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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次晚安〉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2014年夏天友人招待笔者与外子看电影，片名是

〈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叙

述一名战地摄影师蕾贝卡（朱丽叶•毕诺许饰演），

面对职业要求、人格特质与强烈使命感，而在家庭角

色期待之下，难以两全的挣扎，将其天人交战的心境

演绎得丝丝入扣。战地摄影师随时置身险地，对女性

尤其不易，然而许多珍贵画面却非得靠女性才能取

得，如回教地区的自杀女炸弹客。蕾贝卡的丈夫与女

儿对她忍无可忍，屡屡抛下最后通牒，逼她在工作

与家庭中作出抉择！这是挪威名导艾瑞克波贝（Erik 
Poppe）的亲身经历，他曾在八〇年代担任战地摄影

师，这部影片的灵感即源自于当下之情境。当时他每

天透过电话和视讯跟孩子互道晚安，但永远不知道会

不会是最后一次，也是〈一千次晚安〉片名的由来。

剧情中最震撼的片段是摄影师带着女儿到难民营采

访，临危之际被命令撤退，她却瞬间爆发出惊人勇气，

坚持一定要前往枪林弹雨、炮声隆隆的暴动现场摄影，

并凛然地吩咐友人带着惊慌失措的女儿去到安全地

区，等完成任务后又要面对女儿的负气与先生的指责。

最近医学研究发现，个性喜欢冒险的人可能是脑神

经传导异常，此等人总是要完成一项艰难事务后，才

觉得有满足感，且活得踏实。譬如调查团队发现日本

人的个性都是保守谨慎，但是有一位喜欢玩跳伞的人

士特属例外，果然他的脑神经传导与常人不同。想

来，这位总是喜欢往危险的出事地点冲锋陷阵的战地

摄影师，应该也是神经传导异常的女性。

笔者常调侃自己是否脑神经传导异常，才有胆量接

受院长之职。原本计划2014年下半年安息年，却被神

呼召，与祂共舞。主在关键时刻多次赐下话语挑战笔

者的信心：「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

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林后八12），让笔者义无

反顾，愿意承担重责。显然，人的「计划」赶不上环境

的「变化」；而「变化」又赶不上神的「一句话」。

「信心」就是与神冒险同行前进。马利亚的信心使

她勇于冒险与神同工，神也透过她成就救赎大工。路

加福音故意刻画撒迦利亚与马利亚之间的对比。当

天使向两人显现说话时，直觉的反应都是惊慌、害怕

（路一12，29），接着立刻用理智协调、回应甚至抵

抗（路一18，34），然而当天使继续宣告并提出证据

时，撒迦利亚仍然顽梗不信（路一20），马利亚则是

信而顺服（路一38），当然最后都以喜剧收场，两人

皆亲眼看见神的应许实现，并以赞美诗来称颂神的救

赎计划。撒迦利亚是在圣殿烧香轮值的祭司，是外面

活跃事奉主的工人；马利亚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女

子，是在内里安静、隐藏事奉神的人妻与人母，总是

将神的启示「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路二19，51）。马利亚生头胎

儿子的喜悦，快速地被死亡阴影

笼罩（路二34-35），她不断地

用理性、信心与行动来调适挣

扎。因着马利里亚的顺服与信

靠，我们在平安夜记念救

主降生，以及这位勇敢

的女性。她专注、杰

出，冒生命危险而

闯出一片天地，

非因神经传导

之果；乃在于

尊主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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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事务处处长／蔡珍莉

