當的歷史性。基督徒應如何回應？本文先介紹科學哲學

家庫恩（Thomas Kuhn）如何解構「天真實在論」，然

後批判柯林斯的理論。先從「天真實在論」講起。

1. 解構天真實在論

所謂「天真實在論」（naïve realism），就是認為

我們對自然的理解，可以達到完全客觀與正確的地

步。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S. Kuhn）否定

這種想法。庫恩稱一個有分量的科學理論為「典範」

（paradigm）。所謂典範，包含示範性的「謎團解

答」（puzzle-solutions）、理論體系、研究規則、世界

觀，以及研究人員社會化的過程。所謂世界觀，即某

人或某族群所養成，對世界的基本認知，包括終極委

身（參看本期院訊溥偉恩文）。庫恩認為，科學的發

展，並非單純的知識的累積。例如力學的發展，由伽利

略到牛頓，牽涉後者把前者的某些解答（solutions），

移植到自己的典範中，而他們兩者的世界觀其實是

不相容的。典範之間有不相容與不能協調的觀點（注

1）。在一個舊的典範被新的典範取代的過程裡，舊典

範未曾明確地被否證，但可能因長期未能詮釋某些異

常現象（anomalies）而陷入危機。例如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牛頓力學無法解釋黑體輻射的現象。一

位科學家進入新典範的方法，就是學習該典範的「謎

團解答」。對學生而言，通常是勤做教科書裡的習題

（注2）。做到一個地步，能夠以新典範的眼光來看自

然現象，就是經歷了一種「完形」（Gestalt）的轉變

（注3），也就是學會了某科學族群的語言遊戲。所謂

的語言遊戲，包含研究規則，也包含著社會性行為，

不純粹是邏輯的運作。庫恩建議以社會性行為來規劃

科學族群，再以族群來規劃科學典範（注4）。

庫恩提醒我們科學理論不是永久不變的。若是過分

信任科學，就是受天真實在論所影響。今日的科學研

究，所使用的數據，並不是單純的事實（facts），因科

學數據的背後有理論性的預設。例如電子的質量是用儀

器測量出來的數據。可是若沒有理論引導，科學家不會

假設有電子的存在，也不會製造或使用儀器去測量電

子的質量；即使做了測量，也無法解釋儀器所提供的數

據。若是按照1920年代以來的主流的哥本哈根學派的

理論來了解電子，就是預設了一種宇宙論與世界觀。

科學理論與科學方法不同。一般所謂的科學方法，

就是：藉初步觀察與創意而產生假設（包含演繹出

來的假設）（注5），又藉進一步的實驗或觀察，否

定或確定假設。若是某假設要被否定或部分被否定，

通常需要被一個包含更多數據的新假設所取代。這

種辯證過程，具有很大的解釋或建構理論的能力，

並且具有自我糾正的功能。經驗實證論（empirical 

positivism）認為科學理論只不過是假設的組合。可

是，若是受教於庫恩，就看到科學理論不只是一系列

的假設，也包含「謎團的解答」（示範性的科學成

就）、社團成員的互動、世界觀、等等。無論多嚴

謹，科學理論不可能沒有預設或社會性因素，也不可

能達到完美的邏輯。庫恩提醒我們要避免天真實在

論，也不要以科學理論為不變的真理（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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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對基因化石

