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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运作了五年的教牧中心，秉持着清楚的宗旨：

在培育神国仆人、连结福音伙伴、回应时代议题的核

心价值上，为事奉中的校友、牧者提供一分享、分担

的空间；教会、机构与学院间有优质的沟通管道；并

使神学与牧养的相关议题在学院与教会间有良性的互

动与交流。

历届同工们借着种种努力，希望能够：
一、不定期举办牧养相关之讲座及研习会，以协助

教牧同工在牧养上有更多元的学习和装备。过去几年

里，「释经讲道」、「教牧领导」、「教牧辅导」、

「有果效的福音对话」、「健康教会的打造」等研习

会，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所特别安排的聚会。这两年，

学院整体考虑后，固定在上下学期中分别举办「戴绍

曾博士教牧讲座」与「林道亮博士神学讲座」，使校

友们、教牧同工在服事工场上有再充电的机会。教牧

中心改采小型聚会、专题分享方式，提供分区校友在

例行事奉同时，在当代信仰与圣经议题上仍然保有与

时俱进的成熟观点。

二、借着学院所提供的平台，协助校友可以取得事

奉资源、连结福音伙伴、并在众教会与机构所提供的

信息中保持不间断的进修与反省。华神校友累积到

如今，共四十二届毕业生、一千八百位校友，分散在

二十五个国家。校友们在忙碌事奉中，可同时考虑学

院所提供神学硕士与教牧博士班的进修学制。隔周发

行的校友会电子报，协助校友们持续掌握彼此关怀、

学院开课的动态，以及台湾各地特别聚会的相关信

息。教牧资源网站提供校内专题或特别讲座的影音

库，华神校友会脸书提供即时的学院与校友们动态信

息，各地分区或不同届别的的校友会持续为在工场上

的校友们彼此打气。教牧中心主任或委派的老师尝试

借着主动探访、安排约谈、讲台支持、陪伴参与（婚

丧、按牧等）等，拉近校友们与学院的关系、并特别

期待能有助于初初毕业的校友们。

三、尝试为疲惫的牧者建构一个安全、温暖的空

间，使之在陪伴、疗愈后重新得力，继续奔走事奉之

路！教牧中心得到前辈校友的支持，愿意协助暂时搁

浅的同工借着面谈辅导，有一个反思、重新再出发的

机会。教牧中心也提供这类转介的功能，一般性地协

助要转换工场或考虑进一步深造进修的校友。教牧中

心、校友会与牧育部（现更名为学务处）一起联线为

校友们服务，看现今的在校同学即明日的校友。校友

会经常性地收集校友们服事现况的信息，教牧中心则

建立起校友之间的联结、给遭遇困难者关怀打气、主

动竖立「售后服务」的好口碑。

教牧中心持续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凝聚各地与不同

届别校友们，盼望借着重温同窗的情谊，彼此鼓舞事

奉主的热忱委身，也间接给暂时搁浅的同学打气。刚

过十月初在台北近郊所举办第一至二十九届的校友退

修会，邀请了新任蔡院长分享、第一届校友陈镭牧师

以及二十三届校友谢丽娟宣教士分享见证。许多前面

几届的校友们毕业后，二、三十年都没有或很少见到

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大伙借着分组分享与座谈，

得知彼此与学院的近况。教牧中心盼望与各地区的校

友进一步建立起紧密的连结，期待能在校友间建立起

有效彼此帮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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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人对圣经的误解和疑惑，
坚固信徒的信心。

黃颖航博士在此书中将一生所得与读者

分享，谆谆说服大家圣经毫无错误。

一方面尝试坚固信徒的信心，另一方面试

图推翻各种攻击圣经无误的论据。本书透

过圣经无误的经文根据，证明圣经无误的

确是圣经的教训；接着解答许多典型难

题，证明各种圣经有误论据的错误、矛盾

与缺失，消除人对圣经的误解和疑惑。作

者希望证明在正确的释经原则下，圣经

（原本）是毫无错误的，不但绝无历史和

神学的错误，也没有科学的错误。

本书教导我们按照圣经对己身的教导来

了解圣经的无误，并示范性地反驳许

多批判圣经的论据，协调圣经与科学，以

及经文之间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具有纠正

错误思想与坚定信心的功能。我大力推荐

这本书，深知会帮助信徒解决不少圣经的

难题，巩固圣经无误的立场。                   

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院长／周功和

■副院长／龙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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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無誤與協調
作者：黃穎航／出版：華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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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未曾想过的事
当蔡院长在电话中告诉我，神感动她请我到华神做

