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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華神之友、主內同道與校友們：

感謝主！為了回應神對「華神」在下一個四十年的呼召與託付，在過

去幾年裡，經過審慎的評估與討論，並在長久且同心的禱告中，「華神」

的董事、校友與師生們共同經歷了神所賜下的平安和印證。「華神」決定

將以積極的態度，採取「籌設新校」和「申請立案」兩個策略性方向，盼望在

廿一世紀裡，藉著「華神」和「新華神」的兩校並存，能更深更廣的服事普世華人教會。

感謝主！今年的十月下旬，我們接獲教育部之核可設立「基督教華神學校財團法人」的正式通知。至此，在

立案與建校的漫長過程裡，我們終於順利完成第一階段（學校法人的成立）的目標。

明年初，我們要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的工作，即申請籌設「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新華神」，其全名與

舊華神的名稱非常接近），大約需要十個月左右的時間。接下來，則是土地變更、建築設計、建造申請及實際

建校工程等。這些個過程則需要兩年的時間。再一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則是提送組織及系所等詳細規劃，

並待教育部核准招生等，需時約六個月之久。

若以時間點來算，以下幾個關鍵時刻極其重要：(1) 2014年十月獲得教育部核可籌設「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

院」；(2) 2015年六月在八德校地破土興工；(3) 2017年二月新校完工；及(4) 2017年九月新校第一屆順利開學。

為求未來這三年每一步驟的順暢，每個過程、時間點的掌握，及龐大建校經費（猶不足兩億五千萬元）的需

求，在在都需要上帝極大的恩典和保守，也迫切需要您的代禱和支持。

親愛的主內肢體，在跟隨主的年歲裡，我們或許會有參與建堂或植堂的機會；如果有，我們要大大感恩！因

為那實在是神所賜極大的福分。但是，終其一生我們究竟不會有太多的機會，實際參與一個神學院的建造。十

年樹木，百年樹人，傳道人的質與量，與神國擴展、教會興衰息息相關；也直接關乎世人的得救和信徒的生命

成長。因此，在這「新華神」的創建過程裡，您的代禱和支持何其重要；您的參與更是直接與「華神」同工。

相信您的擺上，必蒙神的悅納。

主若保守，我們在前述幾個時間點上必要大大感恩。衷心期盼您在禱告中常常記念「新華神」的創建。更盼

望能邀請您在那幾個時刻前來，與我們一同數算上帝的恩典，並記念衪的美德。

您的同工

行政副院長 王貴恒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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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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收入
七至十月

累積收入

七至十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24,916,550
596,500
537,855

4,570,072

30,620,977

1,350,325
-229,170
416,445

-3,373,578

-1,835,978

新校區建設基金 十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451,810 201,430,433 -398,56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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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9,341,966
123,330

10,800
261,001

9,73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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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6,875
367,330
954,300