有時候，著名的科學家也會犯天真實在論的錯誤。

在2006年，柯林斯（Francis Collins）出版了《上帝的

語言》（注7）。這本書一方面是分享他信奉基督的

見證，另一方面則是提倡一種有神的進化論，認為創

世記頭幾章只不過是比喻，並否定亞當的歷史性（注

8）。

問題是，亞當的歷史性在基督教信仰中具有重大的

神學意義（注9）。使徒保羅教導，亞當與基督是人

類的兩位代表。因亞當的悖逆，眾人都成為罪人；因

基督的順從，信靠祂的人得蒙救贖，承受永遠的生命

（羅五12-21；林前十五22）。

柯林斯為什麼否定歷史性亞當？他認為生物的基因

組裡含有幾十億年的生物演化的證據，比化石證據更

明確與精確。他所提供的證據，大部分與「垃圾基

因」（junk genes）有關。所謂基因，就是那些可編

碼蛋白質的DNA序列片斷。所謂垃圾基因，就是不能

編碼蛋白質，被認為是沒有功能的DNA片斷。前者只

佔整個人類基因組的1.2%；後者佔超過98%。垃圾基

因包含所謂的假基因（pseudogenes），就是因突變

（mutations）而不能編碼產生蛋白質，失去功能的

基因，也稱為基因化石。筆者提供柯林斯書中兩項證

據，讓讀者可以概略性地知道他的論據。（1）他指

出，人類的caspase-12的基因（注10）受了損傷。

這基因在黑猩猩基因組的相關位置上可以找到，而黑

猩猩的caspase-12的功能是正常的。柯林斯問：如果

人與黑猩猩不是來自同樣的祖宗，為什麼神造人的時

候，要把失去功能的基因插在那個位置上（注11）？

柯林斯所提供的另一項證據是，人與鼠的基因組裡，

在幾乎相同位置看到古老重複子（ancient repetitive 

elements），包括被截短與完全失去功能的古老重複

子。基於同樣理由，他認為這些古老重複子顯示人與

鼠有共同的祖先（注12）。

柯林斯的理論宣稱遺傳學提供精確的基因化石證

據，證明了演化論，也否定了歷史性亞當。他的理論

真是如此的確定嗎？

3. 平反歷史性亞當

新近的研究發現，caspase-12 的基因在全部白

人，絕大多數東亞人，80%的非洲後裔中是假基因，

但在中南亞與北非人群中有正常的功能（注13）。

因此，capase-12的基因不是人與黑猩猩同源的證

據。更好的解釋是，在人類受造以後，部分人類的

caspase-12基因才失去功能。

有些科學家十多年來一直懷疑所謂沒有功能的垃圾

基因，包含所謂基因化石，其實很可能是有功能的。

人類基因編碼區的內容與黑猩猩幾乎完全一樣，所以

有些科學家認為那些所謂垃圾基因的DNA區域，才是

確定人的特色的資訊所在。在2012年的九月，Nature
期刊發表了國際性合作計劃ENCODE的六篇論文（注

14）。ENCODE 主要是研究基因組的非編碼區。研究

人員發現80% 的人類基因組有生化功能的因子；75% 
的基因組在某些細胞、某一特定時機會轉錄。換句話

說，所謂的垃圾基因絕大部分都不是垃圾！既然有生

化功能，就不是基因化石。若是如此，柯林斯的理論

就被證實是錯了。

柯林斯雖然是頂尖的科學家，但在歸納遺傳學的證

據時，急促地下了定論。他所提倡的理論，不應成為

基督徒了解自然史或救恩史的典範。他應按照庫恩

的建議，評估他如何受演化論的世界觀，遺傳學的進

展，以及同儕的影響，使他忽略了整個基因組的非編

碼區。人類解讀DNA，還是剛剛起步而已，所以我們

應整全地評估任何理論，包括其背後的世界觀，也應

耐心等候更多的研究成果面世（注15）。我們要相信

聖經的記載，不要放棄亞當的歷史性。

注釋：

1. Thomas 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2n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70), 200.

2.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178-91.

3.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204.

4.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177-178.

5. 物理有一種特色，就是，從觀察或數據所歸納出來的假設
通常使用數學來表達。而且，藉數學演繹有時候可以導出
其他的假設。

6. 參看Gautam Naik, “Mistakes in Scientific Studies Sur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10, 2011).

7. Franci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中文翻譯是，法蘭西斯•柯林斯，《上帝的
語言》林宏濤譯（台北：啟示，2007）。

8.  按照柯林斯的說法，十幾萬年前，從直立人 (Homo 
erectus）進化為智人(Homo sapiens)的過程中，那個演
化中的物種不會少於一萬人左右。這就是說，人類不是從
一對夫婦而來。這說法是根據推測所得，假設一個固定的
基因突變率。

9. 參看C. John Collins, “Adam and Eve as Historical 
People, and Why It Matters,”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 62 (September 2010):147-65. 這位
John Collins與Francis Collins沒有親戚關係。

10. Capase-12 本身是一種酵素；它的基因的位置在第11
染色體。

11. 《上帝的語言》，138-139。

12. 《上帝的語言》，151-152。

13. 陳懷青，「幫神一個忙：神導進化論的得與失」（衛道
學報告，北美中華福音神學院，2012夏季）。

14. The ENCODE Project Consortium, “An Integrated 
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 in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489 (September 6, 2012): 57–74.

15. 保守福音派適切的回應，有Vern S. Poythress, “Adam 
versus Claims from Genetic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 75 (2013): 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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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知道你讀聖經時心裡的掙扎與懷疑，因為總是有一些難題，是自己