新书介绍新书介绍

2014 戴绍曾博士纪念讲座

福音的转化力道福音的转化力道

傅立德牧师与历届校友合影傅立德牧师与历届校友合影

傅立德牧师与华神在校生合影留念傅立德牧师与华神在校生合影留念

11月3-5日一连三天所举办的「2014戴绍曾博士纪念

讲座」已圆满落幕，估计约有六百余人与会。讲员傅立

德牧师以其多年牧养及教学经验，以生动风趣、极具

巧思的讲道风格，带领听者领略「福音的转化力道」。

此次讲座内容以罗马书五至八章为主题，依次是

「罗五章：与神相和」、「罗六章：基督里的新生

命」、「罗七章：脱离律法的捆绑」以及「罗八章：

成就律法的义」。其他的主题包括「新造的人：成圣

的动力」、「同心合意：新生命在教会里」、「极大

的奥秘：新生命在婚姻里」、「天父的榜样：新生命

在家庭里」以及「饶恕的更新：新生命在受伤的回忆

里」。傅牧师回到圣经，深入「因信称义」的道理，

引导听者进入「恩典福音」，再思、深思福音，测度

基督的恩典，能使人深得更新释放。

傅牧师特别提到律法主义的问题，常见台湾信徒信

主后，就把神恩典摆在门外，而以律法主义对人，值

得信徒加以留意。傅立德牧师先谈罗马书第五、六

章因信称义，再深入探讨罗马书第七、八章。傅牧师

说，律法是神所订，是善恶的标准，连不认识神的人

也知道律法，但问题在于人做不到，做不好，因此常

受控告。傅牧师更强调律法没有死，我们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使我们与律法的关系改变。

傅牧师指出，保罗的答案在第七章12-13节，问题不

在律法，而是在我们。律法的功能是显出我的罪、发动

我的罪，以及叫我死（罗七8-9），改变律法不能解决

问题。律法没有变，乃是人改变。人透过神的赦免，我

们的罪就不再记念。而当人意识到神恩典是何等浩大

时，生命就会改变，称义的结果就是使人改变。

进一步，傅牧师说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

所谓的罪人，就像是机器或零件损坏不能修理，而神

的医治就是当神的爱注入人心，损坏机器的功能就得

以重新运作，活过来了，是因为神的爱赦免人的罪，

使人重新活过来，在称义的恩典中开始成长。

为嘉惠弟兄姐妹，制作完成的讲座影音档将放置于

YouTube「中华福音神学院影音频道」以供大众聆赏，

欢迎大家告诉大家。

《教导所信、形塑信者》是我多年来所等待的一本好书。作为一门涵盖所有教

会事工的学科，教会教育事工（Educational Ministry）少有一本着作可囊括所需

的全部课题。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大多为几位学者就有限主题发挥并提供想法的

专集；此类努力的成果本来就有其限度。各个独立的单元，对读者而言，难免仅

有点到为止的感觉。就算是单一作者的专书，也因篇幅的有限，在圣经和神学基

础的探讨上，难免给人一种断章取义、援引圣经证实自己观点的印象。

为本书撰写书评的学者们，包括J. I. Packer、David F. Wells、Marva J. 
Dawn，以及其他北美基督教教育界的主要领袖们，如Robert W. Pazmino、
Kevin E. Lawson、Klaus Issler、Linda Cannell、Perry Downs都纷纷以「well-
rounded on teaching」、「well-grounded in Scripture」、「well-researched」、

「comprehensive」的字眼称许此书，认定它是一本必读之作。

本书的两位作者Gary Parrett和Steve Kang，皆是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严谨地解经、探讨神学和追溯教会两千年传统。他们强

调，尽管生命塑造是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取向，但教导圣经仍应是教会教育的

首要关注。唯有在「教导所信」的前提下，教会整体才不仅是教育的对象，

也是教育的主体。

作者用了两章的内容，先有力的回答「为什么教会需要忠心地从事于教导和

塑造的事奉？」紧接着，他们以三章的篇幅讨论教会教育的「内容」。究竟我

们该教导什么？教会到底应宣讲及教导什么。什么是必须教的？有什么内容是

教会会众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一定得了解的？回答了这

些问题之后，作者再透过整合社会科学的理论，带领读者思考「谁」的问题。

教学者和学习者各自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谁负责教导、谁负责组织教会中忙

于教导的人？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会怎样影响教学的成果？最后，作者才以

自身参与教会教育的实务经验，提供了四章有关「如何」的珍宝内容。除了方

法以外，这个实践的部份还探讨了混龄事工、崇拜聚会、整体会众课程等。

我认同本书中回归圣经教导、形塑信徒生命的坚持，极力推荐此书给神学

生、教会事工工作者、牧者、父母和教师，并已于过去三年选读本书为「基

督教教育概论」的教科书，带领学生轮留做摘要并讨论。此400多页的书，

实在是值得研读的一本好书。

在神永恒的计划和特别的恩宠里，台湾教会历经了灵恩的追求、教会小组

化的运动、教会间合一的连结、和拥抱国内外宣教的使命。当得救的人数多

多地涌入教会，信徒面对后现代社会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诸多挑战，教会

作为「另类、平行」的社会群体（注一），在重视回归基础，返璞归真，推

动灵修、看重研经的同时，我们的教育还可以多做那些关键性的努力，使信

徒不仅「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抵挡仇敌…还能站立得

住」，更能有效的透过教导把所信的传承给后代？相信此书能给予宝贵的答

案和实质的建议。我极力推荐这书。

注一：参唐慕华，「让孩子到我这里来」。香港：学生福音团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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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太十三1-9