1,196,494

28,784,999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周院長行程】

本院周功和院長於11月底出發前往加拿大多倫多、美國

波士頓兩地參加董事會，求神保守院長在繁忙的行程

中，出入得平安，與北美董事們有好的分享交通，並服

事得力。預計12月14日返抵國門。

【延伸部123學費優惠專案】

延伸部123學費優惠專案等您來分享，請大家告訴大

家，值得「終身學習」的延伸教育，讓您「好康A不

完」！延伸部自2013暑密班開始推出「123學費優

惠專案」，不單幫助您「飽讀經書」，還讓您「節

省荷包」！歡迎加入此恩惠的行列，別讓自己的權

利睡著。有關詳情請上華神網站查詢或電洽：02-

23659151轉分機202、204延伸部。專案內容如下：

◎畢業後「一」再選修：為鼓勵「終身學習」，凡延

伸制「畢業生」返校「續修」課程，每一門課可獲

得NT $300華神書房的「圖書兌換券」。

◎「二」人同行優惠：凡舊生推介一名新生，當期二

人同行修課者，都可減免NT $1,000學費。

◎「三」年完成學業：凡「三年內」完成畢業學分

者，最後一門課程免收學費（該課程最高免收金額

NT $3,700）。

【新課程預告】

華神校本部下學期新開兩門課程由加拿大華神

的許宏度老師教授。一門為2014年4月30日至6
月4日的《新約釋經學》；另一門則為2014年4
月29日至6月5日的《羅馬書～啟示錄》。歡迎

久違的許老師，不辭辛勞前來幫助學院。

《新約釋經學》是新約研究兩門基本課程之一。本

課程旨在介紹歷代釋經法之變遷、釋經學原理、方法

與步驟、聖經各類文體及其特色、研究新約的工具書

等（後者包括新約希臘文字彙分析、新約希臘文經文

彙編、新約希臘文辭典、新約解經辭典、聖經百科全

書等），以奠定學生在新約研究和講解神的道之基礎。

《保羅書信至啟示錄》是新約研究兩門基本課程之

一。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對保羅書信至啟示錄的寫作

背景，大綱，以及中心思想有基本的理解，進而能夠

適當地應用這些書卷。

【華神學生自治會新任同工名單出爐】

華神新年度學生自治會同工改選，已於11月12日順利

選出，他們將於2014年元月份接任，服事華神的學生

們，願神記念他們。也感謝2013年的自治會同工群，

盡心盡力擺上時間、心力，求神親自報答。

新任同工名單如下：

主席／李修齊、副主席／葉克銘、靈修／何宜庭、文

書／陳芷芸、康樂／郭士恩、司庫／王光玉、總務／

張安正、伙食／高乾鈞、音樂／成加慶

我們過去所使用的佈道書籍或教材，大多是從西方的教會翻譯過

來，這些佈道理念大部分是針對「基督教國家──有聖經背景的對

象」而設計。如何面對「非基督教國家──異教背景的對象」來佈

道，是本書強調的重點。

聖經以「神」、「人」、「罪」、「恩」、「信」五種角度帶給我們奇妙的啟示，必能將「永

生之道」傳得全備！本書以初階、中階、進階等三個階段對聖經作深入的探討，能有效地用來佈

道與栽培門徒！

《小佈道家》值得推薦的地方，就是它包含了門徒培訓的課程，把初信主的人帶進教會，接受

洗禮，建立靈修的習慣，並且把信心建立在聖經的真理上。              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周功和

作者把聖經長闊高深的真理，簡單精要地傳達出來！它可以成為你打通別人屬靈「任督二

脈」、帶領人歸向主的武功祕笈！  中華福音神學院研發部部長、教牧博士科主任／吳獻章

《小佈道家》— 福音五訣佈道手冊

作者：賴明芳

出版：天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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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戴紹曾博士教牧講座

—合神心意的健康教會
中華福音神學院於10月28～29日所舉辦的「2013戴紹曾博士講

座」，特邀香港萬人教會播道會恩福堂蘇穎智牧師及其同工團隊

夏沛牧師、黎家翹牧師與會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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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講座也與全台40間教會同步連線播出，讓弟兄

姊妹即時同得造就。

感謝神！兩天下來近1000人次參加，藉著講員們的信息分享、

經歷，讓教會牧者們一同經歷不一樣的屬靈筵席，求主繼續施

恩台灣眾教會，在這彎曲悖謬世代仍忠心傳揚主的福音直到

主來！蘇牧師勉勵：當我們這樣做，

縱使風浪很大，即

使成為箭靶，但主

的恩典夠我們用，

無須懼怕。因為我

們的主是掌管天地

萬物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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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主任／蔡麗貞

