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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年裡，願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因著純正的

信仰，得以實踐彼此相愛的團契生活（加五6）。當

我們切實地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我們是主耶穌

的門徒了。可是，我們都知道，實踐理想的團契生活

並不容易。除了背景不一樣，社交取向不同，愛好不

同，習慣有差別等因素以外，還有信仰路線的選擇。

本文討論信仰路線的選擇。

從加拉太書，我們可以看到兩條信仰路線：一條叫

做『行律法』（加三2，5）（注1），選擇這路線會

激發各種『肉體的私慾』（注2）；另一條稱為『聽

信福音』（注3），選擇這路線會在生命中結出聖靈

的果子（加五16-23）。保羅非常焦急加拉太的信徒

被提倡行割禮的教師所誤導，選錯了路線，所以勸勉

他們要歸回純正的福音，在聖靈裡行走（加五16）。

在新的一年的開始，讓我們檢討一下自己的信仰與行

為，確保自己是在聖靈裡行走。

一、律法主義的路線

   加拉太的教會偏離了保羅所傳的福音，想要藉著

遵行律法，使自己被神算為義，以賺取今生或來生的

益處。如何賺取？包括謹守日子、月份、節期、年份

與行割禮（加四10；五2-3；參徒十五1）。試圖靠

自己的能力來取義，即『立自己的義』（羅十3），

也稱為『立功之法』（羅三27）。這條『行律法』路

線，筆者稱之為律法主義路線，偏離了「惟靠恩典」

的原則，是一條死路。

我們需要分辨律法與律法主義。神藉摩西所傳遞的

律法，其核心是十誡（出二十），是神百姓的倫理準

則。保羅說神的律法是聖潔、公義、良善、屬靈的

（羅七12、14），而人是屬肉體的（羅七14）。所謂

『肉體』，即墮落的人性。 墮落的人不可能靠著行律

法在神面前被算為義（加二16；羅三20）。我們一方

面需要教導信徒守律法，因為神的律法是分辨善惡的

準則，也彰顯神聖潔的本性。可是若靠自己的能力，

藉行律法來取義，則是死路一條！因為我們所行的

義，必被惡所污染（羅七21），無法達到神的律法的

要求（加五2-4）。有時候，信徒所要守的『律法』，

不是神藉摩西所賜的律法，乃是某些人擅自發明的律

法（參太十五5-6）。

今日的信徒有沒有試圖藉行律法來取義？答案是肯

定的。譬如說，張三心裡有需要，向神求一件事，並

試圖藉『立功之法』來賺取神的應允。他以為重複

地求一千遍，比求一百遍更有效，因神會以他的「苦

勞」算為他的義。若是加上禁食，則更可能蒙應允。

後來李四又告訴他，還要加上信心的『宣告』（注

4），神就更可能會垂聽。張三與李四對禱告的看

法，是按照人所發明的律法，就是靠禱告的功勞或苦

勞取義，賺取從神而來的好處。這是一種律法主義。

聖經說，把自己的需要告訴天父（腓四6-7）就可，不

必加鹽添醋。當然，如果信心軟弱，心裡缺乏平安，

可以多求幾遍，這也無妨。只是不要以為求一千遍，

一萬遍，或大聲宣告，就比較容易得到所求的。其實

恩典是不能賺的！我們不要效法外邦人那種重複性的

禱告，因我們沒有祈求以先，我們所需要的，天父早

已知道了（太六7-8）。

■院長／周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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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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收入
七至十一月

累積收入

七至十一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29,940,990
766,500
600,645

5,473,072

36,781,207

-1,236,786
-177,470
671,855

-3,777,207

-4,519,608

新校區建設基金 十一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910,500 202,340,933 -397,65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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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2,437,329
221,700
318,200
499,371

3,47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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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4,204
589,030

1,272,500
1,695,865

32,261,599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若是選擇律法主義路線，肉體的私慾就會發作（加