■中国神学研究院／李思敬院长

4 54 5

感谢主，让我有机                              会头一次来到

华神，也有机会与您们                      一同参加崇拜。

先代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向各位同工、同学问

安。也谢谢您们的招待，让我可以入住华神的总统

﹙院长﹚套房。

其实这星期，我是不应该离开香港的。若您看了新

闻，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恳请您们为我们代祷，在

主的面前求祂的国、祂的义也成就在香港、在中国。

今天所读「撒种的比喻」这段经文，应该难不到

各位同学。这比喻分别记载在三卷「对观」福音

书。《马太福音》十三章把这个比喻放在七个天国

比喻的头一个。《马可福音》四章也把撒种的比喻

放在起首，其中耶稣还问了一句话：「你们不明白

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四

13）所以，弄清楚「撒种的比喻」，对我们明白耶

稣讲的所有比喻，都有极重要的关键意义。

要明白「撒种的比喻」，首先，要挪开两个困

难。第一个困难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

避谈过去。当门徒来问耶稣这比喻意思的时候，耶

稣说了一段很奇怪的话：「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

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

说。」（十三11）原来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不让他

们知道。这可能吗？这个问题太困难了。所以我们

就按查经的基本原理，先把它放在一旁不碰它。

但是这个难题，对了解经文其实是一把钥匙。它

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进入这比喻最核心的意思。耶稣

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说法。祂说我用比喻是因他

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马太福

音》十三章14节说正是应验《以赛亚书》第六章的

预言。读《以赛亚书》第六章，通常我们就停在第

八节：「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全

章经文其实还没有结束。

以赛亚接着便听见主的警告：「你去告诉这群百

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

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如你神学院毕业

了，上帝对你说要去这个教会吗？回头你去教会讲

道的时候，看见每个人不是在谈话，就是睡觉。你

还去不去呢？「主啊！给我三十年，我要把复兴带

到这个教会。」主给你回答是：「没有这个机会！

你会是最后一个留在教会关灯关门的同工。」或

许，你就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旁边

的那一位吧！」先知听明白了，如果他没有去，

《以赛亚书》就停在第六章，以后我们灵修只需花

一星期就可读完《以赛亚书》，而不是六十六章怎

么读，还是读不完。但是先知没有不去，第七章记

载他去找亚哈斯王，对大卫家宣讲「以马内利」的

应许。王的反应却是不听。其实不需要等到第七

章，在第六章我们就可明白先知是明知不可为而为

之。他还是去。

《路加福音》记载撒种的比喻，来到这关键的话

时，路加医生没有将《以赛亚书》的典故放在福音

书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路加把这段以赛亚的预言

放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压轴高潮。三十年

来，保罗到每一处宣教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犹大

会堂，跟犹太人讲耶稣。尽管他是外邦的使徒，却

从未忘记自己的同胞。来到罗马也不例外，谈话以

后，有的信，有的不信，散开以前，保罗说圣灵感

动先知以赛亚所说是不错的：「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以保罗三十年的经验，本来就知道见犹太人不会

有好结果。可是当使徒来到罗马，明明知道犹太人

会拒绝福音，所做的头一件事却还是跟他们讲道。

福音正因为犹太人的不顺从，就临到外邦。无论是以

赛亚先知的处境，还是新约保罗一生的见证，这句

「他们听是听见，却永远不会明白」，反而是句反

话。明知不听，还是要去对他们传讲。

比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即使你怎么拒绝听，仍旧进

到你的心中。耶稣用比喻不要以为是给门徒听的，不

要忘记，这个比喻是记载在三卷福音书中。每个看福

音书的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信主或不信

主，这不是机密材料。讲比喻的对象，正是为了那群

拒绝福音而不想要听的听众。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难题。每次我们一说到「撒种

的比喻」的时候，往往就集中在这四种不同的泥土

上：路旁、土浅石头、荆棘丛中、和好土。

讲员一定会问：弟兄姐妹，你们要当哪种地土呢？

对！我们可以选择，但地土可以选择吗？「路旁」有

天可以决志要成为「好土」？这是不可能的。这也难

怪，新约注释Word Biblical Commentary系列的《马

太福音》给这段比喻改了一个新的标题，认为不该叫

「撒种的比喻」，而是「泥土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Soils」，连新约学者都是这样看。这时就