經文：列王紀上十九章八至十八節

曠野的試探是耶穌一生事奉的里程碑。通過了這次

的預科訓練，耶穌正式展開降世的重要任務，那就是

傳揚神國降臨的福音信息。除了進入職場之前的曠野

試探，耶穌在三年的密集事奉中，也有數次曠野的退

隱。都是在特殊的時機，譬如行完神蹟，為了避免樹

大招風，為了躲避人群，需要退到曠野安靜、禱告、

歇息（可一35，45；路四42，五16）。

曠野的退隱是一個需要，是一個呼召，也是一種催

促。

曠野的退隱

曠野是安靜的地方、簡單的生活方式、休息的場

所。在那裡，沒有人群的打擾，可以長時間沉思默

想、禱告、親近主；不需要社交應酬，不需要按照日

常生活作息，不需要煮飯、打掃、作家事；也不需要

講道、探訪、協談。不過相對地，也需忍受孤單寂

寞；沒有佳餚美食，沒有方便的食衣住行；沒有親友

隨時的支持與伴隨……。

2002年年底開始計劃第二個安息年，鑑於第一次安

息年迅速虛度過去的經驗，這次較認真地

作事前的計劃。當時考慮是否要勇敢地拋

家棄夫，去國外進修。對現有環境的熟悉

與倚賴，讓我有點生銹，想出去清醒一下，

順便疏離人群，靜靜心，逼自己開創新契

機。加上年紀已經老大，擔心以後沒有這般

勇氣獨自闖蕩、冒險。與外子商量，他並未

攔阻此事，雖然期間有些波折、變動，譬如

申請作業較晚進行，一些美國學校來不及申

請，或因有事奉纏身而耽擱半年，但是過程都很順

利。於是我又回到求學的故居英國，只是這次不是去

蘇格蘭，而是英格蘭西南方的布理斯托（Bristol）。

曠野的寂寞

曠野是安靜的休息之地，卻也得忍受寂寞的煎熬。

英國的進修特色是研究生需閉門獨立研究，終日不見

人影是正常現象。離開英國已經十五個寒暑，幾乎已

經忘記孤單的滋味。由於時差，每天下午三點（相當

於台灣晚上十一點）與外子或朋友通過電話後，就要

面對寂寞一整天；有時真是寂寞的發慌。

不能忘記經常一個人去散步的孤影隻行，心中難耐

的孤寂，只有體驗過的人才能了解箇中滋味。過往寄

居在梨山、蘇格蘭的經驗，都在幫助我紓解那種孤寂

到令人窒息的感受。感謝神，讓我在人生幾個階段有

此深刻體驗。

「自我實現感」是人生存一個很重要的需要。耶穌

在曠野受試探，兩次被挑戰：「你若是神的兒子」。

耶穌似乎也面對「自我實現感」的需要，必須表現出

與祂的身分相稱的能力或特權，來證明「神的兒子」

的特徵。曠野是一個沒有展示特權機會的地方，因為

沒有人煙，沒有跟隨者，沒                  有讀者的喝采，

沒有聽眾的掌聲。需長時間

與孤單、寂靜對抗，擔心

被世人遺忘，害怕

下一餐沒有食物。倘若

能勝過自己裡面的「自

我實現感」的要求，能

單獨面對上帝，一旦能

熬得住孤寂，能以另

一個角度去欣賞、體

驗生活的變遷或不方

便等等，曠野就變成

泉源之地。

記得多年前林鴻信老師在英國讀第二

個博士學位時，曾寫信來交通。大約是悶慌了，找人

交通分享。我回了信，也寄了漂亮的卡片給他，但隨

即淹沒在忙碌中，就忘記鴻信老師。這回卻是我向他

求援，他也回了幾次信（這時已經有了電郵，方便

多了），但他正忙著在新加坡講學，可能也未意識到

我的心境，不久又斷聯。人生彼此交換體驗，真有意

思！想到一年前，團契一位姊妹在哈佛與京都作訪問

學者時，時常寫長信給團契（主要是給父母的家書，

再分享給大家），當時我心中還暗暗嘀咕她的時間真

多，沒想到這回輪到自己按時寫信給團契報導心情，

真是有趣的寫照啊！

當我漸漸適應曠野的作息，每天的散步成為我禱告

的良辰。不是每次都是那麼甜美、那麼享受，有時是

吶喊，有時是呼求，有時是奮鬥、是爭戰。記得1989
年夏天讀完最後學位回國事奉前，去英國南部的一個

小村莊退修兩週。那兩週，我幾乎每天都會走到空曠

的田野禱告，坐在牧場柵欄上默想。當時求主給我寬

廣的心，好讓我回到人口稠密的遠東服事時，依舊能

保持著單純的赤子之心。這回也是。當七月外子來英

國接我的前夕（外子去芬蘭開會，順便接我回家），