五19-21；羅七5），以致教會裡的弟兄姊妹彼此惹

氣、相咬相吞（加五15、26）。為什麼？原因之一就

是，走律法主義路線是靠自己的能力取義。既然靠自

己，就會產生驕傲與自卑：成功，就驕傲；失敗，就

自卑。驕傲與自卑使信徒「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

相忌妒」。所以，教會若是有內鬥，可猜想背後的原

因就是一種律法主義。基督徒一旦偏離純正的福音，

走律法主義路線，各種邪情私慾會發作，使得他們無

法建立彼此相愛的團契（參加三27-29）。

二、倚靠恩典的路線
什麼是正確的路線？保羅教導加拉太教會，若是回

到他所傳的「因信稱義」（加三5-9）福音，就是選

擇倚靠恩典的路線，也就是『在聖靈裡行走』（加五

16）。所謂「因信稱義」，即信靠神的應許（加三

16-18），被神算為義（加三5-9；參羅四1-8）。 

信了主以後，經常要學的一個功課，就是「惟靠恩

典、一無所誇」。我們宣揚基督、彼此相愛、建立教

會，都要倚靠恩典。教會若是選擇正路，就結出聖靈

的果子（加五22-24），信徒生活裡就會彰顯保羅所

講的九項美德（注5）。問題是，如何倚靠恩典？因

著篇幅的關係，無法提供比較完整的答案（注6），

簡單地提供以下兩個原則：

(1)倚靠贖罪祭

耶穌說，祂來，是要作多人的『贖價』（可十

45）。羅馬書第八章3-4節稱耶穌為『贖罪祭』：

「律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不能行的，神就差遣自

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狀，作了贖罪祭，在肉體

中定了罪案。使律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不隨從肉

體，只隨從聖靈的人身上。」 這裡說，「律法因肉

體軟弱，有所不能行」，意思是：律法本身不能使我

們成聖。馬丁路德有一句話說得好：「律法不提供能

力。」路德在修道院裡非常誠懇、認真地追求聖潔。

有一次他告解（認罪）有六小時之久。雖然如此地努

力，卻發現神的律法不提供他能力來守律法；律法只

是定他的罪！那怎麼辦呢？惟一的出路，就是在律法

以外，神提供贖罪祭，就是神的羔羊，耶穌基督。所

以，我們來到十字架面前認罪悔改，信靠神的應許，

以致得救。如此的信，就是『生發仁愛的信心』（加

五6）。得救後，還是要經常來到十字架面前認罪悔

改，維持潔淨的良心（約壹一9）。潔淨的良心是彼

此相愛的先決條件（提前一5）。倚靠贖罪祭是最基

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

(2)倚靠天父

單單倚靠贖罪祭還不夠，因為認罪悔改只是處理過

去，我們還需要面對未來。如何面對未來？答案是：

倚靠天父；藉禱告祈求，把一切需要告訴天父（腓四

6-7）。羅馬書八章15節說：「你們所受的不是奴僕的

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更準確的翻譯是：「你們所受的不是奴僕的

靈，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名份的靈，因此我們

呼叫阿爸！父！」這段經文裡，「兒子名份的靈」，就

是聖靈（參加四6-7）。羅馬書八章16、17節講到確據

的來源：「聖靈與我們的靈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女。

既是兒女，便是後嗣，就是神的後嗣。」我們既然有

後嗣的身分，就可以坦然無懼地來到施恩寶座前，得

以蒙恩惠，支取隨時的幫助（來四16）。「呼叫阿爸！

父！」就是使用禱告的權柄。這樣做，幫助我們面對人

生中的壓力與試探。在十架前認罪，是處理過去；『呼

叫阿爸、父』，是面對未來。 腓立比書四章6-7節說：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神。神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出人意外」，意

