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533
2015 年三月号

■主题信息

■学院简讯

■西康行─喇嘛教初探

■主爱呼召‧甘负主轭

■2015与华神相遇

■2015林道亮博士纪念讲座

1

2

3

6

7

8

8

■研发部部长／吴献章

TAIPEI(30)TAIWAN
R.O.C.

POSTAGE PIAD
LICENCE NO.133

NEWS PAPER
AIR MAIL

发行者：中华福音神学院讯杂志社   划拨账号：00163740中华福音神学院 电话(02)2365-9151／传真(02)2365-0225
编  辑：华神企划处 电子信箱：info@ces.org.tw 台北地方法院本院财团法人登记第499号
地  址：台北市10090汀州路三段101号 网    址：www.ces.org.tw 中华邮政登记台字3173号第一类新闻纸

杂    志

中华邮政北台字第3173号

执照登记为杂志交寄

台北邮局许可证
台北字第1737号

国内邮资已付

中华福音神学院院讯

■如果您想更认识华神，欢迎上华神网站浏览（www.ces.org.tw）■变更地址请剪下旧址及编号，连同新址寄回或以电话、E-mail告知企划处，谢谢！

2013年10月，华神曾邀请香港福音派万人教会恩福

堂苏颖智牧师团队来台分享牧养植堂拓展经验，深获

与会牧者共鸣；今年4月，将再度邀请苏牧师团队为我

们进一步擘划以圣经话语为基础的健康教会蓝图，期

待更具实际效益地协助牧职同工们，一同培养健康团

队，进而打造健康教会。

随着台湾教会的牧会策略日趋成熟精致，已经不再

那么追随海外教会的成长模式，华神为何还引进国外

教会和讲员呢？原因是：这次来分享的教会，并非来

自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地，而是与台湾众教会文化

处境更接近的香港教会。就事实而言，香港的城市空

间比台北还拥挤，恩福堂却没有受到局限，反而发展

出比台湾任何教会都大的单一教会，光这一点，就非

常值得台湾教会深思。

更重要的是，成长中的台湾教会不能停留在「要

大、要美」的单一思维，还必须严肃地思考更基本的

问题──我们的牧会策略是否符合圣经？难道圣经没

有提供建立「要大、要美、更要健康」教会的属灵原

则？难道圣经没有提供华人教会在不同处境中，发展

出更丰富的牧养造就门训乃至宣教模式？

相较于上一次分享，今年的主题更基础、实用、容

易上手，而在内涵上则更丰富、全面且深远，包括

「属灵领袖与全面服事的健康教会」、「建立以圣经

为本的门训教会」、「基础门训与三宝」、「建立以

圣经为本的小组教会」、「“一堂多址”以圣经为本

的植堂模式」、「以圣经为本的团队精神」、「以圣

经为本的教会纪律与员工管理」、「以圣经为本的教

练同行与属灵军校」和「以圣经为本的薪火相传」。

这是 放给众教会的属灵飨宴，积极期待教会成长的

牧者同工可不要错过了！

恩福堂的发展是个神迹，更是台湾众教会可以「复

制」的神迹，道理其实很「圣经」：「惟喜爱耶和华

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诗一

2-3）。盼望透过这次神学讲座，导引台湾众教会同心

建立「大、美、合圣经」兼具传承眼光的荣耀教会。

讲员介绍：

苏
颖智牧师，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神学硕士，西南浸信

会神学院教牧学博士。1986年回港建立中国播道会

恩福堂，25年间，教会由100余人增至10,000多人。苏

牧师除牧会、教导神学外，也是30余本属灵书籍的作

者，其著作主要与传福音、研经、门训、神学及护教

等有关。

黎
家翘牧师，在澳洲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修

读神学，目前在恩福堂负责牧养夫妇团契，并致力

于推动个人布道及栽培事工。



2 32 3

＊＊＊＊＊＊＊＊＊＊＊＊＊＊＊＊＊＊＊＊＊＊＊＊＊＊＊＊＊＊＊＊＊＊＊＊＊＊＊＊＊＊＊＊＊＊＊＊＊＊＊＊＊＊＊＊

37,695,682
1,407,345
1,049,470
3,327,889

43,480,386

-4,815,604
568,941
-28,270
68,774

-4,206,159

600,000,000 795,520 224,427,392 -375,572,608

67,830,000
2,270,000
2,280,000
7,620,000

80,000,000

4,110,515
230,249

6,700
835,928

5,183,392

32,880,078
1,976,286
1,021,200
3,396,663

39,274,227

■宣教中心主任／王瑞珍

其实早在1999年，当我第二度在甘肃边境遇见「甘南

藏族」时，心里就很有感动想去探访他们，但是一直到

2013年，上帝才让我把关怀穆斯林的工作交接给比我更

合适的人，于是在2014年8月，我终于可以 始访视藏

人。右边这张照片摄于藏族农村，影中人是三位比我年

轻的同伴。每一年的访视，我总是顺便带一些人去，我

总是希望后继有人，并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西康」这个地理名词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因为1955年「西康省」已被撤消，它的东边被并入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它的西边被并入西藏（昌都地区、林芝地区）。

2014年夏季，为了实地了解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我和三位同伴走访了「康巴藏族」的大本营──四川的

「甘孜藏族自治州」。我们从成都出发，第一站先到「康定」（前西康省省会），接着转往道孚、炉霍、甘孜

市、德格…等地。在我们的照相机和我们的心灵中摄取了许多的难忘的画面与感受，借华神院讯分享数则如下：

藏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超爱戴帽子，妇女大多十分高  ，男人也大多相当雄壮。但

是自从第七世纪唐朝文成公主带着大批佛经入藏「和婚」，并且促进夫君弃宗

弄赞信佛，不久印度密宗也 始入藏，但遭到当时苯教大力反对，一百多年之后渐

渐与西藏的传统信仰融合，于是密宗取代了传统的苯教（黑教）成为深入西藏地区

的民间信仰。可能是受佛教长期影响所致，如今藏獒依旧凶猛无比，但是像古代那

样骁勇善战的藏族勇士已不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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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论男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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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大多十分高 男人也大多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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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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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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份收入
七至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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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2015与华神相遇】