無法回答的。有些不信的人說，你看聖經裡有錯，要怎麼回答呢？我建議

我們還是需要問，到底上帝是怎麼說？換句話說，我們需要回到聖經，更

深入地了解聖經。

終極的委身

有不少反對基督教的人士說，你們說，到上帝面前只有一條路，這是不

對的，是驕傲自大！怎麼可能只有一個真的宗教，其他都是假的呢？每一

種宗教信仰都是對的，因有一位慈愛的上帝。這種反基督教的說法強調宗

教的共同本質，就是彼此相愛。可是，這樣描述宗教，不完全對，因為有

些宗教是鼓勵人恨惡異教徒的。所以，宗教不一定都是好的。若不幸信錯

了宗教，會非常悲慘。若有人對你說，宗教都是勸人為善，你可以這樣回

答：持這樣的論點是驕傲自大，因為是在說，我了解各個宗教比其他的人

多，所以能說宗教都是勸人為善。認真的基督徒、猶太教徒、回教徒，彼

此之間有很大的差異。這些信仰者不會說所有宗教都有共同本質。

每個人的內心都有宗教性的委身，包括說每個宗教都一樣的那位。他那

種堅持就是他所委身的宗教。每一個人都有終極委身，無一例外。我們要

問的是：你的根據來自哪裡？有沒有從上帝那裡得到啟示說，所有宗教都

是一樣呢？答案是，那種講法是他們自己腦袋所想出來的。聖經說，人不

能跟隨自己的頭腦。上帝創造我們，是要跟祂有交往、團契。人活著，是

要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切話。聖經清楚告訴我們，上帝是獨一真神。祂在

基督耶穌裡顯示真理；救恩是唯獨通過基督。聖經教導絕對性的真理。我

是基督的跟隨者，不能改變祂的話。當別人責問你時，你要說，我不能改

變上帝所說的話。這不是我驕傲自大，乃是服從聖經。

唯物世界觀

不同的世界觀不停地彼此衝撞。所謂世界觀，就是人們心中的預設，關

於他所在世界的真相如何。那些說所有宗教皆相同者的世界觀與聖經的世

界觀不同。許多人之所以讀聖經會遭遇困難，就是其背後的世界觀作祟。

對基督徒而言，上帝還在改變我們。我們在一個過程中，就是上帝將我們

從「老我」的黑暗中拯救出來的過程。我們還未完全成聖，所以讀經時，

有時候也是遭遇困難。

西方世界所流行的世界觀，其中一個是唯物論。其論點是，世界是物質

的運動與能量所構成的。你、我不過是分子運作的產品而已。如果你根據

這世界觀來看一切，你會說，所有宗教都是錯的。所謂的上帝根本不存

在。如果你要與唯物論者對話，關鍵是你要與對方討論雙方看法所根據的

預設是什麼。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以自己的預設來讀聖經的話，當然會覺得

聖經有許多的難題。

 西方世界有好些人不喜歡聖經所給予道德教訓。他們會說道德好像是

緊身衣在轄制人。「我們要有自由去發現自己是誰；要自己訂定道德標

準！」但事實上，他們做了一假設，來自他背後的世界觀，就是：要發展

自己，要自我膨脹。他們認為自由與繁榮來自於自己作主。可是，如果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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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論是對的話，人不過是物質，分子與能量。人生沒

有絕對真實的意義，而且最終人要死。若唯物論是真

的，人就沒有來生，到死為止。這是一幅很悲慘的圖

畫。

基本的問題

聖經告訴我們這是錯的圖畫。聖經說的人生的意義

與這世界流行的世界觀截然不同。聖經說，上帝創造

我們是按祂的形像；整個人類是合一的。上帝有完全

的智慧，祂知道為何創造人類，以及人存在的目的在

哪裡。祂的誡命不是像緊身衣要把人緊緊綁著，而是

告訴人真正的自由、豐盛的生命在哪裡。「盜賊來，

無非要偷竊，殺害，毀壞；我來了，是要叫羊（或

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約十10）主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祂知道你該如何生活。祂藉聖靈

