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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部部長／吳獻章
2013年10月，華神曾邀請香港福音派萬人教會恩福
堂蘇穎智牧師團隊來台分享牧養植堂拓展經驗，深獲
與會牧者共鳴；今年 4 月，將再度邀請蘇牧師團隊為
我們進一步擘劃以聖經話語為基礎的健康教會藍圖，
期待更具實際效益地協助牧職同工們，一同培養健康
團隊，進而打造健康教會。
隨著台灣教會的牧會策略日趨成熟精緻，已經不再
那麼追隨海外教會的成長模式，華神為何還引進國外
教會和講員呢？原因是：這次來分享的教會，並非來
自韓國、新加坡、印度等地，而是與台灣眾教會文化
處境更接近的香港教會。就事實而言，香港的城市空
間比台北還擁擠，恩福堂卻沒有受到侷限，反而發展
出比台灣任何教會都大的單一教會，光這一點，就非
常值得台灣教會深思。
更重要的是，成長中的台灣教會不能停留在「要
大、要美」的單一思維，還必須嚴肅地思考更基本的
問題──我們的牧會策略是否符合聖經？難道聖經沒
有提供建立「要大、要美、更要健康」教會的屬靈原
則？難道聖經沒有提供華人教會在不同處境中，發展
出更豐富的牧養造就門訓乃至宣教模式？
相較於上一次分享，今年的主題更基礎、實用、容
易上手，而在內涵上則更豐富、全面且深遠，包括
「屬靈領袖與全面服事的健康教會」、「建立以聖經
為本的門訓教會」、「基礎門訓與三寶」、「建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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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為本的小組教會」、「 “ 一堂多址 ” 以聖經為本的
植堂模式」、「以聖經為本的團隊精神」、「以聖經
為本的教會紀律與員工管理」、「以聖經為本的教練
同行與屬靈軍校」和「以聖經為本的薪火相傳」。這
是開放給眾教會的屬靈饗宴，積極期待教會成長的牧
者同工可不要錯過了！
恩福堂的發展是個神蹟，更是台灣眾教會可以「複
製」的神蹟，道理其實很「聖經」：「惟喜愛耶和華
的律法，晝夜思想，這人便為有福！他要像一棵樹栽
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葉子也不枯乾。」（詩一
2-3）。盼望透過這次神學講座，導引台灣眾教會同心
建立「大、美、合聖經」兼具傳承眼光的榮耀教會。

講員介紹：
穎智牧師，美國達拉斯神學院神學碩士，西南浸
信會神學院教牧學博士。 1986 年回港建立中國播
道會恩福堂，25年間，教會由100餘人增至10,000多
人。蘇牧師除牧會、教導神學外，也是30餘本屬靈書
籍的作者，其著作主要與傳福音、研經、門訓、神學
及護教等有關。

蘇

家翹牧師，在澳洲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修
讀神學，目前在恩福堂負責牧養夫婦團契，並致力
於推動個人佈道及栽培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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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與華神相遇】
「2015與華神相遇—台北場」訂3月27日（週五）
假華神六樓禮堂舉行，除精心安排3月24～27日全週
的課程體驗選項外，另有安排小組生活體驗及聚餐，
晚間七時起，有培靈及認識華神等活動，邀請胡維
華老師擔任培靈講員。歡迎各教會團契、小組預留時
間，踴躍自由參加！活動報名至 3 月 20 日截止，詳情
逕洽02-23659151分機212許主任。
另外，華神為了連結各地教會，增進彼此關係，精
心安排老師們以研經、專題形式協助教會，讓我們一
起在知識上與認識神的經歷上，共同長進，追求完
全。各地聚會地點如下：
台中活水浸信會／04-24737528
講員：王瑞珍老師
3/7（週六）下午18:30～20:00青年崇拜
3/8（主日）上午10:30～12:00
高雄牧鄰行道會／07-3928191
講員：曾劭愷老師
3/14（週六）下午19:00～20:45
3/15（主日）上午10:00～11:45
豐原行道會／04-25266366
講員：胡維華老師
4/25（週六）下午19:30～-21:00培靈
4/26（主日）上午9:00～10:15、10:45～12:00

5/9（週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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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榮光堂／05-2773015
講員：吳獻章老師
5/9（週六）下午19:00～21:00（民雄榮光堂）
5/10（主日）上午8:00～9:30、10:00～11:45