「2015与华神相遇—台北场」订3月27日（周五）假

华神六楼礼堂举行，除精心安排3月24～27日全周的课

程体验选项外，另有安排小组生活体验及聚餐，晚间

七时起，有培灵及认识华神等活动，邀请胡维华老师

担任培灵讲员。欢迎各教会团契、小组预留时间，踊

跃自由参加！活动报名至3月20日截止，详情径洽02-

23659151分机212许主任。

另外，华神为了連结各地教会，增进彼此关系，精

心安排老师们以研经、专题形式协助教会，让我们一

起在知识上与认识神的经历上，共同长进，追求完

全。各地聚会地点如下： 

台中活水浸信会／04-24737528

讲员：王瑞珍老师

3/7（周六）下午18:30～20:00青年崇拜

3/8（主日）上午10:30～12:00

高雄牧邻行道会／07-3928191

讲员：曾劭恺老师

3/14（周六）下午19:00～20:45

3/15（主日）上午10:00～11:45

丰原行道会／04-25266366

讲员：胡维华老师

4/25（周六）下午19:30～21:00培灵

4/26（主日）上午9:00～10:15、10:45～12:00

高雄基督徒七贤路礼拜堂／07-2351622

讲员：蔡丽贞老师

4/25（周六）上午9:00～下午15:30释经讲座

4/26（主日）上午9:30～11:00 

台中重庆教会／04-23126966

讲员：胡维华老师

5/9（周六）下午17:00青年崇拜、19:30成人崇拜

5/10（主日）上午9:00～10:30、11:00～12:30

嘉义荣光堂／05-2773015

讲员：吴献章老师

5/9（周六）下午19:00～21:00（民雄荣光堂）

5/10（主日）上午8:00～9:30、10:00～11:45

【关键时刻•您准备好了吗？】

华神2015年国内外招生工作已正式展 ，欢迎清

楚蒙召、决意一生专心专职事奉主者、受洗或坚信

（振）礼二年以上，并在生活及教会事奉上有美好见

证的大专毕业基督徒踊跃报考。欲报名者，请先自行

于华神网站校本部招生系统登入报名资料，并下载各

式需检附的书表。国内考生需缴交报名费NT$2,000

元，海外考生为美金支票US$100元。国内招生部分，

截止收件时间5月22日，以邮戳为凭。6月15日举行

笔试包括圣经、中文、英文等；6月23～24日举行

口试。内容包括五分钟短讲及廿五分钟面谈。海外

招生报名至4月12日截止，5月举行海外招生考试，6

月2日公告海外考生录取名单；敬请考生留意报名截

止时间。各科报考详情请上华神网站查询：http://

www.ces.org.tw，或洽(02)23659151分机303、305，

E-Mail:academic.affairs@ces.org.tw。

神学硕士科乃为已完成基本神学训练者所提供之进

深课程，强化其对圣经、神学或教会历史全面性的理

解，使其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独立研究能力，为更深

入的全职事奉或神学教育扎下稳固的根基。国内招生

部分至5月1日报名截止，5月14日举行国内考生笔试，

5月28日举行口试;海外招生自即日起至4月2日报名截

止，4月17日举行海外考生笔试。相关事宜请洽（02）

23659151转305林姐妹或e-mail：thm@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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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藏公路有些路段十分险峻，有些路段十分蜿蜒，有些路段十分秀丽。从旅游的角度看，这是很值得一游的地

区。从宣教的角度看，藏人和穆斯林都是廿一世纪最重要的也是最不容易突破的「未得之民」，愿主 路并亲

自彰显祂奇妙的作为在他们中间。

由
于某些政治考

虑，目前国外

游客不能自行入

藏。我们因为已经

来到入藏的关口，

就试看能否进入。

我们派一位可爱的姐妹去接洽把关的士兵，她指着我跟他说：「那位老汉已经六十几

岁了，走不远的。」于是扣押我们的证件在关口，我们很 心地进人西藏逛了一个小

时。

看
见青藏高原美丽的风景，〈这是天父世界〉这首诗歌在

心中油然而生。天然的山水依旧那样美得令人感动，可

是人为的环境已经变成〈这是喇嘛世界〉。让我们迫切祷

告吧！愿神救恩的大光遍照这片辽阔的江山，照亮百姓的心

田，把他们的脚引回平安的路上。

网
络上有许多关于「天葬」的种种影音与文字的描述，这回我们没

有机会去天葬的现场，倒是很意外地看到了「水葬」的整个过

程。那是个夜黑风高的凌晨，我和一位青年弟兄藏身在水葬场对岸的

树丛中（姐妹们不敢来），我们不确定当天天亮前是否会有葬礼，还

好真的被我们撞上了。天快亮时，喇嘛们为死者

诵经完毕，尸体用竹篓扛到河边，两位葬礼师只

花十五分钟就把尸体肢解并剁碎丢入河中喂鱼，

最后也是最恐怖的一幕是搬一块大石头把脑袋砸

烂抛进河里。他们认为这是对鱼群的一种布施，

他们也相信身体消灭得越彻底，灵魂就可以更自

如自在。可是那血腥的画面却让我想起儿时去过

的屠宰场，也想到凶杀案。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

的，怎么可以处理人体像处理牲畜一般呢？这样的葬礼着实让人惊骇

并且难过万分。

跟
多数显宗的佛寺相较，密宗的佛堂大多显

得俗艳无比，繁复不堪，有的还十分令人

惊悚。右边这片山坡远远看去算是比较漂亮

的，它用数十万面经幡排列而成，不但所费不

赀，也是万般用心，然而大多数的藏人并不会

认真阅读经幡上面密密麻麻的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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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怎么可以处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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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膝→跪下→五体投地→起立→