賜給你新的生命，生活的能力。基督徒應該將上帝的

誡命擺在一個來自聖經的世界觀裡。

今日社會裡，人爭論性行為的問題。許多屬世的人

說，「讓人可以自己決定性行為罷！只要按自己的性

慾來發展就可過快樂的人生。」這是個謊言。上帝

創造人，惟有祂才能充實我們的生命，賜我們真正的

喜樂。惟有與上帝交往，我們才能得到這豐盛的生

命，但前提是，我們要與上帝和好。聖經所給的性的

標準，來自聖經本身的標準。除非一個人接受了聖經

整全的世界觀，否則讀聖經讀到這些標準，就很難接

受。

我們的心才是最根本的問題。我們裡面的老我是背

叛上帝的。按我們的本性，都想自己作主，做自己的

上帝，偏行己路。我們裡面的老我預設了錯誤的世界

觀，心裡暗藏著恐怖的黑暗，所以讀經時誤解上帝的

話。上帝的道路超過我們的道路。祂是滿有智慧的。

問題是，你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可以不理會上帝，過自

己的人生呢？答案是：不！你會搞砸自己的人生，過

著很糟糕的生活。如果我按著我的意思行，我一定也

是這樣。我們需要在基督耶穌裡順服上帝，把自己完

全交給祂。在路加福音十四章耶穌說：要跟從我的就

當「捨己」。那是徹底、奇妙的「捨己」。當你「捨

己」跟從耶穌，就會發現新生命的喜樂。這會深深影

響你如何讀聖經。

世界觀與位格

聖經記載許多神蹟，來自上帝大能，是上帝的特殊

作為。主耶穌行了許多神蹟，例如醫治瞎眼的得以看

見，瘸腿的得以行走，等等。摩西記載上帝降在西乃

山，在角聲、火光、雷聲中說話。現代唯物論者聲稱

不相信這些事情。他們認為所有事情都不可能違背科

學的定律，因此神蹟就不可能發生。把唯物論擴大來

看，其實是一個沒有位格（personhood）的世界觀。

人的位格根本沒有意義。可是，聖經的世界觀是具有

位格的。上帝是有位格的主，掌管祂所造的世界。星

球是透過祂的位格而造的。上帝所創造的人也是有位

格的。上帝關心你是因為你有位格，因此祂不斷地在

你生命中做工。所謂的科學定律，不過是上帝大能話

語在掌管這個世界。上帝是信實的，所以祂所造的世

界有規律地運行。科學家可以研究自然現象並找出其

中的定律，也能運用數學公式表達自然規律。可是，

他們有什麼依據預先假定這世界是按照規律運行呢？

如何解釋這宇宙是有規律的呢？正確的答案是：上帝

是信實的。在創世記八章上帝對挪亞應許說：「地還

存留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不停息

了。」（創八22）上帝親口應許說祂會繼續信實地維

持這世界的秩序。

有位格的上帝若是有特別的旨意，可在自然規律以

外行事。主耶穌從死裡復活，使每個人感到吃驚，連

門徒也沒想到耶穌會復活。現代的唯物論者不相信復

活。其實連耶穌的門徒也曾是這樣想，但是主耶穌還

是從死裡復活了！上帝有主權行神蹟。耶穌從死裡復

活在上帝的救贖計劃裡絕對是有意義的。耶穌復活證

實祂的自我宣稱；主的復活使我們藉著聖靈得到新生

命。在上帝的計劃裡，這些是非常合理的，但對唯物

論者，卻一點也不合理，因他們持有錯誤的預設。因

此，採取什麼世界觀是生死攸關的事！聖經教導我要

接受聖經全面的教導，得到正確的世界觀，並以這世

界觀來讀聖經。這樣，當我們讀到耶穌復活，就不會

被絆倒。這原則可同樣應用在其他的科學問題上。

有些人以為聖經是過時的。有人說，聖經是以地球

為中心，而現在我們已知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現代科

學已按力學的公式算出行星運轉的軌跡。可是，上帝

不只關心科學家，也關心凡夫俗子。在新幾內亞的土

著們，從未聽聞現代科學，上帝也差遣宣教士將福音

傳給他們。如果上帝差人教他們現代天文學，他們一

定聽不懂。但祂關心他們，也關心我們。從我們肉眼

看，太陽的確從東方升起；上帝肯定這是對，也肯定

天文學是對的。天文學家不過是發現已存在的真理。

上帝是何等的智慧，祂用人能懂得的語言向人說話。 

歷史研究

歷史研究也受世界觀的影響。現代許多史家認為這

世界是唯物的。他們認為無情的定律在帶領歷史前

進。這樣講也算有一點真理。上帝是信實的，所以世

界是有規律的。史家是依靠這些規律而從事研究，但

他們不去想上帝在歷史中可以有特殊作為（神蹟）。

當這些史家以錯誤的預設而來研究聖經的時候，發現

聖經裡有神蹟，就無法接受。他們提出別的解釋，例

如視神蹟為古代人所發明的故事。讀到上帝在西乃山

說話，現代史家說這些神蹟不可能發生。可是，他們

怎知不會發生呢？又怎知上帝不能在西乃山說話呢？

他們如此先入為主，是因唯物歷史觀所致。他們早就

否認聖經所說上帝的存在了。如果聖經中的上帝存在

的話，當然可以做祂所要做的事，包含許多自然律以

外的事。上帝在西乃山這樣做的理由是什麼呢？因為

祂要和以色列人建立一個位格與位格之間的關係。祂

要向以色列人彰顯祂位格的屬性，要將這些屬性透過

雷聲、角聲與火焰彰顯出來。火焰、雷聲、角聲是彰

顯上帝創物者的大能，向以色列人表明：我不只是愛

你的上帝，也是創造全宇宙的主宰。所以由聖經的世

界觀來看，這一切都極有意義。

 後現代世界觀

廿一世紀的世界已進入「後現代」。按照後現代的

講法，語言與文化像監獄般把我們捆住，令人無法逃

離。結論就是，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上帝存在，因為祂

遠在這監獄之外。因此，語言本身沒有能力說明關於

上帝的存在。為何他們這樣堅持呢？他們清楚知道人

是有限的。這一點我們同意。除非上帝來選召我們，

我們根本不認識祂。後現代學者否認上帝，預設文化

與語言把上帝關在門外。他們將語言與文化當成一個

沒有位格的「機械盒子」。我們以箴言十章一節作為

例子：

「……智慧之子使父親歡喜；愚昧之子叫母親擔

憂。」

後現代學者看到這一節，會說，這不過是古時候的

人所想出來的智慧的話。這裡提到「父親」、「兒

子」、「母親」。我們明白這些是什麼意思。這些

話所講的，是人類可以知道的，是有限語言所能傳遞

的。我們只能知道這個層次，沒有更高的層次了。後