【關鍵時刻•您準備好了嗎？】
華神 2015 年國內外招生工作已正式展開，歡迎清
楚蒙召、決意一生專心專職事奉主者、受洗或堅信
（振）禮二年以上，並在生活及教會事奉上有美好見
證的大專畢業基督徒踴躍報考。欲報名者，請先自行
於華神網站校本部招生系統登入報名資料，並下載各
式需檢附的書表。國內考生需繳交報名費 NT$2,000
元，海外考生為美金支票US$100元。國內招生部分，
截止收件時間 5 月 22 日，以郵戳為憑。 6 月 15 日舉行
筆試包括聖經、中文、英文等；6月23～24日舉行口
試。內容包括五分鐘短講及廿五分鐘面談。海外招
生報名至4月12日截止，5月舉行海外招生考試，6月
2 日公告海外考生錄取名單；敬請考生留意報名截止
時間。各科報考詳情請上華神網站查詢：http://www.
ces.org.tw ，或洽（02）23659151分機303、 305，
E-Mail:academic.affairs@ces.org.tw。
神學碩士科乃為已完成基本神學訓練者所提供之進
深課程，強化其對聖經、神學或教會歷史全面性的理
解，使其在某一特定領域內的獨立研究能力，為更深
入的全職事奉或神學教育紮下穩固的根基。國內部分
則至5月1日報名截止，5月14日舉行國內考生筆試，5
月28日舉行口試。海外招生自即日起至4月2日報名截
止，4月17日舉行海外考生筆試；相關事宜請洽（02）
23659151轉305林姐妹或e-mail：thm@ces.org.tw。

高雄基督徒七賢路禮拜堂／07-2351622
講員：蔡麗貞老師
4/25（週六）上午9:00～下午15:30釋經講座
4/26（主日）上午9:30～11:00
台中重慶教會／04-23126966
講員：胡維華老師

■宣教中心主任／王瑞珍

「西康」這個地理名詞已經成為歷史名詞，因為1955年「西康省」已被撤消，它的東邊被併入四川省（甘孜藏
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它的西邊被併入西藏（昌都地區、林芝地區）。
2014年夏季，為了實地了解藏傳佛教（俗稱喇嘛教），我和三位同伴走訪了「康巴藏族」的大本營──四川
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我們從成都出發，第一站先到「康定」（前西康省省會），接著轉往道孚、爐霍、甘孜
市、德格…等地。在我們的照相機和我們的心靈中攝取了許多的難忘的畫面與感受，借華神院訊分享數則如下：
其實早在1999年，當我第二度在甘肅邊境遇見「甘南
藏族」時，心裡就很有感動想去探訪他們，但是一直到
2013年，上帝才讓我把關懷穆斯林的工作交接給比我更
合適的人，於是在2014年8月，我終於可以開始訪視藏
人。右邊這張照片攝於藏族農村，影中人是三位比我年
輕的同伴。每一年的訪視，我總是順便帶一些人去，我
總是希望後繼有人，並且是青出於藍而勝於藍。

2014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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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份收入

全學年需要

單位：新台幣元

七至一月
累積收入

七至一月
實際支出

收支差距

經 常 費
學生助學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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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515
230,249
6,700
83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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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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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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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80,000,000

5,183,392

39,274,227

43,480,386

-4,206,159

計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新校區建設基金

元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P.O.Box 75365,

600,000,000

795,520

224,427,392

-375,57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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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校
奉獻基金