屈膝→跪下→五体投地……，

朝圣者不断重复着如此艰难的动

作。肚子饿了，吃几块干硬的烤

饼；口渴了，喝几口路边的泉

水；天黑了，找一块比较平坦的

岩石躺下就睡；天亮了，朝着拉

萨的方向继续匍匐前进，如斯数

百公里──这是一种怎样的虔诚啊！可敬亦复可悲！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在基

督的救恩中得到释放与安息呢？求主垂怜！

「
川藏第一险」──雀儿山海拔6,168公

尺，照片中我们脚踏之处是十一天的

路途中的最高点，标高5,050公尺，它位

于甘孜市往德格的路上。还记得行前有位

甘孜地区的年轻弟兄听说我已高龄六十，

却想前往德格，他非常诚恳地劝我切莫前

往，他还跟我说之前有位年长弟兄魂断此

处，但是我心中很平安，还是依计划前往。感谢神！出发前最担心的难

关，我们都平安过关了。还在石碑前欢呼留影。



6 76 7

为那流离羊群、发白庄稼，

他们毅然决然撇下所有，走上这条蒙福之路，

您还在等候主的呼召？快快以行动响应，以爱相随。

回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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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第一所跨宗派‧学风宽广的神学院

师资卓越‧理论与实践并重

四十多年来神学耕耘‧校友结实累累

3.27台北场聚会程序表台北场聚会程序表
16:30~17:00 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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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45 院长致欢迎词
 校友见证

19:45~20:00 诗班献诗

20:00~20:35 培灵／胡维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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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营回来后，持续阅读每月《乡福简讯》了解乡