現代學者說：即使上帝要跟我們說話，祂說的話透過

人的語言，就變得有限了。「後現代」已將上帝開

除，假設祂是缺席的，文化與社會是自生自滅的。但

後現代思維背後的預設是錯誤的。聖經說上帝不只是

創造這世界，托住這世界，連你頭髮的數目祂都數

過。祂若不許可的話，連一隻麻雀都不會掉在地上。

所以，這世界的規律沒有將上帝趕出去。世上的定律

是顯明上帝如慈父般眷顧、護理世界。

語言的啟示

為何你有語言可以跟人溝通？那是從上帝而來的恩

賜。上帝的主權深入人生每個細節。聖經有許多處教

導上帝掌管細微的事。列王紀上廿二章說，有人隨

意放箭，竟射入亞哈王盔甲的縫隙裡，而亞哈王的死

正好應驗上帝所說的預言。上帝掌管英文與中文語

文裡的細節，也掌管其他的語言。文化也是如此由上

帝所掌管（當然不是說上帝同意文化裡發生的每件事

情）。

如何解讀上面引用的那節經文？那段經文擁有更深

的一個層面，就是人類的父子關係指向聖父與聖子在

永恆裡的關係。「智慧」這詞是什麼意思？智慧之子

的智慧從哪兒來呢？人之所以有智慧，是上帝所賜給

他的。基督耶穌是上帝永恆的聖子，祂有智慧討天父

喜悅。「智慧之子使父親歡樂」指向基督是上帝的智

慧，使天父喜樂。那段經文有深度，並邀請我們思想

智慧的來源。

聖經說，「所積蓄的一切智慧知識，都在祂裡面藏

著。」（西二3）基督是上帝的智慧。從上帝而來的

智慧衍生人的智慧。既然如此，語言文化對上帝而言

是完全敞開的。上帝賜給我們世上這麼多種語言，而

祂本身就是語言學大師。祂可以用中文與你說話，用

其他語言向其他的人說話。祂的話語告訴你祂是誰。

祂說：我希望在基督耶穌裡收納你們為兒女；我成為

你們的父親。這話是有意義的。上帝設計的語言不僅

是為了人與人交通，也是透過語言來啟示祂自己。因

此，我們否定後現代思想所構造的「機械盒子」。我

們應接受聖經所教導的世界觀。憑這世界觀，我們能

看懂聖經，也可以藉聖經的信息，成為上帝的兒女。

注釋：

Ph.D., Harvard University; Th.D.,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西敏斯特神學院（費城）資

深新約解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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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利

2012年新加坡神學院道學碩士科

畢業。現為羅馬東區華人基督教

會傳道。

譚睿懿

2003年衛理神學院教牧輔導碩士

科畢業。現為創欣神學院教師。

何玉梅 

2012年香港建道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香港佳傳培訓中心

傳道。

杜榮華

1992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高雄信愛教會執行

長老。

白啟仲

2004年信心聖經神學院聖經碩士

科畢業。現為萬華信心聖經教會

牧師。

汪淑

2003年信心聖經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萬華信心聖經教會

傳道。

劉光政

2004年Every Nation Leadership 

Institute聖經碩士科畢業。現為展

翔天地國際教會牧師。

袁廣明

2002年天道神學院道學碩士科畢

業。現為加拿大黎明山華人浸信

會牧師。

蔡恩賜

1991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基督教改革宗長老

會松山教會牧師。

游振宇

2007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現為台北基督徒麗山禮

拜堂傳道。

洪美珠

2001年亞洲神學中心聖經碩士科

畢業。現為中國北京喜樂教會牧

師。

神學碩士科／神學歷史組

陳如意

1996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目前於衛理公會平安堂

服事。

道學碩士科／神學組

張瀚仁 

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已婚。

係石牌信友堂會友，曾任台北市

政府社會局政風室科員。

郭士恩 

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係財團法

人虎尾基督教浸信宣道會會友。

吳正恩 

中華科技大學畢業。已婚。係高

雄靈糧堂會友，曾任台灣凸版國

際彩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級工程

師。

胡彩雲 

中國工商專科學校會計系畢業。

已婚。係高雄靈糧堂會友，曾任台

灣家庭更新協會幹事。

黃世杰 

台灣大學物理研究所碩士。已

婚。係基督教南崁永樂教會會

友，曾任黃家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協理。

教牧博士科

點燃之燭、馨香活祭，請您與我們為這群新生一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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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劭緯 

國立高雄大學應用化學系畢業。

係基督教安樂聖教會會友。

蔡文雅 

國立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係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會友，