晚上九點天色漸暗，我一邊散步，一邊向神做了此行

最後的告別禱告。望著寬闊的山坡、高聳的教堂尖

頂，求神給我宏遠的視野，給我屹立不移的忠貞。此

情此景，只有在日後面對人生重大壓力、抉擇時才會

浮現眼前，重新鼓舞著受挫折的心靈。

迦密山與何烈山的以利亞

聖經中幾位偉大領袖都曾經歷曠野的退隱與寂寞，

包括摩西、大衛、以利亞。作領袖、公眾人物是需要

付代價的，除了是眾人馬首是瞻，異象要看得準，方

向要抓得對，原則、教導要清楚等等，領袖也常是眾

矢之的，甚至是仇敵攻擊的首要目標，因此領袖需要

有堅強的意志、強烈的使命感，更要有自知之明，知

道自己的有限、軟弱。失敗常隱藏在成功之後，試探

常跟隨在事奉巔峰之後。

聖經中大起大落的神僕當數以利亞。以利亞的神蹟

都是驚天動地、讓人稱奇，包括預言旱災、在基立溪

畔接受烏鴉的供養、養活西頓撒勒法的寡婦，並使她

的兒子死裡復活。基立溪畔與撒勒法是

以利亞人生兩次的曠野經驗，以利亞一

路走來都有神同在的印證。

迦密山是以利亞服事的巔峰，他與巴力

的 假 先 知 公 開 鬥 法 。 以 利 亞 孤 軍 對 抗

四百五十個假先知，不但傾盆大雨沛然而

降，而且將敵人殺得片甲不留（王上十八

40）。以利亞這次大出風頭，為神做了一

次漂亮的出擊。

在迦密山上的以利亞信心十足，能力充

沛。然而耶洗別的一句話：「明日這時候我要你的

命」，就把以利亞嚇得連夜逃命，甚至向神求死。人是

何等地脆弱、不堪一擊。當事情的發展不如預期，當掌

聲、舞台無法延續下去時，人頓時失去求生意志。

我自己習慣在每次公開場合的事奉後，立刻退到隱

密處調息養性，彷彿要先洗淨舞台上的鉛華、粉墨，

沈澱如過眼雲煙的名氣。才能讓我較為清醒、自在。

曠野常是我重新得力的地方，等到心平氣和時，就會

再度被神推到台上、人前，周而復始，我深深瞭解當

公眾人物的不易。

以利亞以為自己信心滿滿、能力非凡，可以在仇敵

面前呼風喚雨。哪知一日之內情緒從高峰跌到谷底，

他的內心世界空虛、失落，竟然在何烈山求死。以利

亞在何烈山面對自己的怯弱、孤單、自憐、埋怨、自

以為義，以為只有他一人為神大發熱心，他兩次提

到：「我為耶和華……萬軍之神大發熱心；因為以色

列人背棄了你的約，毀壞了你的壇，用刀殺了你的先

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索我的命。」（王

上十九10，14）如果連我以利亞也被殺掉，就根本

沒有一個以色列人信上帝，看你上帝還能玩什麼把

戲？！

表面上以利亞在控告以色列人背約，實際上他是在

埋怨、抗議上帝不守信用，神應許的話並沒有應驗，

亞伯拉罕的子孫的確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麼多，

卻沒有一人信上帝。以利亞的上帝在哪裡？

神故意引導以利亞到何烈山（王上十九7-8），這是

以利亞生命中第三次的曠野。以利亞由北國的亞設支

派的迦密山一口氣走了四十天，到紅海東南部的何烈

山，這段路程當年以色列人花四十年才完成，以利亞

可說是「抱頭鼠竄」。何烈山就是神與摩西立約的西

乃山，宛如當年神在西乃山向以色列人顯現一樣，有

雷轟、閃電、地震……。神刻意啟示以利亞，祂未忘

記與亞伯拉罕、摩西所立的約。西乃之約是亞伯拉罕

之約的延續，而以利亞之約又是西乃之約的延續。以

利亞認為自己為上帝付出很多，上帝卻指出，救恩自

始至終都是神單方、主動完成的，這是神給那些灰心

喪志的人最大的安慰。

曠野休憩的水邊(約克城牆旁的河流)

寄宿附近造型奇特小屋

英國沉靜的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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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並未直接解決以利亞信心的空窗：為何迦密山的