味著神所賜的平安是超過我們理性所能瞭解的。藉禱

告得以經歷一種超理性的平安。並不是說，每次禱告

都有這樣的感受，乃是說，經過一段時間，因多次經

歷到神的信實，心中就會有從神而來的平安（參羅五

3-5）。筆者鼓勵弟兄姊妹們每天第一件事，是把你那

一天所要面對的重擔，一項項告訴天父。早上起來，

可能有四、五個重擔，壓在心頭。譬如說，要考試了，

或者要面對非常惡劣的同事，或者是要帶領一個沒有

可能達成協議的會議，或者是某人生病了；怎麼辦？

很簡單，把一切的需要告訴天父。當然，如果沒有重

擔，就要感謝主！但是，如果有重擔，就要藉單純的信

心，把重擔告訴天父，然後一無掛慮地出門迎接當天

的挑戰。屬靈的意義就是：不靠肉體面對人生的挑戰，

乃是倚靠天父。

結論

靠自己的力量遵行神的或人的律法，會激發各種

肉體的私慾，以致破壞主內的團契（注7）。唯有回

轉，效法小孩的謙卑（太十八1-4），信靠神的應許，

才會結出聖靈的果子，以致能切實地彼此相愛。求主

在新的一年裡，幫助我們更徹底地倚靠恩典，落實彼

此相愛的團契生活。 

注釋：

1.『行律法』是ἐργων νομου。

2.《和合本》譯ἐπιθυμιαν σαρκος 為『肉體的情慾』。可是
『情慾』讓人想到的是『性慾』，而保羅所講的，不只是
性慾。因此，用『私慾』比較好。

3.『聽信福音』原文沒有『福音』二字，只是 ἀκοης  πιστεως。

4.例如宣告所求的已蒙垂聽。

5.仁愛、喜樂、和平、忍耐、恩賜、良善、信實、溫柔、節制。

6.比較完整的答案，還有（3）以神為義（羅九-十一）與
（4）把身體獻上（羅十二1-2）。第4點，把身體獻上，
包含按恩賜事奉、順服掌權者、捨己地相愛、參與宣教等
等（羅十二3-十五33）。

7.近來有些神學家、聖經學者強調團契生活，但貶低或篡改
因信稱義的教義。這是很大的錯誤。在保羅的思想裡，
唯有『聽信』因信稱義的福音（加三1-7），方能結出聖
靈的果子（加五6，16，22-23），落實團契生活（加三
28，六1-2，9-10）。

《2014年年國內外招生1/6受理報名》

華神自元月6日（週一）起，開始受理國內外考生

報名，海外考生至4月13日（主日）截止，國內考生

5月23日（週五）截止。報考資格為：(1)受洗或堅信

(振)禮三年以上；(2)大學畢業者或具四年制神學士學

位且至少有二年全職事奉經驗者，或專科畢業者（二

專、三專、五專）則需加修15-30學分；(3)清楚奉神

差遣，決意一生專心專職事奉主者，或在職場以專

業事奉者均可報名。報名費用：海外考生美金140元

（新台幣3,800元）、國內1,800元。敬請留意所有報

名書表、報名費及繳付相關證明文件需備齊，始算完

成報名。招生相關事宜請洽：校本部02-23659151分

機258曾姊妹，或上華神網站查詢，http://www.ces.