曾任南山人壽業務主任。

彭于容 

中央大學物理研究所碩士。係林

森南路國語禮拜堂會友。

楊超倫 

台北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已

婚，育有二女。係台灣國際基督

教會會友，曾任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法官助理。

王崇儒 

國立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碩士。係

基督教屏東房角石教會會友。

彭詩愉 

賓州藝術學院碩士。係台中忠孝

路長老教會會友，曾任私立華盛

頓雙語國小美術老師。

陳柏翰 

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系畢業。

係三重神召會會友。

蔡孟儒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畢業。係

東海大學基督教會會友，曾任基

督教門諾會花蓮善牧中心輔導

員。

袁瑩昉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企業管理碩士。係台北基督徒蘭

雅禮拜堂會友，曾任科立爾數位

科技(股)公司全球交易財務處長。

黃兆輝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畢業。已

婚。係台北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

信友堂會友，曾任怡饗美食股份

有限公司衛生管理員。

鄭意如 

國立東華大學資工所碩士。係拿

撒勒人會信德堂會友，曾任中央

研究院研究助理。

朱聖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

導學系畢業。係中華基督長老會

石牌信友堂實習同工。

曹在成 

啟明大學校社會福利系畢業。係

Joo An Church會友，曾任永豊文

庫圖書管理員。

陽振君 

華夏技術學院數位媒體系畢業。

係淡江教會會友，曾任銓信實業

有限公司網路工程師。

郭美儀 

銘傳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業。係

台北基督之家會友，曾任伊甸基

金會企劃福關人員。

王聖斐 

銘傳大學(桃園)資訊傳播工程學

系畢業。係台北基督徒康華禮拜

堂傳道助理。

李靜芷 

玄奘大學社會福利系畢業。係中

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會友，曾

任基督教勵友中心就業社工。

竺可承 

國立清華大學動力機械系畢業。

係基隆教會深美之家會友，曾任

國立海事職業學校音樂兼課教

師。

林思恩 

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畢業。係

基督教客西馬尼會會友，曾任台

中市立向上國中代課教師。

道學碩士科／教牧組

馬文玲 

私立靜宜大學畢業。係基督教台

中協同會會友，曾任補習班美語

老師。

張時斌 

成功大學微生物暨免疫研究所碩

士。係基督救恩之光教會會友。

李伊若 

關渡基督書院英文系畢業。係貴

格會新埔教會會友，曾任生活村

幼兒園老師。

黃文棋　

清華大學材料所碩士。係中華信

義會竹北勝利堂會友，曾任晶豪

科技工程師。

瑩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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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頌清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所碩士。係基

督教台南聖教會會友，曾任群創

光電工程師。

王穎之 

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碩士。

係聖教會迦南會北部大專團契會

友，曾任馬偕醫院醫學研究部研

究助理。

韓耿坡 

中華福音神學院聖經碩士。已婚。

係印尼基督耶穌教會國語堂傳

道。

丁華慶 
馬來西亞聖經神學院神學學士。

已婚。係美里福音堂傳道。

聖經碩士科

杜奕寧

台灣大學人類學所碩士。中華基

督教浸信會信心堂會友，曾任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

助理。

黃慧思

台北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碩

士。係北投行道會會友，曾任台

灣大學研究助理。

孫千淳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畢業。已

婚。係新店行道會會友，曾任誠

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行銷人員。

潘麗琴

聯合工專建築工程科畢業。已

婚。係東海大學基督教會會友。

孫可宣 
東吳大學社工系畢業。係基督教

迦南會第一會堂會友，曾任臺灣

臺北地方法院少年調查保護官。

林煜茹 

Sports Physiotherapy, Cardiff 

University畢業。係基督教台南聖

教會會友，曾任晉安復健科診所

物理治療師。

張宏恩 

昆士蘭大學化學與分子生物研

究所碩士。係基督教台南聖教會

會友，曾任小兒外科與幹細胞實

驗室研究助理，希望之家生活輔

導。

洪怡真 

長庚護專護理科畢業。係士林

錫安堂會友，曾任馬偕醫院護理

師。

郭秋華 

N.Dakota State University高分子化

學研究所碩士。係達城基督徒中

國教會會友，曾任日本立邦漆亞

太研究中心R&D Fellow/Manager
及美國德州高分子公司研發部經

理。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一般組

江雅淳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畢業。已

婚。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石牌信

友堂會友，現為中華開發工業銀

行副理。

吳瑗真 

上海復旦大學工商管理碩士。係

內湖靈糧堂會友，曾任ＩＢＭ公

司首席顧問。

王怡心 

實踐大學家政系畢業。係傳愛之

家會友。

李牧華 

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已婚。係

林口靈糧堂會友，曾任台北國際

社區廣播電台(ICRT)財務長。

范仲如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課程與

教學博士。已婚。係金門沙美基

督長老教會會友，現為國立金門

大學助理教授。

王誠正 

成大機械系畢業。係基督教台南

聖教會會友，曾任頡欣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業務。

林秀雯 

財務金融系畢業。係新生教會會

友，曾任國小課輔老師。

顏多嘉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學系畢業。係台北基督之家會

友。

張芝綺

逢甲大學科技管理所碩士。係台

灣基督長老教會忠孝路教會會

友，曾任華城電機風險管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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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珍怡 

關渡基督書院行政管理系畢業。

係淡水讚美基督教會會友，曾任

南山人壽業務員。

鄭安恬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畢業。係

新店行道助理傳道。

倪慧娟 

靜宜大學資訊科學系畢業。已

婚。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

會友，曾任飛利浦電子公司ＩＣ測

試廠秘書。

林宗穎 

東密西根大學企管碩士。已婚。

係台北復興堂行政主任。

郭嘉喬 

外文系畢業。係基督教中華循理

會安康教會會友。

呂理得 

大同大學材料所博士。已婚。係

林口靈糧堂會友，現為黎明技術

學院副教授。

陳彥良 

清華大學資訊科學博士。已婚。

係中壢高榮教會會友，現為中央

大學資訊管理系教授。

呂靜媛 

海洋大學航運管理學系畢業。係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會友，

現為台灣大學兼任助理。

閻孝柏 

英國瓦特大學服裝管理碩士。係

淡水基督教會會友。

洪英鶴 

國立中山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畢

業。已婚。係看見神同在基督教

會會友，任職於迦樂國度文化有

限公司。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全修生

邱巧慈 

關渡基督書院畢業。係中華信望

愛基金會亞洲禱吿殿全職同工。

詹幼玲 

實踐家專服裝科畢業。係約明首

都基督教會會友。

陳定南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畢業。

係興隆教會會友，曾任台北市文

山區力行國小課輔老師。

包康寧 

台灣師大教育心理與輔導系碩

士。已婚。係台北市基督徒南京

東路禮拜堂會友，現為台北市螢

橋國中教師。

吳俊德 

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係台北真

理堂文宣處文字同工。

羅慕萼 

陽明大學物理治療系畢業。已婚。

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內湖

分堂會友，曾任台北榮民總醫院

物理治療師。

陳琴心 

美國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

Engineering Science碩士。已婚。

係美國Cincinnati Chinese Church
會友，曾任美國Cincinnati Public 

Schools電腦資料庫經理。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職場宣教組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選修生