是我们拿出圣经权威这个改教运动原则的时候。究竟

你是看重学者的意见，还是圣经的说法？我们看耶

稣对门徒所说的：「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

喻』。」（太十三18）这个题目是耶稣自己讲的，不

是我们可以随便改的。比喻的一开头耶稣开宗明义的

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太十三

3）这个比喻的中心不在泥土，而是一位专业的农夫。

出去撒种的农夫一定会懂得一件事实，总有一些种子

会落在路旁、土浅石头上、或荆棘丛中，但是一位专

业农夫不会蹲在路旁，为这颗没有结出果实的种子而

痛哭流泪，你我却很可能这样做。

这个比喻告诉撒种的门徒，这是谈到讲道与传道。

神的道落到人的心中，一定有些道种是没有结果的。

灵恩运动告诉我们绝对不可能，神的话是带有能力

的。出去永不徒然返回。那是断章取义。耶稣明明告

诉祂的门徒说，你去传道有的听见了很快有反应，

但有的却是很快就跑掉，总会碰到没有结果的情况发

生，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上帝已经告诉他出去没

用。那还去不去？不！没用还是去。

撒种，没有反应，去还是不去？撒种的人绝不能因

没有反应就蹲在那里痛哭流涕，责怪上帝说你出卖了

我。比喻已清楚说明：当农夫撒种时，他的希望不

在前三种不好的泥土，而是最后会结出一百倍、六十

倍、三十倍的好土。神学院老师每天一早八点上课，

若同学们一半没有反应，希望在那里？老师决不会因

为一位同学没有反应、长进而痛哭。若能在十年内碰

到一班同学特别有长进的，老师们会深感安慰，知道

后继有人了。二十世纪福音信仰的西方教会，出了一

位斯托得牧师（John Stott），他领导撰写的《洛桑

信约》，影响了整个世界福音信仰运动；二十一世纪

也有莱特牧师（Chris Wright），他曾到过台湾。未

来五十年，如果华神能够培育出一位神学家，影响整

个中国教会，这就够了。「贵精不贵多」。

农夫的希望完全不在前面没有收成坏的土地，而是

如传道书所说的：早晚都出去撒种，因为「不知道那

一样发旺」﹙传十一6﹚。存希望是在好的土地，能结

出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专业的农夫一定明白：

土地要有收成，最重要的事就是等待，撒种需要等

待。圣经应许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

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

一二六5-6）现实是教会要能培育信徒，却如「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神学教育是需要等待的；无法期