村近况并代祷，同时操练小额奉献。2006年暑假，独

自前往东石短宣两个月。于是，东石教会成为人生中

第一次冒险，离 舒适圈成为一次实际的行动。

当时，借住阿秀姐（年长妈妈，不识字）家。每天

凌晨两三点，她早早起身剥牡蛎。一筐筐牡蛎，在宁

静的夜晚拖拉至阿秀姊脚前的声音，宣告劳碌的

始。人生有很多种，有许多人不得不用劳力维持飘摇

的生计，但他们更需要在悲哀无望的人生中听见好消

息！谁能对他们宣讲真理呢？

短宣结束，听话的我，不顾全家反对踏入全职事

奉，下乡配搭服事。

东石的渔村生活千篇一律，常坐看同样的风景，闻

着浓淡不一的牡蛎腥味，反刍远离舒适圈的孤单。因

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得慢慢摸索，每天都信心不

足，但也经历神的信实供应。乡村信息与资源相对缺

乏，我发现自己容易落入窄化、简化的服事或信仰型

态中。在乡村传统的坚固营垒与民间信仰环伺的环境

中，真理常被客气地边缘化或忽视，如何更有把握地

接触、认识与服事已有牢固信仰的人，深感自己灵里

贫瘠，知识不足，无法以匹夫之勇来完成神的工作！

所以，我在这里。请为我祷告！

有人在等待聆听
■道学硕士科／焦湘灵

爷爷奶奶是我信仰生命的舵手。每早从奶奶的祷告

声中醒来；每晚听奶奶说圣经故事，信仰就在早晚聆

听中慢慢累积。

成长的教会

看重神的话和

敬拜，同时补

足我在家庭方

面的缺欠。国

中自卑内向，钟

哥每周 车接送

鼓励我过团契生

活；高中联考压

力大，陈阿姨带

我看电影纾压；数学模拟考挂零，朱哥免费补习；圣诞

夜交换礼物，王奶奶将抽中的大白熊转送给我；另有

慈祥的老人家，直接塞十元硬币在掌心，叫我去买点心

吃。耶稣透过这群人告诉我：祂爱我！祂会照顾我一生。

那么，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 「台湾的大学

生，不需要去到海外，在自家的后门就能宣道。」当

时就读中原大学，无意间翻看校园杂志（1-2月号，

2003），一篇名为《如根出于干地－侧写乡村福音布

道团》的报导，成为我与乡村福音工作接触的起点。

过去肤浅地以为宣教就是到国外传福音，直到看到这

段话，才略略从宣教的浪漫情怀中苏醒：宣教与地点

无关，与福音需要、领受使命有关。

大三升大四的夏天，随乡村体验营一路晕头转向地

抵达东石。拉 车门，热呼呼的海风吹来满脸黏腻，

蚵壳粉末在高温下发散出难以忍受的气味。踏进窄小

的厕所，一方面庆幸自己只是访客，不是天天在此劳

碌服事、日日吐纳鱼虾与牡蛎味的全职同工；一方面

纳闷为何有人愿把青春年华投注在这偏远的小渔村，

而且一委身就是十几年？

一整周的乡村体验营，打破我所有的生活习惯与安

全感：跟陌生人同工、生活、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辗转

难眠、用支离破碎的台语讲述个人见证、勇敢向眼神空

洞的乡村老人报以微笑……。原来，一直习于被动接受