立案及擴校的後續工作包括完成立案手續、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等。
第一期建築經費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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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需要3,600,000元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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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論 女老
人無論男女老幼都超愛戴帽子，婦女大多十分高
婦女大多十分高 身兆，男人也大多相當雄壯。但
男人也大多相當
是自從第七世紀唐朝文成公主帶著大批佛經入藏「和婚」，並且促進夫君棄宗
弄贊信佛，不久印度密宗也開始入藏，但遭到當時苯教大力反對，一百多年之後漸
漸與西藏的傳統信仰融合，於是密宗取代了傳統的苯教（黑教）成為深入西藏地區
的民間信仰。可能是受佛教長期影響所致，如今藏獒依舊凶猛無比，但是像古代那
樣驍勇善戰的藏族勇士已不復多見。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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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上有許多關於「天葬」的種種影音與文字的描述，這回我們沒
有機會去天葬的現場，倒是很意外地看到了「水葬」的整個過
程。那是個夜黑風高的凌晨，我和一位青年弟兄藏身在水葬場對岸的
樹叢中（姐妹們不敢來），我們不確定當天天亮前是否會有葬禮，還
好真的被我們撞上了。天快亮時，喇嘛們為死者
誦經完畢，屍體用竹簍扛到河邊，兩位葬禮師只
花十五分鐘就把屍體肢解並剁碎丟入河中餵魚，
最後也是最恐怖的一幕是搬一塊大石頭把腦袋砸
爛拋進河裡。他們認為這是對魚群的一種布施，
他們也相信身體消滅得越徹底，靈魂就可以更
自如自在。可是那血腥的畫面卻讓我想起兒時
去過的屠宰場，也想到凶殺案。人是按上帝的形
像造的，怎麼可以處理人體像處理牲畜一般呢？這樣的葬禮著實讓人
像造的 怎麼可以處
驚駭並且難過萬分。

網

膝→跪下→五體投地→起立→
屈膝→跪下→五體投地……，
朝聖者不斷重複著如此艱難的動
作。肚子餓了，吃幾塊乾硬的烤
餅；口渴了，喝幾口路邊的泉
水；天黑了，找一塊比較平坦的
岩石躺下就睡；天亮了，朝著拉
薩的方向繼續匍匐前進，如斯數
百公里──這是一種怎樣的虔誠啊！可敬亦復可悲！什麼時候他們才能夠在基
督的救恩中得到釋放與安息呢？求主垂憐！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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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第一險」──雀兒山海拔6,168
公尺，照片中我們腳踏之處是十一
天的路途中的最高點，標高5,050公尺，
它位於甘孜市往德格的路上。還記得行前
有位甘孜地區的年輕弟兄聽說我已高齡
六十，卻想前往德格，他非常誠懇地勸我
切莫前往，他還跟我說之前有位年長弟兄
魂斷此處，但是我心中很平安，還是依計劃前往。感謝神！出發前最擔心
的難關，我們都平安過關了。還在石碑前歡呼留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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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顯宗的佛寺相較，密宗的佛堂大多顯
得俗豔無比，繁複不堪，有的還十分令人
驚悚。右邊這片山坡遠遠看去算是比較漂亮
的，它用數十萬面經幡排列而成，不但所費不
貲，也是萬般用心，然而大多數的藏人並不會
認真閱讀經幡上面密密麻麻的經文。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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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青藏高原美麗的風景，〈這是天父世界〉這首詩歌在
心中油然而生。天然的山水依舊那樣美得令人感動，可
是人為的環境已經變成〈這是喇嘛世界〉。讓我們迫切禱
告吧！願神救恩的大光遍照這片遼闊的江山，照亮百姓的心
田，把他們的腳引回平安的路上。

看

藏公路有些路段十分險峻，有些路段十分蜿蜒，有些路段十分秀麗。從旅遊的角度看，這是很值得一遊的地
區。從宣教的角度看，藏人和穆斯林都是廿一世紀最重要的也是最不容易突破的「未得之民」，願主開路並親
自彰顯祂奇妙的作為在他們中間。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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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某些政治考
量，目前國外
遊客不能自行入
藏。我們因為已經
來到入藏的關口，
就試看能否進入。
我們派一位可愛的姐妹去接洽把關的士兵，她指著我跟他說：「那位老漢已經六十幾歲
了，走不遠的。」於是扣押我們的證件在關口，我們很開心地進人西藏逛了一個小時。

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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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流離羊群、發白莊稼
他們毅然決然撇下所有，走上這條蒙福之路
您還在等候主的呼召？快快以行動回應，以愛相隨