光榮勝利不能延續下去？為什麼滅掉四百五十個假先

知的大滿貫卻敵不過潑婦的一句話？神這時卻交待以

利亞可以開始交棒，神會為他伸冤，神會對付以利亞的

勁敵耶洗別，可是卻是要透過以利亞的學生以利沙來

執行，而且是間接假手於下一個以色列王耶戶來完成

（王上十九16-17），這中間得等候十年。經歷第三次

的曠野後，以利亞似乎不再有機會回到職場，以利亞的

年代已即將畫上句點。這很像當年摩西，好不容易帶

領以色列人出埃及、過紅海以及曠野漂流，摩西哀求

神讓他過約旦河看迦南美地，神卻對摩西說：罷了，不

要再提這事，你要交棒給約書亞（申三23-28）。

如果是你，你能承受嗎？以利亞嚥得下這口氣嗎？

以利亞的信心有沒有出路呢？神對他說：我在以色列

人中為自己留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力屈膝的。神

應許先知，祂沒有棄絕祂預先所揀選、所認識的百姓

（羅十一2-5），但是以利亞必須用信心來看見這個應

許。在烈風大作、崩山碎石的震撼中，神經過以利亞

的生命，在地震、煙火之後，以利亞聽見神微小的聲

音，他的生命重新被立定。

曠野的創作（巴比松畫派的堅持與理想）

十七、十八世紀的風景畫在古典學派裡，一直屈

居於次要的地位，因為當時繪畫的熱門題材是聖經

故事、人物素描，其次才是風景與靜物畫。這種以

人為主角的觀點，使得從事風景繪畫的巴比松畫派

（Barbixon School）一直處於邊緣地位。

一群甘於寂寞、淡泊名利、堅持興趣與理想的畫

家，在有限的預算及需要安身落腳的地方，他們選擇

了森林旁邊、風景優美、視野遼闊、寧靜無擾的楓丹白

露（Fountain Blue）小聚落，作為創作與安居之所。

在那裡，巴比松的畫家默默耕耘。由於作品不符時

代胃口，收入極不穩定，生活每陷於困境。要從事存

到永恆的工程，必須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氣。

法 國 最 偉 大 的 田 園 畫 家 米 勒 （ J e a n - F r a n -

ÇoisMillet，1814-1875），早晨在田中栽植耕種，

下午則關在又小又暗的畫室中作畫。畫架小的無法放

任何尺寸的畫，畫架被蟲蛀蝕，接頭鬆動，令人擔心

上面的畫隨時會掉下來。靈感阻塞時，心意煩悶，周

期性的偏頭痛發作時，就直奔森林，躺在草坪上仰望

浮雲。他的第一任妻子在新婚三年後因為身體孱弱而

病逝。終於，米勒以徹底的寫實畫風描繪農村的生活

而聞名世界。他的代表作「晚禱」、「拾穗」等，使

「粗鄙」的農民一躍成為國寶級名畫，可與達文西畫

筆下高貴的蒙娜麗莎齊名、媲美。

巴比松另一位畫家胡梭（Théodore Rousseau，

1812-1867）曾說：「活在靜謐中的人將是世界的中

心；其實我應該相信自己是小型創造的太陽。」這些

新生代的畫家致力於表達面對大自然時內心的感動，

透過色彩賦予大自然一種浪漫情調與詩意。正如詩人

評論家波特來爾（Charles Baudelaire）所洞察的意

境：「樹叢、群山、流水及房舍的風景畫之所以美，

並不是它們自身的美，乃是由於我，由於我的優雅，

由於我所移轉、寄託在其上的的感情與思維。」是

的！曠野所以美，是因為退隱在其間的人開始懂得欣

賞它的美。

後記

2004年七月結束英國曠野的寄居歲月，與外子赴

芬蘭開會，回到台北，又匆匆負笈遠征紐西蘭教課，

沒想到離開曠野、復出江湖的歲月如此奔波勞碌、風

塵僕僕，一個月之間，從北極的芬蘭飛到南極的紐西

蘭，有時竟出現不知今夕人在何方的錯覺，直到九月

才回復安定、規律的生活。

九月初開學前，到歷史博物館參觀楓丹白露巴比松

畫展。那天早晨先去看牙醫，從學校出門時手上抹了

潤膚乳液，收洋傘時手指滑溜，就直接去收傘柄，哪

知傘柄尖銳，手指立刻被劃了一道深深的傷痕，鮮血

直冒，身上竟然找不到衛生紙，只好衝到博物館洗手

間取紙止血，狼狽不堪。於是一邊欣賞畫展，一邊發

出心中的迴響，欣賞了名家的繪畫，忍不住來一番舞

文弄墨，且權充這幾個月曠野流浪的結語，也最作為

自己重回職場的序曲。

我那退了麻藥的牙齒

隱隱作痛， 

彷彿被現實綁住的靈魂

發出無言的呻吟； 

洋傘所割傷的大拇指

不甘寂寞地陣陣發疼， 

好像我心中那對企圖掙脫塵世的翅膀

躍躍欲飛。

雖然安息年後又回復正常、忙碌的日常作息，我的

心仍嚮往曠野的安息。期許自己不致因工作麻木、或

被責任淹沒，仍能經常聽到來自曠野的呼喚。