她的副院长时，我非常的震撼，因从未想到会全时间

到神学机构服事。当时的感觉就如经上说的，「是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

前二9）我并没有立刻答应蔡院长的邀请，直说我要祷

告，并要与我姐妹商量。我想第一个印证是需要乃台

的同意，并愿意全力支持我。乃台听到这个消息，怔住

了10秒钟，突然大声说「太好了！」接着一些日子，我

们为此祷告，神借着祂的话语启示我们，使我们清楚

明白祂的旨意，于是接受了蔡院长的邀请。

酉初的呼召
记得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参加思恩堂的夏令会，主

题是「为主而活」，讲员已经不记得了。圣灵借着他的

信息大大的感动了我，我走到台前决心为主活在这个

世上，来彰显祂的荣耀，主若呼召，我也愿意全时间奉

献。在追求乃台的时候，我岳母曾问我将来会不会做传

道，我回答说很有可能，差一点就使我们的婚姻告吹。

（岳母虽然是个好基督徒，但是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吃

苦」一辈子。）我虽然有奉献的心志，在我人生历程的

每个阶段，也都没有停止服事，但始终没有全时间奉

献。我以为作为一个平信徒，也可以为主而活，只要主

呼召，我随时会回应。没想到在我人生酉初的时候，主

才呼召我到祂的葡萄园工作（马太福音二十章）。

不是要把世界带进来
在我人生的前三场，虽没有随波逐流，但是顾念世

界的事还是不少。我时时提醒自己是神的儿女，不能

同流合污，也确实为主做了见证。可是，在处世为人

的日常生活里面，难免会沾染世俗，每一天都需要求

主帮我洗脚。当我为这个呼召祷告的时候，圣灵让我

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的话：「你们离开吧！

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

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

今天华神的工作正是扛抬神的器皿，扛抬的人必须自

洁，并要从世俗中出来，不能再沾不洁净的物。我警

惕自己，接此扛抬神器皿的工作，不能把「世界」带

进华神。

基督徒治理企业的经验
神在企业界使用我三十余年，到我六十五岁时呼召

我，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可以以一个基督徒治理

企业的经验，来华神做好管理的工作。不把世界带进

来，并不代表一个组织不需要管理，只是管理的原则

不尽一样。不管是企业也好，神学机构也好，对于成

本、效率、质量的目标则是一样的，但对于这三者的

阐释与做法则有所不同。

华神的金钱都是弟兄姐妹的奉献，有很多是寡妇的

两个小钱，我们在使用这些奉献的时候不能不谨慎。

耶稣虽然可以叫五千人吃饱，祂仍然要门徒把十二

篮的零碎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但是，当马利亚将

那一瓶极贵的香膏打破用来膏抹耶稣时，却得到

耶稣的赞赏。所以在我们考虑成本时，不是一

味的节省，而应该是考虑它的花费恰不恰

当，是否合主的心意。

所谓效率，是指每一个花费的单位成

本或时间所获得的收获。对华神来说，

效率好就是指花一样的成本与时间，栽

培出更多、更好的传道人。但是人看好

的效率不能超过神的旨意。当拉撒路病

得快死了，马大、马利亚差人请耶稣速

去医治他，耶稣却在原地耽延了两天，后来赶去的时

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在世人的眼中看来，耶稣好像是

不讲效率的人，甚至耽误了大事。但是这两天的耽延

正是为了成就神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当我们讲效率的

时候，必须了解合神心意的做法才是 高的效率，祂

的旨意才是 佳的答案。

至于质量，基督徒本应该把 好的美德呈现给世

界。今天许多成功的基督徒企业家，把「诚信」作为企

业的核心价值，做出来的东西绝不能偷工减料，因此

才能博得客户的信任。我们基督徒服事主，也不能偷

工减料，要为主做出 好的质量，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在今天服务型的社会，一个服务业的业务员，也知道