org.tw。

竭誠歡迎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們前來受裝備，也企

盼眾教會及牧長們推薦肢體前來華神受訓。懇求莊稼

的主使用華神，打發工人接受裝備並收割祂的莊稼！

另神學碩士科亦同步招生，海外考生至4月3日（週

四）報名截止，4月18日（週五）舉行海外考生筆

試，5月8日（週四）則公告海外考生錄取名單；5月2
日（週五）國內考生報名截止，5月15日（週四）舉

行國內考生筆試，敬請考生留意時間。

《2014年校本部招生行事曆》

1/06  國內外招生，開始受理報名

4/13  海外考生報名截止

5/03  海外考生筆試

5/16  公告海外可參與口試名單

5/23  國內考生報名截止

《2014與華神相遇》

華神為讓更多弟兄姊妹認識華神，進而支持華神，

計劃在嘉義、雲林、高雄、花蓮等地舉辦「2014與華

神相遇」，也將配合當地教會，真正落實「連結福音

夥伴」，歡迎各地的弟兄姊妹屆時踴躍參加。聯絡電

話：02-23659151轉分機212企劃處。各地聚會安排

如下：

高雄七賢路禮拜堂／3月8-9日

高雄牧鄰行道會／3月8-9日

花蓮美崙浸信會／3月15-16日 
嘉義榮光堂、民雄榮光堂／3月22-23日

虎尾浸信會／3月29-30日

另外，台北華神本院則訂4月11日（週五）假華神

六樓禮堂舉行，聚會內容正積極籌劃當中，歡迎各教

會團契小組屆時預留時間，踴躍參加！其他相關訊息

可上華神網站http://www.ces.org.tw查詢。

《校本部寒期課程「以弗所書」》

校本部寒期課程將開設一門課程「以弗所書」，由

汪其瑩老師教授，上課時間為2014年1月20-24日每天

9:00～12:00、下午2:00～5:00。本課程藉著研讀以

弗所書，激發同學一同思想基督信仰及蒙召生命的本

質，並經由明辨以弗所書中的神學思想，歸納出今日

基督徒生活中具體實踐的原則，以期讓同學的屬靈生

命得到造就，並立下同學在教會中傳講教導以弗所書

的根基。

提醒修課同學留意上課時間及並於1月21日辦理註

冊手續。若當天不克前來辦理者，可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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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好的教會不會完全沒有衝突。事實上，在很多教

會裡面，衝突似乎無所不在，也無時不在。面對衝

突、該如何處理的困難，常令領袖和信徒們覺得困

惑。教會本該是「人間的樂園」；該是個既有神的同

在，又滿有愛、榮耀與聖潔的地方。但是，真實的情

況卻非如此，反倒充滿了衝突和傷害。針對這一個無

可避免又不易面對的問題，教會領袖們的首要之務，

便是要對衝突有更深入且客觀的探討。

衝突的定義

Ross Stagner指出：「衝突是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

（或部門）各有自己的期盼，而又知道結果是『不能

兩者都被滿足』時，各人（部門）因著各自的堅持而

造成無法解決的局面。」（注1）

Norman Shawchuck認為：「衝突是因個人（或

部門）所習慣（受保護）的環境、行為、方式、價值

觀等受到另一方的干擾或被要求改變，因而感覺不安

或受到威脅，並因此產生無法接受或妥協的狀態。」

（注2）

其實衝突的形式有多種；其複雜程度遠超過前述的

定義。一般來說，在教會內常見的衝突至少有三種：

(1)人際間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如個人之間的

彼此衝突；(2) 群體內衝突 Intragroup Conflict—如教

牧人員之間的彼此不合；(3) 群體間衝突 Intergroup 

Conflict—如教牧人員與長執兩個群體之間的對立與爭

執。在最複雜的狀況裡，以上這幾種形式的衝突若彼

此相互影響，那就會造成處理上更顯棘手。

衝突的來源

造成衝突的原因五花八門，在個別衝突的背後，往

往有其複雜且久遠之歷史與感情因素。事實上，教會

的衝突不常因單一原因而造成，因此對衝突多重原因

的瞭解，就衝突的處理來說極為重要。

衝突的來源大約包含了以下幾種主要因素：(1)對改

變的不接受或不適應；(2)組織及運作的模糊；(3)異象

及策略的混亂；(3)領導者的個人風格；(4)真理認知的

差異及堅持；(5)惡者的攻擊；(6)個性的差異；(7)需要

的不同；(8)文化的差異等。

造成衝突的原因確實多又複雜，但無庸諱言的，教

會中如果有合宜的領導，那造成衝突的可能性自必降

低；即或衝突仍然發生，其過程及程度也會減輕；如

此對衝突的處理也必較為輕省。所以，從領導的角度

看，領導的方式及領袖的個人無疑的就是在衝突的預

防及處理上最重要的關鍵。

領導與信任

Patrick Lencioni指出「團隊領導的最大障礙是失去

信賴。」（注3）一位贏得眾人信任的牧者或領袖，

他的一言一行即或有任何的輕微疏失，或者其事奉的

成果未如人意；因為有信任，就不會造成挑剔、誤解

及論斷。此外，即或在人際關係上有任何的嫌隙；或

在事工、需要、或方向上有任何的衝突，因為教會裡

有一位或數位廣受尊敬及信賴的領袖存在，經由他們

的調解、勸導與鼓勵，對於化解衝突、弭平爭端就會

有正面的果效。反之，則不然。

教會是「非營利組織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中的一種，是由一群有著共同信仰的「志願者 