各类装备却忘了给予；原来，根本不曾真正传过福音。

转向祂
■道学硕士科／陈世贤

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但直到国二生命才被主

的福音大大激动。从小性格自卑的我，在生命改变更新

后，竟虚荣心作祟，恋慕哲学教授之社会地位，并以之

为人生方向努力，浑然不把救我恩主的呼召当一回事。

直到十六岁出国短宣之后，我完全向上帝降服，甘心乐

意献身做全职传道人、一生事奉祂及祂的教会。

内心极度渴望成为传道人的我，决定走向华神装备

之路，然当时我一听说华神不收高中毕业生时，实在

是失望极了。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让我遇到，借着

华神王瑞珍老师让我明白华神的招生立场、期待也与

之认同， 始以大学为下一阶段目标努力。

虽然高中即决志全职，这里头仍有许多私欲杂质，

我的人生价值是在教会中找到的，于是依老我，我自然

想成为教会中的头，当时想当牧师，爱上帝同时也一点

儿都没忘了要爱自己，甚至有时爱上帝反成为了掩饰

爱慕虚荣的借口。感谢真理的主，当祂儿子犯错时祂

就修剪，决志后我一直思想：「我凭什么知道自己被呼

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没有灵恩教会肢体们那

般的奇特经验，于是那之后我用了四年时光寻找答案，

过程中「为自己」的心就被好好地对付了，大二时上帝

透过一内地会宣教士向我宣讲「呼召」的真谛，我所有

疑虑豁然 朗，清楚上帝是呼召我的、也清楚上帝不是

不要我、而是藉我迷惘时的困惑来炼净我。

大学时代是我信仰的狂飙期，我加入了校园福音团

契，它重视神学、解经以及事奉的风气在这四年中给

我极大的帮助，但我却也染上了骄傲自大的毛病，盲

目地伤害主内家人，直到最后主光照我，我才醒悟过

来，认罪悔改。

我一 始对系统神学特别感兴趣，但久了之后我发

现一切神学的基础都应源自圣经，我 始对诸多神学

结论、争辩不再感兴趣，反而对于许多人能花时间扎

好圣经根基再做神学感到钦佩，我期待在神学院中更

熟悉圣经。

我爱主的教会，无论是从小孕育我的教会或者是台

大团契，我一生至今最精华的力气全部花在事奉主在

地上的教会，我还要这样做直到面见主。我最钦慕

的就是林道亮院长活到九十九岁还能够站讲台传讲真

道、事奉教会！

这是一个真道失落的世代，人心对福音真理冰冷，

这种时刻教会理当成为世界的光，那个改变我们生命

的福音大能，应当成为这时代教会传讲真道讲台的核

心才是。我的生命经验是，当我走偏了，主就会修理

我，领我回转向祂。求主怜悯。

福音的大能

是这时代所最

最需要的，这

几年来只能不

断儆醒充实自

己，盼望主的

时机成熟时自

己不负主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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