应该给顾客 体贴、 温暖的服务，我们基督徒岂不

更应该以洗脚的态度彼此服事以及服事众人吗？我们

必须切记，学生们在华神学习的不只是课堂的学业，

同工或师长的服事态度，更会影响他们将来的服事。

生命的服事—人比事重要
曾在思恩堂服事的内地会宣教士韩宝莲博士（我们

称她韩婆婆）曾经说过：「人比事重要」，在基督教

机构服事更是如此。管理的目的是要更好的服事人，

不论是学术也好，知识也好，管理也好，我们不能把

知识或事情看得比人重要。基督教机构的服事是生命

的服事，我们在此造就神国人才，生命的培育比神学

知识的教导更为重要，因为好的工人，不只是具有很

好神学知识的人，更应该是有基督丰盛生命的人。我

们做管理工作，很容易陷入重事不重人的错误里去，

必须格外的提醒自己。

爱与公义的平衡
看重人的服事并不代表对不守纪律的人有所纵容，

帮助软弱的肢体也不代表容许罪恶的存在，连慈爱的

上帝也要管教祂所爱的人（来十二6）。今天在教会

里很缺少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因为怕得罪人（当

然也有许多凭血气来说话的人）。当一位弟兄或姐

妹，在行为上或信仰上有偏差时，总要有人来帮助他

（她）。在组织里面，当一个人的行为错误或违反规

定时，组织必须按照规定来纠正或辅导他（她），希

望他能够反省自己，改正错误，靠着圣灵的光照悔

改。这样的行动对组织及个人才有意义、有帮助。

尽所能的摆上
我已进入人生赛场的第四节，能为主摆上的时间所

剩不多。但我愿意像那捐两个小钱的寡妇一样，尽我

所能的把余生献上，希望主悦纳。我也时时警惕自己，

不依靠自己的才能，不凭肉体血气来服事主、服事人。

我相信，主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要我们同心合意的来

事奉，并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唯有合

一，圣灵才能在主的身体里运行，使基督的荣耀彰显，

并成全上帝美好的旨意！愿以此与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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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充满异乡风情的短宣地，每一处都教人难以忘怀，
短宣队的勇士们历经一个暑假，且看他们的心灵感受。

特
別
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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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短宣心得泰国短宣心得
■道学硕士科／林秀雯