Volunteers」所組成。基上，教會對會眾並不具實質上

的約束，各人可以自由來去，不受拘束。相對來說，

教會與信徒之間是靠著愛的關係和共同的信仰來維

繫。因此，若教牧或領袖能見證出他對信仰的委身和

愛神愛人的實質，就能贏得眾人的信賴。

世上的領導和教會的領導互有異同。世上的領導不

需依循屬靈的原則，不需體察基督的心意，不論用什

樣的權柄或方法，只要使人順從在上者的帶領，得以

達成預定的目標，這就是好的領導。但另一方面，教

會裡的領導是要把持屬靈的平衡，體貼耶穌的心意，

愛神又愛人。然而，教會裡的領導仍應看重異象、使

命、策略、計劃、目標及預算（其實，這些原則在聖

經中早有清楚的教導）等等領導的原則和步驟，並非

這些可以全然不顧。

生命和事奉的見證可使領袖嬴得信任。但是面對這

多元社會又是急劇變動的時代，教牧或領袖若光有

「傳統思維」，卻少「求新求變」的智慧和勇氣，就

不會有太多的作為。很多時候，教會只能守成或抱殘

守缺，對停滯或困境無法突破，那就至為可惜了。長

此以往，教牧或領袖積多年努力而得來的信賴也就開

始逐漸的耗損；同時，衝突和傷害也就逐一而生，甚

至愈演愈烈。

個性與衝突

衝突並非全由「個性」所致，卻常是造成衝突的重

要因素。美國Willow Creek教會主任牧師Bill Hybels認

為建立團隊，尋找同工需要考慮的三個原則是：品格

(Character) 、能力(Competence)及融合(Chemistry)

（注4）。這三者其實是優先順序，其中又以「品

格」為最重要。他認為不當的品格不但會引起衝突及

問題，並會影響團隊的合一和建造。

「個性」是品格的重要部份。教會裡的許多衝突常

常與人的個性有關。教牧或領袖的個性尤其重要，因

為他們身處高位，動見觀膽。而他們的待人接物、處

理事務、排難解紛或教導牧養的有效與否，又常受其

個人的個性或品格所影響。在教會中，常常看到某些

信徒或領袖在事奉和屬靈操練上都無可指摘，但由於

其個性上的某些特質，很容易造成其在人際關係上的

隔閡、緊張或難處；最後更可能引致了衝突及傷害；

這樣的例子在教會中屢見不鮮。

既然如此，每位事奉主的人都需要真正認識自己的

個性和優缺點，並時時提醒自己，誠實的面對神和

人，順服聖靈的引導和感動，求主來雕塑和改變自己

的個性和品格；並賜下溫柔和寬廣的心胸，學習放下

自己，尊主為大；同時仰望衪的恩典和憐憫，做個合

神心意的跟隨者。

變革與衝突

領導學大師John Kotter指出許多企業或組織因其在

「變革 Change」中的步調或方向不當，而導致失敗

（注5）。其實，在教會的場境(Context)中，類似對

「變革」的帶領或應變不當，以致變革失敗，甚而引

起嚴重衝突的案例比比皆是。因此，在教會之中，無

論大小的變革，都需要細膩的溝通、清楚的方向或目

標，再加上領袖以柔和謙卑的態度，竭力獲得眾人的

共識，庶幾可能得到正面的支持及同心的結果。

結論

教牧及領袖是教會中預防衝突和處理衝突的最大關

鍵。因此，為了主名、為了教會，也為信徒的緣故，

教牧和領袖都責無旁貸，自己既不要成為製造衝突的

人，更要學習預防及處理衝突，成為使人和平的人。

注釋：

1.Ross Stagner, The Dimension of Human Conflict 

, (Wayne State Univ. Press, 1967) , 136. “Conflict 

is a s i tuation in which two or more human 

beings desire goals which they perceive as 

being attainable by one or the other but not by 

both.” 

2. Norman Shawchuck, How to Manage Conflict in 

the Church, Understanding & Managing Conflict, 

Volume I, ( Spiritual Growth Resources, 1983), 35. 

“Conflict arises when the actions of one party 

threaten the values, goals, or behavior of another 

party.”