待说今年你进来，明年就变成一个讲道充满能力，好

像唐崇荣博士一样的人。新一代传道人需要等待。我

常常对同学说：「讲道讲不好不要放弃，头三十年没

有人听你的，你可以放心绝对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

鼓励你，跟你握手，其实他们是听不明白的。」换句

话说，你有三十年的时间来操练讲道，因为关键是在

三十年以后，人家来听你的时候，你是否有道可传？

农夫知道不是今天撒种，明天就可收成。流泪不是对

着路旁流泪，是努力痛下苦工的眼泪。

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教训。保罗说：「我栽种

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

算不得甚么，浇灌的，也算不得甚么，只在那叫他生

长的神…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林前三6-9）

「可见」，就得出结论了，前面是比喻，后面是教

义。若换成现今我们的处境，教授、院长算不得什

么，只在乎叫同学生命成长的神。另外一个比喻说，

农夫回家去睡觉，不明白种子是怎么生长的。保罗说

的好，原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撒种是这样，讲

道也是这样。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传出去，不是我们负

责这个结果，而是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去教导同学，同

学怎样的长进，无关老师的功劳，我们只是见证人。

在三年、两年、一年当中见证主在每位同学身上所做

的事。这就是「撒种」。

「撒种」不是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肩头上，不是说教会

兴亡就看你，从来没有这句话。教会是耶稣基督用祂

宝血买赎回来的，你尽不尽忠跟教会是否复兴根本没

有关系。你会说那我还念神学做什么？不！这正是我们

的自由、我们的释放。正是我们可以尽全力一切奉献在

主手中，然后再对主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一

切本就是我们应做的。这句话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

做而对上帝说的，若是这样，我们就是又恶又懒的仆

人。乃是我们做完一切我们应当做的以后，我们心里的

神学告诉我们：这不关你的事。撒种的比喻把这个重

担从我们的心头挪开，让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顾虑、

担子来事奉我们的主。明白撒种的比喻，就可明白一切

的比喻。这不是说所有的比喻都讲同一件事，而是关

键在于方法论。你若用对的方法去了解耶稣所讲的比

喻，就能正确掌握其他比喻的教训重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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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塑造历程生命塑造历程
■谢丽娟／系华神第二十三届校友，全家于印度宣教