                   挣扎和预备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新妇都说：

『来』！」那是圣灵和众教会的渴望，而当我在呼

求「主！愿祢再来。」总会想到，还有许多未识主

之地，所以「短宣」成为我的渴望。

是否一年级暑假就去？去哪个国家？经费？可做

什么样的服事？好多问题，让我差点就以 舒适的

方式处理这些难解的问题。感谢主，神一步步的引

导，在祷告、寻求中，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要我不

去，而牧者、师长、同学也极力的鼓励勇敢跨出

  去，很奇妙的　神调动万有、供应一切所需，让我

              跨出此行。

走进祂的蓝图里
参加泰国信友基

金会实习是神奇

妙的带领，华人儿

童及青少年事奉是

神摆在我心中的那群

人，一个关键词「孤

儿院」促成这次的旅

程，但更没想到的一

个泰北的事奉，却牵

出一群华人后裔的族群，是我始料未及。泰

北山区国共内战所留下来的遗孤及深受内战

与毒品之苦的缅甸人正是神呼召我出来事奉的族

群。如今却连结在一起，祂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的

意念。

两地宣教策略
八周的时间，走访的版图以泰北为主，信友基金

会的锡安之家是一个在清迈郊区的孤儿院，是台

北信友堂长期在泰国宣教事工的成果。锡安之家

不只肩负了孤儿院的工作，衍然成为华人教会及

神学院的连结。回想「宣教的教会」在神国所

摆上的价值，远超过人心中所能衡量的。也因

此，这次服事的范围以锡安之家为中心，扩展

到有青刀县山区华人村教会「大谷地教会」、

韩国教会设立的「孟孔中文学校」、位于美赛

的华人神学教育「伯特利圣道学院」和有少数民族

的「芒岗教会」。

不约而同在泰北以成立「学生中心」为多数教会的

开拓模式，照顾到父母需外出打工、家庭破碎的华人

或少数民族，多数孩子接受基督信仰，也盼父母能信

主。学生中心模式，带出的核心价值及策略，也让我

想在现有的台湾乡下教会里可以运用的开拓模式，从

宣教地反思台湾的宣教策略，真的很有趣！

异跨文化适应
此次在泰国，相较之前去的短宣国家，多了不同

层面的文化适应，「双手合十」的泰式问安，我却

依旧美式「哈啰」问安，在这当中，神光

照我的骄傲和对异文化的抗拒；酸辣饮食、

蚊虫大战、冷水澡、胃食道逆流，让自豪

可以拥有好适应力的乡下小孩，面临了严

竣的考验；这当中我自己经历信息寻求的挣

扎、团队服事的适应、出发后的第三周流下

了想家的眼泪。感谢主，在团员的扶持、从

远方的代祷同伴信件的问候，软弱中求主帮

助，读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提

醒我已献上的生命，为主而活，想到这趟服事

能使他们得着福音的好处，就不算为苦了。因这些

经历更可以体会一个异文化的适应的写实，想着宣

教士长年在外的文化及生活适应让我深感敬佩，更

多明白关怀宣教士的重要性。

短宣的回荡
「复杂的泰国家

庭婚姻关系」一

夫多妻、无婚约

约束的同居，充

斥着泰国；孤儿院

中的孩子，多数来

自这样的家庭，父

母的角色几乎是空

缺，幼小的心灵，如何抚慰；还有一心想脱贫的人们，

外出打工或挺而贩卖毒品赚取金钱，却成为迷失的羔

羊，甚至沦陷去吸食毒品。只有１％基督徒的泰国，到

底如何翻转呢？圣道学院师资短缺、教会青年人才留不

住、传道人需身兼数职，许多当地的需要……，圣灵却

提醒我，转向定睛「唯一的盼望～耶稣」，泰国在190年

前福音就进入这个国家了，愿神亲自祝福美丽的泰国。

回首这些历程，一切皆恩典。祂的恩典和爱引领我往

前行，走入祂所摆设的蓝图。几位宣教士问我是否会想

再回来泰国？犹记泰国OMF毛宣教士他说的话：「要再

回来与我们同工喔！哪怕是几天也

好。」回国后生了一场病，更让我珍惜

有生命气息时可以服事，虽不知下一

步会如何？在祷告的版图里，泰国却

成为不可获缺的国家。需要学习的很多，

回到华神，盼好好装备，期待那一日再被

主打发出去，预备祂再回来的日子。

放生之旅三部曲
■道学硕士科／陈定南

序幕
两个月的海外实习对我而言是一段「信心的旅途」，

打开了一条经历天父引导的道路。从泰国到柬埔寨，走

过纸醉金迷的首善之都，往来乏人问津的穷乡僻壤，除

了体会宣教生活，也深刻了解到宣教工作不是只有开

拓、植堂、布道、门徒训练；我对牧会有很深的负担，

更认为宣教和牧会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宣教的本质不是

穷、不是难，而是「托付」，信主的人既领受生命得着

更新的恩典，也领受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托付。感谢主带

领我在这趟旅程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上帝的国度在

我们的舒适圈之外是如此广大，湄公河流域的未得之地

在呼唤宣教的步伐迈进。

首部曲：我要活下去
经过两周的受训与参访后，7月23日凌晨三点半，我和

阿兔整装由曼谷出发，在实习导师的协助下乘车上路，

就此展开一个月的宣教工场实习。两个带着短宣家当，

只会一点泰文、柬文的女生如何勇闯边境？我们遇到被

接应的柬人扣下行李、收取双倍的签证费用后，更要挟

支付每人20美金的快速通关费用。虽然手机不通，但我

作势联络人支持，感谢主这招奏效，总算有惊无险地度

过难关。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会面对许多突发状况，但是神带领

人面对未知的旅途仍有盼望；既有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

障，我还惧谁呢？

二部曲：我想回家去
出门在外总要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其中海外就医之棘

手，自是能免则免，但在连续三天腹泻不止、发烧呕吐

的情况下，我还是被送医急诊了。当我顶着超过38度的

高烧，让一名大陆医师在躺平的肚子上拍打一轮后，结

论竟是「食物中毒」！经过一连串的折腾早已呈现半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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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硕士科／叶绍雄