3. Patrick Lencioni, 團隊領導的五大障礙, (天下雜誌, 
台北, 2004), 210-211.

4. Bill Hybels, 教會需要勇者, (基石出版社, Diamond 

Bar, CA, 2005), 84

5. John Kotter, 領導人的變革法則, (天下文化, 台北, 

2005), 5-20.

■行政副院長／王貴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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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2014年，華神將在三月舉辦名為「與華神相遇」的

聚會，期盼連結各地關心華神的教會、華神之友，也藉

此讓從未接觸過華神的朋友認識華神，進一步打開屬靈

視野！各地聚會安排如下：

■高雄／高雄七賢路禮拜堂

3/8（週六）9:00～12:00•14:00～17:00
帖撒羅尼迦前書／廖元威

3/9（主日）9:30～11:00

■高雄／高雄牧鄰行道會

3/8（週六）16:00～17:30•18:30～20:00
生命的考驗與成長／李建儒

3/9（主日）10:00～12:00

■花蓮／花蓮美崙浸信會

3/15（週六）9:00～12:00•18:00～19:30青年崇拜

偶然與巧合／蔡麗貞

3/16（主日）8:00～9:30•10:00～11:30 

■嘉義／嘉義榮光堂、民雄榮光堂

3/22（週六）15:00～17:00•19:00～21:00
門徒的挑戰•門徒的責任／王貴恆

3/23（主日）8:00～9:30•10:00～11:45
建造合神心意的教會／王貴恆

■雲林／虎尾浸信會

3/29（週六）9:00～12:00•14:00～16:00 

3/30（主日）9:30～10:30
羅馬書／周功和

人生就像蜿蜒的河流，河水在河道中不會知道下一個轉彎處在何

方，水卻會因為河道裡一顆顆大小不一的石頭激起水花、分岔、轉

彎。我的岔路人生，從認識神開始。

  我生長在台北市的一個小家庭，爸爸是教官，媽媽是老師，從小便

嚴格地教導姊姊與我，希望我們有好的品格。我一直自認是無神論者，

除了逢年過節祭拜祖先，或是兒時到廟裡玩耍，或神或佛都離我很遠。

  16歲那年媽媽得了癌症，雖然看似是一件慘事，誰知道這卻成為我們一家蒙恩的開

始。媽媽出院後開始跟朋友到教會，基於孝順，我便陪著她去。當時，教會為缺少司琴

禱告許久。當媽媽推薦我時，牧師便邀請我參與司琴的服事。還沒受洗的我什麼都不

懂，卻因為樂於助人而答應，誰知道沒多久便後悔：週日要早起、要花時間練琴，讓我

每次到教會都擺臭臉，然而，我總在聚會結束後感受到平安與喜樂。這時，我開始相信

有一位神。

  高三時爸媽的關係很糟，我得了大腸急躁症，每天都害怕回家。學校的導師是基督

徒，她告訴我求助無門時，可以呼求主耶穌的名。某天晚上，我又一個人逃到公園裡求

助無門時，便想起導師所說：「呼求主耶穌的名」。於是，我坐在黑漆漆的公園裡，一

邊哭一邊呼求主耶穌。這時，我感受到一股暖流湧進體內，溫暖了我。那一刻，我確定

耶穌是真神，考完大學後便受洗。受洗後，爸媽的關係好轉，我也開始固定聚會、參與

更多服事，接受裝備，在服事中經歷成長與挫折。然而，當時我只將信仰看作生活中的

一部分而已。

  大學時，我選擇文化人類學的田野實習課，在當中，我明白與真實的人群接觸、生

活，並且幫助他們，才是我想要的。畢業後我考上人類學研究所，在沉重的課業中，我

不斷問上帝：「我喜歡人類學，但是我真的能用它來幫助別人嗎？」我開始對服事神有

更深的渴望，因為服事所帶來的感動，遠大於埋首在書本跟學術圈中，於此同時，我開

始在華神延伸部裝備。在延伸部上普世宣教課程時，邱顯正牧師帶我認識威克里夫聖經

翻譯會，並且了解文化與信仰難以分開，這才明白神帶我唸文化人類學是能夠為主所用

的。於是，我決定報考華神接受裝備。

我曾以為神要我以研究者的身

份榮耀祂；現在，我開始

學習走這條岔路人

生，並期盼無論

它多麼峰迴

路轉，都能

看見標竿只有

一個：神自己。

■聖經碩士科／杜奕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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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資訊：(02)2365-9151轉202、204、264或傳真 (02)2365-5885
或E-mail:tee@ces.org.tw或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