劉凱馨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畢業。係

基督教行道會新店教會傳道。

程臻怡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研究所碩士。

係泰山喜樂靈糧堂行政同工。

趙德馨 

中原大學會計系畢業。已婚。係中

和基督之家會友，現為財團法人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經理。

林昌藝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易學系畢

業。已婚。係台北基督徒康華禮

拜堂會友，現為台北基督徒康華

禮拜堂行政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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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華神戴紹曾博士教牧講座
日期：10月28～29日（週一～二）／華神大樓六樓禮堂（台北市汀州路三段101號）

講員：蘇穎智牧師、夏沛牧師、黎家翹牧師

為嘉惠各地教會之弟兄姐妹，將提供全省現場網路及時同步播出，也歡迎您就近踴躍參加。

詳細地點可上網查詢，華神網址http://www.ces.org.tw或電洽：02-23659151分機226左傳道。

你也可以

合神心意
的健康教會

       時　  間         講　　題 講　員

08：30-09：30 門訓小組與健康教會 蘇穎智

09：30-09：40 回應 張復民

09：40-10：00  QA

10：00-10：30  休息

10：30-11：30 全民佈道、栽培與健康教會 黎家翹

11：30-11：40 回應 夏忠堅

11：40-12：00  QA

12：00-14：30 午餐（自理）

14：30-15：40 接棒人培養之 夏    沛

 成長路與健康教會 黎家翹

  蘇穎智

15：40-16：00 休息

16：00-17：00 座談：蘇牧師團隊

17：00-19：00 晚餐（自理）

19：00-20：30 生活化信仰 蘇穎智

 的建立與健康教會 

20：30-20：40 回應 張茂松

20：40-21：00 QA

十
月

28
日
︵
週
一
︶

十
月

29
日
︵
週
二
︶

我在世上，有三個父親：生父養父和天父。 養母為

求平安曾把我獻給菩薩當乾兒子。從前認為基督

教是洋教，很討厭基督徒，附近家庭聚會在唱聖詩，

我就在外面高唱綠島小夜曲搗亂聚會。當他們給我福

音單張時我就當場丟在地上，神並沒放棄我。在我生

命的每一階段，總有基督徒出現在我的周圍。從懷疑

到信仰，神逐步解開我心中的死結。  

就讀成大時父親意外逝世，令我感到生命無常。之

後在一次佈道會中信主，卻不常去教會。後來到美國

讀研究所，參加中北美冬令會時，我重新認罪悔改決

志。在明州教會黃牧師帶領下，認真靈修讀經，參加

門徒訓練。擔任執事、教主日學、講台事奉、負責中

北美冬令會及到校園成立查經班，帶領數十位博士班

學生探討信仰問題。曾在林道亮院長培靈會的呼召下

決志奉獻自己，及在夜間部進修神學。

之後遷往德州工作，到達城中國教會繼續事奉主。曾

與聖樂主任帶領音樂福音隊到美東南各州巡迴佈道，

擔任講員。多次被差派前往大陸做培訓，也常到附近的

教會幫忙主日講台，常覺得帶職事奉時間不夠用，並感

到有神的催逼，應接受神學裝備全職事奉主。

2012年底清楚是該放下屬世工作的時候了。但心

中仍有顧慮，因擔心兒子目前的工作不太穩定。感

謝主，竟奇蹟般的讓他很快的擁有超過所求所想的工

作，讓我辭職回台不再有牽掛，又一次經歷到神給我

們的印證。

我決定全職事奉，是經過多年的「長考」。有牧師對

我說:你全時間出來是遲早的事。並敦促我盡早投身全

職事奉。去年正在猶疑要選那家神學院就讀時，神奇

■聖經碩士科／ 郭秋華

妙的帶領華神師長來達城教會領培靈會，恰巧住在我

家，能與他交通進修神學的事，得印證到華神就讀。

在工作上我有兩次急流勇退的經歷。2003年，當我

有份高薪工作，在亞太區一個跨國高分子化學研究中

心，指導近百位高級研究員時，神卻要我放下這忙碌

的工作返美，老闆對我的決定驚訝不解。我知道有神

的美意，要我能更專心服事主。

2012年，當我在職業生涯巔峰時，再次急流勇退。

因我在德州的化學公司研究部任經理，去年裡研發出

四項化學科技己申請美國專利，今年又有多項正在申

請。我此時決定要放下高職位與豐厚年薪的工作，有

人勸我晚幾年再辭職有好處，在失業率升高時，有份

工作是令人感恩羨慕的。神卻要我放下這些，去經歷

神的信實，及以基督為至寶的喜樂。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來者的工。黑夜將

到，就沒有人能作工了。」（約九4）

我回應：「是的，神啊！

我不能，但我肯！

求你裝備使

用我這不

配的器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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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講　　題 講　員