平信徒也可上神学院

十
一月起，GOOD TV与中华福音神学院共同合

作的《空中圣经学院》，将于一台播出！

结合《恩典时分》成为完整一小时的灵修时间，

带领弟兄姐妹以丰盛的灵粮展开每一天。

这是华人基督教界首次透过卫星电视频道，

完整且有系统的在电视媒体上教学、培训平信

徒。《空中圣经学院》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

平信徒也可以完成神学教育之梦。中华福音神学

院研发部部长暨教牧博士科主任吴献章说：「华

神和好消息连手制作，期望以谦卑与归零的心

态，借着媒体来服事广大的普世华人教会。」

《空中圣经学院》的师资阵容坚强，包括华

神前院长陈济民老师、赖建国老师及研发部部

长吴献章老师等；也邀请到目前任教于纽约信

心圣经神学院的金京来牧师教授《创世记》。

他是目前全亚洲唯一拿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博士学位的韩裔学者。

《空中圣经学院》与《空中主日学》最大的

不同，在于前者是系统性讲解圣经经卷，帮助

弟兄姐妹得到圣经更完整且有系统的教导，而

后者是专注在主题式的分享，帮助大家从不同

层面，在基督徒生活上学习圣经真理。欢迎大

家准时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播出时间为每

天上午6时15分。

我出生于彰化的一个小村庄，高中时，我曾去过教

会并接受洗礼，但并不了解福音。一直到了石牌信友

堂，我才重新相信神并且被呼召，教会支持我进华神

读书，为成为宣教士作准备。华神毕业后，我在教会

服事了一年，直到一九九六年九月便前往苏丹，成为

教会的第一位海外跨文化宣教士。因传统佛教信仰之

故，我的家庭一直无法接受我成为基督徒的事实，我

也就不奢望他们会让我以宣教士的身分去非洲。但是

透过教会会友的祷告，我的父母终于愿意让我成为宣

教士来服事神。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奇迹。

在宣教工场的生活充满着刺激，更具挑战。在苏丹

头一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语言。阿拉伯语非常难

学，特别是它的发音和文法。有一次语言课后，我走在

充满沙子的街上，当时气温大概有摄氏五十度，我又

渴又累，几乎想放弃回台湾。我跟神抱怨说这旅程太困

难，让我回台湾吧！我可以服事那里的青少年。神知道

我的问题—我想回到我的舒适圈，一个舒适的地方。祂

问我一个问题：「我的孩子，这个旅程会比我到世界上

的旅程还艰困吗？」于是我向祂忏悔并回答：「主啊，

我很抱歉。比起主耶稣离开祂在天堂的荣耀，来到这个

罪恶的世上为我们生和死，我的旅程一点也不辛苦。」

所以又继续我的旅程，完成当天的语言练习。

回家时，遇见荷兰朋友Lydia正在门前等我，她

说：「我正在帮一个荷兰大使看家，煮了些饭要请你

吃。」哇！当我们一进门时，已经闻到美食，真想快

点开动。只见她从里面准备了一盆水、肥皂、还有浴

巾，说：「我要为妳洗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说的

一句话：「神要我洗妳的脚。」当下我哭了起来，神竟

透过这位姊妹，用爱洗净我。于是我忏悔，并且许下

承诺：「主啊，从今天起，这一双脚是祢的。我会前往

任何祢所指示的地方，做任何祢要我做的事。」

此后，我们前往并服事许多国家。2006年底，我们

再次回到南非，我先生除了完成博士学位外，他感觉

神呼召他回到印度东北。所以2007年底，我们便返回

先生的祖国—

印度。我知道

住在印度并非

易事，但是当

时我还不知道

会在那里经历

死荫的幽谷。

在印度─生命「旷野」地的祝福

在印度的人生，成为我宣教旅程中最艰辛的一段时

间。不仅是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加上又是我丈夫的国

家，因此人们期待我马上变成一个「Mara」。这代表

我们必须与侄儿们同住，提供他们一切所需并视如己

出，并且在任何时刻都要迎接客人，无论他们要待多

久。我并没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己，我是唯一一个

不了解他们语言，在餐桌上供他们嘲笑的傻瓜。我先

生常常外出去策画教会的事工，所以大多时候我都是

独自面对这些问题。就算当他在家，他的不解以及我

无法应付要求时所受到的责备，那对我来说太难承受

了，因此在前两年我变得非常沮丧。

我不想要见到任何人，特别是那些Mara的亲戚。我

封闭了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无法读经

或祷告。我尝试跟当地的人、SIM同工和台湾教会的领

袖分享，甚至跟丈夫说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误解，没

有人了解我正经历这严重的文化冲击，以及我多么需

要被了解、被支持、被帮助。我唯一想的就是：「主

啊，让我死吧！」

神对我却很有耐心，也对我有美好的计划。要靠极

大的压力才能让我内在的问题显现出来：不符合圣经

的世界观，错误的观点和态度等等问题。神是信实

的，祂爱我。祂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才能让我破碎，

在我身上动工。

两年之后，我们搬到位于斯希隆格市边界小村庄圣

经大学的附近。因为交通不方便，客人的数量明显减

少。层峦迭翠的风景非常美丽，我开始有了时间和空

间去反省我的内在。神开始向我一一显现我内心中的

问题。神问我：「妳把我的平安放在哪里？为什么

妳觉得这些亲戚像在吸妳的血？」我开始反思我的中

国文化和教育对我世界观所造成的影响。对中国人来

说，节俭是非常重要的。当那些亲戚要求我们经济的

帮助，我建立在存款上的安全感就受到了威胁。神提

醒了我：「在过去的日子中，我曾亏缺妳任何的需要

吗？难道我不会持续的守信为妳提供？比起这些贫穷

的亲戚，我为什么会更赐福予妳？妳跟他们有什么不

同？如果我让妳在他们的村子出生的话，妳现在马上

就可以跟他们交换位置！」我认罪并将自己献上给

神，特别是在经济这方面。我发觉在神眼中我就和这

些贫穷的亲戚没有不同。我能成为自己，全是神的恩

典。祂是我的依靠，祂的信实永不改变。

有天，神再次问我：「为什么当妳外出服事或开会

时那么开心，在家却闷闷不乐？为什么在加纳，当妳

老公外出教导、讲道，而妳在家得照顾小孩时，却显

得这么不耐烦？」我了解到我盼望从人身上而非从神

那里赢得称赞；我想建立的是自己的国度，而不是

神的。我将我的世界分割为「属世的」，还有「属灵

的」。但是对神来说，一切都是属祂的。我在任何地

方都可以服事神，就算是在家里照顾小孩也一样。其

实无论我做什么，神都能看到我对祂的敬拜和爱心，

以及我为祂而非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但当时我把我

的身分建立在「我做了什么？」，而不是「我是谁

的？」上。我渴望从人们的认可和赞美来证明我是重

要的。但事实上赋予我价值的是天地的主，主爱我，

我也属祂。我在外面和事工里寻求价值，但神已经在

祂里面给了我价值，和祂的儿子耶稣一样。我认罪，

并将我的观点从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我自认为已经非常好了，而我面对所有的问题都是