迷状态。那夜的我还不

知道，翌日将有更大

的打击。

短宣以来的遭遇对

我都算不得什么，只

是想不到被换假钞的

事接着被我遇上！贩

卖咖啡豆的店员一口咬定她从抽

屉里拿出来的假钞是我付的，硬是要求我们换一

张百钞给她，否则大家都不能走。这件事挑战我

对这块土地的爱心，以诈欺获财的商家不知道，

我可能因此沦落到要借钱回国，而我所有的经费

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其背后都有珍贵的意义，

这份价值是怎么也不能被换走的。

当我流泪祷告以约伯记的灵修进度求问神，为

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时，一阵反思引我想

象耶稣在旁询问：「前两天妳在病痛中假设自己

命丧柬埔寨，还希望能让自己的弟弟像殉道牧者

唐卓的弟弟延续传道的生命牧养柬人教会，今天

在柬埔寨发生这些令妳失望的事，妳还爱得下去

吗？」这里有学生中心内可爱的学生，有历史悲

歌下可怜的百姓，还有可恶的商家，可爱、可

怜、可恶，这不也是同时存在人性中的三个面向

吗？在我自觉真是受够一堆倒霉事的发生，一度

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基

督的爱，才真正明了什么叫作「惟有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

显明了。」（罗五8）

三部曲：我往哪里去
我在这里不开心会想回家，那宣教士在遇到瓶

颈的时候可以回家吗？「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

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

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来十一15-16）我的

心不曾忘记自己的家，却在这段暂居柬埔寨服事

的个把月里，更清楚仰望天上的家，不知道是否

有很多宣教士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会哭出来？我

想哭，因为终于读懂耶稣的心，终于明白神给我

们预备了什么更美的事，而这样的预备又需要有

多么大的信心，才能坚忍到底走完前头的路程领

受……。

在柬埔寨一个月的doing，帮

助我更认识自己的being，意外

的花费让我学习生命的功课：

59美金的医药费提醒我吃得

苦、捱得穷；100美金的损失教

导我受得气、作得工。仔细省思

我发现，想回家的挫折感是不满

柬人的处事态度所引发。我不能

接受医院可以马虎诊治，店家可

以卑劣诈骗，这代表整个国家都需要再教育！但

教育正是在赤柬统治时期，被彻底摧毁的根基，

我怎能期待他们跟我一样有纪律、讲道理？他们

是柬埔寨人，而我是台湾人，物质条件和教育环

境都截然不同，现在我人在柬埔寨，是要他们跟

我一样，还是我跟他们一样？到后来我发觉这不

是谁跟谁一样的问题，而是要问你是来殖民，还

是来宣教？一个海外宣教士必须要学习接受当地

人和自己不一样。

在两处学生中心的服事如其名（分别为House 

of Peace及House of Joy），满有和平与喜乐。

某天其中一个学生说要唱首刚学会的英文歌给我

听，旋律竟是中文金曲《无言的结局》；短宣会

有结束的一天，却不会是无言的结局，因为清楚

基督的爱永不离开，这也是我们不断向学生强调

的：「我们会离开，甚至有天你们长大了，也可

能离开这里，但请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神永不离

弃你，请你千万不要离开祂。」

终场
后一定要提的是同工关系，我认为有同学一

起短宣后不讲话，是因为有太多话没讲。感谢主

恩待我和阿兔在实习期间有两次深入的交通，

透过彼此分享、代祷的精心时刻，使我们

坦然面对不同性格的差异，进而讨论出

合宜的配搭；我也因此意识到，对我这

个具备伊莱贾性格的人而言，宣教不是

太大的挑战。「我是一个好同工吗」？

我问自己，也许我真正要面对的挑

战是牧会，是伊莱沙的事奉，是

要陪伴身边惧怕敌军的人，打

开得胜的眼光，看见「与我们

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

更多」（王下六16）。

自
幼生长在佛教背景家庭中的我，对家中的膜拜信仰；逢初一、十五，烧

香拜佛，香火鼎盛场景是早已司空见惯。虽勤于膜拜，但家中却不见安

宁。特别，这故事要从我身上说起…

当我尚年幼时，多次发生危险事故，濒临死亡。为求平安，我便被家人带到

茅山术中，过契为契子。从此就被邪灵深深捆绑着，不得自由，并且常常活在

恐惧和惊吓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到了初中，那是我人生生命的转折点。透过

校园团契，我开始接触了基督教，也渐渐地参加教会团契和聚会。1996年，牧

师与我分享福音，我便决志信主。还记得，当我祷告决志信主那一天起，凭着

神的应许，我将身边所有偶像之物丢弃，经历了神所赐的真自由，正如圣经加

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信主后，我努力地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在教会积极参与各样事奉，带领