報名截止日：新生2月11日、舊生2月14日  課程起迄：2月24日至6月7日；課程共計15週

週一（晚上7:00～9:30）
01.實用司琴法中階＊下午2:00～4:30 王珮伶

02.羅馬書 吳存仁

03.釋經講道實務 謝清傑

04.聲樂（上）＊晚上7:00～8:15 蔡慧卿

05.聲樂（下）＊晚上8:15～9:30 蔡慧卿

06.年長者事工＊晚上7:00～9:00 蔡珍莉

週二（晚上7:00～9:30）
07.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2:00～4:20 王珮伶

08.活用讀經法  陳美如

09.福音書導讀 于厚恩

10.基礎讀經（下） 馬倩平

11.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0 楊美惠

12.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0～9:20 楊美惠

13.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蔡慧卿

14.青少年牧養理念與輔導＊晚上7:00～9:00 林芳治

週三（晚上7:00～9:20）
15.希伯來文讀經Ⅱ  黃立仁

16.大小先知書導讀 萬宇光

17.實用司琴法初階 翁慕光

18.師母學  蔡珍莉

19.聖經倫理學 周功和

20.婚前輔導與婚後更新 洪英正等

21.「把握時機」宣教入門課程 萬小運等

週四（晚上7:00～9:00）
22.聲樂（下）＊上午11:00～12:10  駱惠珠

23.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駱惠珠

24.聲樂（下）＊下午4:20～5:30  駱惠珠

25.聲樂（上）＊下午5:30～6:40 駱惠珠

26.神學英文（下）  楚岳恩

27.詩歌智慧書導讀  胡偉騏

28.青少年動態反思與教導 李培立等

週五（晚上7:00～9:30）
29.基督教神學（下） 王瑞珍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30.羅馬書 黃子嘉

  面授：3月24日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華秉珠

31.基督化家庭事工 馮張錦絲

  面授：2月25日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王翠億

32.福音書導讀 Don N. Howell,Jr.
      網路導師：李衍煬

33.詩篇與智慧書 賴建國

  面授：3月7日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萬宇光

台北恩友堂教室      3/1～6/7，週六晚上7:00～9:10
34.福音書導讀 林烽銓

天母感恩堂教室      2/25～4/29，週二晚上7:00～9:40
35.一般書信導讀 邱昭文

中和基督之家教室    3/1～6/14，週六上午9:00～11:00
36.保羅書信導讀 王良玉

基隆靈糧堂教室       2/24～6/9，週一晚上7:30～9:30
37.從聖地看聖經 莊百億

台中慕義堂教室         3/1、15、4/19、26、5/3、17
38.保羅書信導讀 蔡筱楓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00～3:00

台南三一堂教室        2/22、3/29、4/19、5/24、6/28
39.啟示錄 杜榮華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2:30～3:30

旅遊課程

40.保羅行蹤Ⅲ：義大利之旅 陳美如

  2/22、3/29、4/26，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4/28～5/10前往義大利等三國，共13天

合作及海外地區

41.一般書信導讀（林口） 杜榮華

2/26～5/14，週三晚上7:30～10:00
42.舊約歷史書導讀（下） 華秉珠

   3/22、4/26、5/24、6/28，香港但以理學院

43.舊約歷史書導讀（下） 左大萱

   3/8、4/12、5/10、6/14，香港但以理學院

44.保羅生平事奉與神學 王瑞珍

   3/15、4/12、5/10、6/14，香港但以理學院

45.聖經倫理學＊3/20～22，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周功和

46.～47.基督教神學Ⅲ 王瑞珍

   2/28～3/11，北義大利二地區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14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東正教會歷史與藝術之旅★旅遊課程搶先報！現在報名，暑假出發，名額有限

●王瑞珍老師領隊

●6/7、28、7/12、26，9:00～12:30行前上課

●8/9～23前往，共15天 

●1/27前報名享團費4,000元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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