别人的错。但在印度，神让我更深的看到原来我像极

了我的妈妈。那个爱指使人、脾气差、爱骂人、爱抱

怨、没有喜乐的妈妈。这些都使我的家人承受很大的

痛苦。妈妈不是基督徒，没有经历过神的赦免还有

爱，所以她不能改变自己。但我是个基督徒，神希望

我不一样。当我思考神的话语，再次献上自己，求神

更新生命时，神开始慢慢的改变我。虽然有时仍会屈

服于旧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特别在口舌上。

但神没有放弃我，真的很神奇！祂在我身上还有很多

任务要做，就像洋葱一样层层地包裹着。我们在主里

的成长是不会停止的。

宣教的旅程非常困难，但也有非常多的收获和让人

兴奋的事。在神眼中，我们都是未完成品。神对我们

有耐心，祂持续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的责任就是顺

从祂的呼召。不要害怕犯错，要从错误中成长。不要

对成本效益做分析，当神将祂的爱子送到世上成为第

一个宣教士时，祂没那么做。对神来说，每个人都是

宝贵的。我们必须持续教导和关心受呼召又顺从的宣

教士，让他们持续的爱神、在神里深深成长。当他们

被爱、被关心，更多知道和经历神爱的时候，他们那

充满爱和恩典的生命会满溢到他们所做的事工，神的

名也因此再得到荣耀。愿神帮助我们，触摸祂的心，

藉由创造万国之中的门徒来荣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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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神新任董事名单出炉】
华神年度董事大会已于11月10日上午10时假本院三楼

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除通过年度决算外，并顺利选

出第十二届董事计十五人。求神带领新任董事、监察

人未来同心协助校务、戮力向前。

新任董事、监察人名单如下：王桂华牧师、白崇亮董

事、何有义牧师、杜明达牧师、沈正牧师、周逸衡教

授、林鸿信教授、高敏智牧师、陈民本长老、陈志宏

牧师、陈建信董事长、雷倩董事、戴继宗牧师、蒉建

华牧师、饶孝楫牧师、龚天行长老。

【在线奉献全新上线】
华神线上奉献已全面更新版面，简单三步骤，让您不

用出门，也可以轻松完成奉献手续。敬请华神之友多

加利用，做金钱的好管家，您对华神的关心、代祷和

支持，其意义和影响将何等深远。有意奉献者，请上

华神网站首页点选「线上奉献」。

【华神学生自治会新任同工名单出爐】
华神学生自治会2014学年度上学期会员大会已于11月

11日（周二）下午16:00～18:00于华神六楼礼堂召

开，会中并改选自治会同工，他们将于2015年元月份

接任，求神使他们成为上帝祝福华神恩典的管道。新

任同工名单如下：

主席／郭士恩 副主席／吴正恩 灵修／杜奕宁

文书／郑意如 司    库／蔡文雅 康乐／陈柏翰

总务／林劭纬 伙    食／方志强 音乐／张时斌

【华神期刊第六期】
本期是主编蔡丽贞老师荣升院长重任后最后力作，下

期起将由李建儒老师接棒，让期刊继续在文字上服事

华人教会。

论文多样多元，是第六期期刊最精彩处。圣经研究部

分：有胡维华老师将摩西及以利亞在历史中遥相呼应

对照，看先知事奉典范；吴献章老师透过何西阿的婚

姻解读个中的神学意义。教义神学部分：有最年轻

的新老师曾劭恺探讨巴特神学在「信心」与称义的关

系；陈世冠校友深究莫特曼对「弥赛亚基督论」的犹

太性神学意涵。其他尚有已故教师黄颖航老师就三一

神所作物理学的比喻短文；校友刘加恩回应瓦尔纳从

语言学角度分析雅各书的书评；以及郭明璋老师一如

既往介绍一本教会历史新书《红旗下的十字架》。教

牧方面：柴子高校友根据三个宗派堂会发展，探讨台

湾宣教的典范转移。最后将五月卡森博士讲座内容

「保罗新观」整理成文字刊登，弥补未能参加盛会聆

听信息者的遗憾；和廖元威老师出席ATA基督论神学研

讨会的介绍。

纸本期刊，采自由奉献线上订阅，欢迎有兴趣的读者

踊跃上网订阅：http://www.ces.org.tw/reserch_05.

html。电子期刊，请上电子资料库查询：华艺线上图

书馆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

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19986505

【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诚征馆员】
工作描述：基督教中西文书籍期刊、视听资讯、电子

资源的分编处理，新书展示及制作新书介绍电子报，

电子资源的利用指导与推广。

资格：经教育部认定之国内外大学图书信息相关学系或

研究所毕业，具有基督教学科背景、图书馆服务相关经

验、熟悉办公室软件包及良好英文沟通能力者尤佳。

应征方式：请检附详细履历、自传、及最高学历证明

复印件，寄至10090台北市汀州路三段101号／华神图

书馆。联络人：庄秀祯，电话：23659151ext223，

E-Mail：library@ces.org.tw

学

院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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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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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收入
七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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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