赞美敬拜、担任少团同工、教主日学、诗歌班等。出到社会工作，神为我预备

了一位基督徒上司，借着他的分享鼓励，我渐渐地走上献身者的道路。后来也

报读了教会的两年短宣培训课程，学习圣经，操练事奉。在肯定神的呼召带

领，我便进入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

毕业后，2005年我回到了自己的教会事奉。事奉期间，多有学习，与教会领

袖和牧者同工配搭牧养。2010年，为了拓展服事领域的学习，我欣然接受了教

会的分派差遣，带领了一家三口到距离一千公里以外的城市开始了教会开荒植

堂。在神的恩典下，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教会得以稳健成长。

在这些年牧养期间，神一直放在我心中的一个感动和呼声，既在「诠释圣

经、讲道、教导上」能按正意无误教导（提后二15）。于是，我回应主：「我

心向往主道。」后来，我以部分的时间进修装备自己。在这段期间的进

修，也让我面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学习的非常有限。于是，我

决定靠岸，放下全职服事，寻求全时间进入神学院好好地装备自

己，以便在学术、灵性和牧养技巧上有更扎实的装备。

感谢神，在不断祷告交托下，看见神的带领，开荒植堂的教会也

渐渐上了轨道，及有同工的接替，还有获得弟兄姐妹和教会

的祝福鼓励。同时，在产业的变卖上也经历神奇妙恩典的

开路，在适当的时间顺利出售。除此，在灵修中对前行

之路，有神应许说：「……感谢上帝，放心壮胆。」

（徒二十八15）这一切，促使了我更肯定有神的美意和

带领。于是，我来到了「华神」，继续追逐神安置在

我心里的感动和呼声。但愿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

胜（徒十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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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及扩校的后续工作包括完成立案手续、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等。

第一期建筑经费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若您在台湾地区，如欲奉献请详划拨单。 

若您在美国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若您在加拿大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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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至九月

实际支出

建校

奉献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设备增添维修

合         计

全学年预算 九月份收入
七至九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2014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新校区建设基金 九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华神院讯将采电子信箱寄发》

华神院讯为响应环保政策，减少纸张的使用，

将改由华神之友电子信箱方式寄发。敬请各位

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将个人或单位之电子信箱

（E-mail）寄至：info@ces.org.tw，以协助

我们顺利完成作业。

【11/10 华神董事会】
新年度华神董事会即将于11月10日召开，除将通过

年度决算外，亦将进行第十二届董事之提名、改选，

过程求神全然引导、掌权，同心协助校务向前发展。

【1-29 届校友退修会圆满闭幕】
在美丽春天大酒店所举办的第1至29届的校友退修会

已圆满闭幕，共计约四十位校友及四位师长参与。感

谢神赐下合宜的天气，借着为期两天一夜的聚会让阔

别已久的校友得以欢聚一堂，尽情分享，会中还邀请

第一届校友陈镭牧师及谢丽娟宣教士分享「事奉的转

折点」。但愿这短暂的相遇得以靠主重新得力，并对

母校有所建言。

【教牧博士科寒期课程】
教牧博士科明年二月初的寒期课程「打造健康教

会—观摩香港恩福堂」，仍在接受报名中，透过香港

恩福堂苏颕智牧师与其团队的教导、分享，协助牧者

面对个人事奉难处与突破教会建造瓶颈，并学习建造

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凡有兴趣参加此课程的牧者

及校友们请电邮教牧博士科秘书。（02）23659151分

机218或E-maiI: dmin@ces.org.tw。

【校本部寒期课程】
在教会历史中，位在全本圣经 后的启示录，通常

受到了两极化的对待。为了公平对待约翰所领受的

「耶稣基督的启示」（启一1），校本部寒期课程（2月

2～6日）邀请到罗伟博士教授「启示录」课程，将全面

性的来理解这卷书。课程内容包括：启示录的作者，写

作时间，地点，时代背景等等问题的探究；这一卷书的

文体为何？文体对理解启示录有如此的重要性；我们

要如何来理解启示录；在教会历史中，启示录是如何

被人理解的，启示录与旧约之间的关系如何；启示录与

当代其它的启示文学作品间的关系，启示录的结构和

其内容为何；启示录对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有何意义

等等的问题。敬请修课同学，留意上课时间。

【2014 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
即将于11月3至5日举行的「2014戴绍曾博士纪念讲

座」已进入倒数计时阶段，邀请曾在华神授课多年的

傅立德博士（Dr. Wendell Friest）担任讲员。本次

讲座讲题为：「福音的转化力道」，傅牧师以罗马书

五至八章为起点，深入「因信称义」的道理，引导听

者进入「恩典福音」。牧者先得福音的更新，恩典的

释放，进而带入牧养行动，使教会与信徒蒙福。欢迎

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把握难得机会，踊跃参加！

时间：2014年11月3～5日
地点：华神大楼六楼礼堂 
报名费：免费入场
联络：(0)2365-9151分机212 许主任
讲座内容详情请上华神网站http://www.ce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