（註：本篇文章是蔡麗貞老師新書稿文章的濃縮版）

■聖經碩士科／林煜茹

高二那年我跟著同學來到教會，大三時受洗，畢業後留在台北的醫院作物理治

療師，並且在教會穩定地服事。約在第二年工作時，我接下了教會社青團契

小組長的職分。在這一年中，我在醫院與教會間兩邊跑。日子過得很忙卻也很快

樂：看著小組員生命慢慢地改變成長，我覺得與神同工真是件極棒的事！在一次宣教專題的聚

會中，我開始為自己是否要全職事奉而禱告。然而神讓我看見自己的生命仍有許多不成熟、需

要被破碎的地方；我也求神給我一顆更愛靈魂的心，使我對祂的國有更大的負擔。

後來我到英國攻讀碩士，在我最後一個學期中，我接到從台灣來、母親驟逝的消息。母親是我在世上最愛

的人，失去她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心是空的，沒有人的安慰能真正進入我的心中，我需要用力、懇求地

禱告才能感受到一點點的安慰。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人的愛即使再深刻也只是短暫的，只有神才能用永恆

無盡的愛來撫慰、醫治人的心；擁有神我的生命才是真實而完整的。

論文完成後，我回台灣繼續從事臨床的工作，也回到台南母會聚會、服事。雖然在工作上病人和同事給了我肯

定與成就感，我也很喜歡自己的職業，但天天看著在苦難中掙扎的病人與家屬們，心中仍有許多的不滿足感，想

要更多地告訴世人其實惟有神才能滿足、醫治人心中最深的需要與傷痕！

回台灣工作的三年多中，我心中對全職事奉的渴望越來越強烈，而禱告中神給了我一段經文：「耶穌出來，見

有許多的人，就憐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理。」我淚流滿面，真實地

感受到無論是健康、生                          病或貧窮的人，在主面前都是心中充滿需要的靈魂！而我這樣貧乏不配的

人，主卻親自用祂牧者的愛充滿我，教導我，使我能夠

憐憫、愛這些和我一樣常迷失方向、渴望被愛的人。全

能的主竟願意使用我來傳揚祂的救恩，將祂的羊交在我

手中！神又給了我另一段經文：「耶穌看著他，就愛

他，對他說：『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還

要來跟從我。』」現在我所擁有的生活，不論是穩定的

工作、學歷、經歷或是喜樂的教會服事，都是神賜的，

而祂現在要我將這些全交給祂，好來跟從祂。於是我向

主回應，決定用往後的生命來服事神，用力去愛主託付

的每一隻羊，願人都能得著祂福音的好處。

全交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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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真的沒有錯嗎？》— 聖經底本無誤論的再思
本書的十四篇著作來自世界不同的地區，絕大部分來自台灣。作者群均成長自不同的背景，受過不同的教育，屬

於不同的宗派或傳統，其中包括已達退休年齡的資深學者與剛完成學業的年輕學者。而他們的共同點是：堅信整本

聖經都是聖靈所默示的，是無誤的、神的話語。

我們手上的聖經是可靠、無誤的神的話語嗎？受過神學訓練的信徒均知道，聖經無誤的意思是：聖經的原稿（底

本）是聖靈所默示的，因此，是無誤的、神的話語。「聖經底本無誤論」基本上就是本書所要鞏固並提倡的。教會

如果放棄無誤論，將失去信仰與行為的準繩。歷時十多個世紀之久，大公教會或宗派即使對聖經的解釋有不同的意

見，大致上都奉聖經為無誤的、神的話，具有至高的權威；然而，自從啟蒙運動以來，越來越多的聖經學者或神學

家卻否認聖經的無誤。

若放棄聖經無誤的堅持，基督教的信仰就轉向以人為本，而非以神為本；真理的根基就崩潰了。本書乃是希望

華人教會能堅守無誤論，不被啟蒙運動的世界觀或方法論所動搖。全書十四篇論文介紹與維護無誤論，闡明世界

觀如何影響詮釋學，並嘗試從四個學域討論與無誤論有關的議題。書中內容頗具專業性，讀者若能細心、耐心地

閱讀，必能從中受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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