08：30-09：30 全民皆「將」的呼召 蘇穎智

 與健康教會 

09：30-09：40 回應 鄭博仁

09：40-10：00  QA

10：00-10：30 休息

10：30-11：45 團隊建立與健康教會 黎家翹

  夏    沛

  蘇穎智

11：45-12：00 QA

12：00-14：30 午餐（自理）

14：30-15：30 差傳、禱告與健康教會 夏　沛

15：30-15：40 回應 萬小運

15：40-16：00 休息

16：00-17：00 座談：蘇牧師團隊

17：00-19：00 晚餐（自理）

19：00-20：30 生活化事奉與健康教會 蘇穎智

20：30-20：40 回應 莊育銘

20：40-21：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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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戴紹曾博士講座」—合神心意的健康教會
當神學遇上教牧是否是「井水」、「河水」兩條

路？答案，自是否定。神學的目的在教牧實踐，而

實踐牧養的根基在神學，兩者相輔相成，無法切割分

離。為此，華神將於10月28～29日（週一～二）假華

神六樓禮堂舉辦2013「戴紹曾博士教牧講座」，主題

為「合神心意的健康教會」，聚會時間分三個時段：

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 00及晚間19:00～

21:00。特邀香港最大萬人教會播道會恩福堂蘇穎智

牧師及其同工團隊夏佩牧師、黎家翹牧師，就教會的

佈道、裝備、牧養、崇拜等四個面向探討教會的增長

與牧養。講題包括：「門訓小組與健康教會」、「全

民佈道、栽培與健康教會」、「接棒人培養之成長路

與健康教會」、「生活化信仰之建立與健康教會」、

「全民皆『將』的呼召與健康教會」、「團隊建立與

健康教會」、「差傳、禱告與健康教會」、「生活化

事奉與健康教會」等，為嘉惠各地教會之弟兄姐妹，

將提供全省現場網路及時同步播出，也歡迎您就近踴

躍參加。詳情地點可上華神網站查詢，或電洽：02-
23659151分機226左傳道。

2013台北研經培靈會—貧乏的時代•富足的生命
「2013台北研經培靈會」將在10月1～3日登場，

此次主題為「貧乏的時代•富足的生命」。主耶和華

說：「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降在地上。人飢餓非因

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不聽耶和華的話。」（摩

八11）兩場研經聚會：下午14:00～15:30由台灣浸

信會神學院譚國才老師講授《路得記》、下午16:00-
17:30由華神魏啟源老師講授《路加福音》；晚間培

靈聚會則邀請世界華人福音事工聯絡中心總幹事陳世

欽牧師主講。大會並提供板橋、三峽、林口、桃園、

新竹、台中、豐原、大甲、南投、台南、高雄、屏

東、台東、花蓮地區現場網路即時同步播出，屆時歡

迎踴躍參加，詳細聚會地點請上華神網站查詢。

教牧博士科課程

2014年教牧博士科課程業已出爐，共開設三門，包

括2014年1月14~17日的「教牧與心理諮商理論在教

牧事工上的應用」，由華神周功和院長、東海大學武

自珍老師、聖光神學院李清珠老師、台灣神學院錢玉

芬老師教授，本課程主要是帶領學員熟悉幾個重要的

心理諮商理論，並且應用這些諮商理論在教牧的輔導

事工上。主要目標為修課牧者能思考心靈創傷與醫治

的一些觀點、分析所牧養教會中心靈創傷概況、瞭解

教牧諮商與心理諮商理論，並能思考二者間的會通、

進而應用於教牧事工之計劃。

另一門「教會音樂與敬拜更新」，則由新心音樂事工

鄭浩賢牧師、音樂事工余遠淳總幹事、台南聖教會高敏

智牧師等教授，盼藉此課程希望從神學、牧養、敬拜音

樂等不同角度切入，一起探討如何更有效在教會中推展

敬拜音樂的事工，並提供實際牧會的經驗作參考。

1月21～24日的「釋經講道」則由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主恩堂林祥源牧師、華神吳獻章老師教授。此課程

是希望透過講授、討論、閱讀、課程要求的作業等，

使學員能夠明白講道的理念及元素，使學員所傳的信

息能針對世道人心，帶著先知的精神，藉宣講的道光

照人裡面外面的黑暗，使聽者生命更新改變，教會茁

壯成長，神國大大擴展。同時，亦藉以弗所書幾段經

文進行示範，說明釋經講道原則的具體應用。另從傳

道書中所蘊涵的神學主題，建構釋經與講道平台，好

建造在無常、平常、反常、超常浮沈中的信徒，活出

既「智慧」又「傳神」的人生。詳細課程簡介請上網

查詢，或E-mail:admser@ces.org.tw教務秘書洽詢。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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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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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建校

奉獻基金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合 計

全學年需要 八月份收入
七至八月

累積收入

七至八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12,222,760
240,000
242,840

2,554,264

15,259,864

-923,381
-86,500

-151,340
-2,061,497

-3,222,718

新校區建設基金 八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1,453,100 200,463,223 -399,536,777

67,500,000
2,000,000
2,020,000
8,480,000

80,000,000

10,070,026
86,000
22,700
84,501

10,26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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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9,379
153,500

91,500
492,767

12,037,146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