■道學碩士科／焦湘靈

爺爺奶奶是我信仰生命的舵手。每早從奶奶的禱告
聲中醒來；每晚聽奶奶說聖經故事，信仰就在早晚聆
聽中慢慢累積。
成長的教會
看重神的話和
敬拜，同時補
足我在家庭方
面的缺欠。國
中自卑內向，鍾
哥每週開車接送
鼓勵我過團契生
活；高中聯考壓
力大，陳阿姨帶
我看電影紓壓；數學模擬考掛零，朱哥免費補習；聖誕
夜交換禮物，王奶奶將抽中的大白熊轉送給我；另有慈
祥的老人家，直接塞十元硬幣在掌心，叫我去買點心
吃。耶穌透過這群人告訴我：祂愛我！祂會照顧我一生。
那麼，神對我生命的計劃是什麼呢？ 「台灣的大學
生，不需要去到海外，在自家的後門就能宣道。」當
時就讀中原大學，無意間翻看校園雜誌（ 1-2 月號，
2003），一篇名為《如根出於乾地－側寫鄉村福音佈
道團》的報導，成為我與鄉村福音工作接觸的起點。
過去膚淺地以為宣教就是到國外傳福音，直到看到這
段話，才略略從宣教的浪漫情懷中甦醒：宣教與地點
無關，與福音需要、領受使命有關。
大三升大四的夏天，隨鄉村體驗營一路暈頭轉向地
抵達東石。拉開車門，熱呼呼的海風吹來滿臉黏膩，
蚵殼粉末在高溫下發散出難以忍受的氣味。踏進窄小
的廁所，一方面慶幸自己只是訪客，不是天天在此勞
碌服事、日日吐納魚蝦與牡蠣味的全職同工；一方面
納悶為何有人願把青春年華投注在這偏遠的小漁村，
而且一委身就是十幾年？
一整週的鄉村體驗營，打破我所有的生活習慣與安
全感：跟陌生人同工、生活、在冰冷堅硬的地板上輾轉
難眠、用支離破碎的台語講述個人見證、勇敢向眼神空
洞的鄉村老人報以微笑…。原來，一直習於被動接受各
類裝備卻忘了給予；原來，根本不曾真正傳過福音。

6

體驗營回來後，持續閱讀每月《鄉福簡訊》了解鄉
村近況並代禱，同時操練小額奉獻。2006年暑假，獨
自前往東石短宣兩個月。於是，東石教會成為人生中
第一次冒險，離開舒適圈成為一次實際的行動。
當時，借住阿秀姐（年長媽媽，不識字）家。每天
凌晨兩三點，她早早起身剝牡蠣。一筐筐牡蠣，在寧
靜的夜晚拖拉至阿秀姊腳前的聲音，宣告勞碌的開
始。人生有很多種，有許多人不得不用勞力維持飄搖
的生計，但他們更需要在悲哀無望的人生中聽見好消
息！誰能對他們宣講真理呢？
短宣結束，聽話的我，不顧全家反對踏入全職事
奉，下鄉配搭服事。
東石的漁村生活千篇一律，常坐看同樣的風景，聞
著濃淡不一的牡蠣腥味，反芻遠離舒適圈的孤單。因
為什麼都不會，什麼都得慢慢摸索，每天都信心不
足，但也經歷神的信實供應。鄉村資訊與資源相對缺
乏，我發現自己容易落入窄化、簡化的服事或信仰型
態中。在鄉村傳統的堅固營壘與民間信仰環伺的環境
中，真理常被客氣地邊緣化或忽視，如何更有把握地
接觸、認識與服事已有牢固信仰的人，深感自己靈裡
貧瘠，知識不足，無法以匹夫之勇來完成神的工作！
所以，我在這裡。請為我禱告！

回轉向祂
■道學碩士科／陳世賢
我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但直到國二生命才被主
的福音大大激動。從小性格自卑的我，在生命改變更新
後，竟虛榮心作祟，戀慕哲學教授之社會地位，並以之
為人生方向努力，渾然不把救我恩主的呼召當一回事。
直到十六歲出國短宣之後，我完全向上帝降服，甘心樂
意獻身做全職傳道人、一生事奉祂及祂的教會。
內心極度渴望成為傳道人的我，決定走向華神裝備
之路，然當時我一聽說華神不收高中畢業生時，實在
是失望極了。上帝回應了我的禱告，讓我遇到，藉著
華神王瑞珍老師讓我明白華神的招生立場、期待也與
之認同，開始以大學為下一階段目標努力。
雖然高中即決志全職，這裡頭仍有許多私慾雜質，

我的人生價值是在教會中找到的，於是依老我，我自然
想成為教會中的頭，當時想當牧師，愛上帝同時也一點
兒都沒忘了要愛自己，甚至有時愛上帝反成為了掩飾
愛慕虛榮的藉口。感謝真理的主，當祂兒子犯錯時祂
就修剪，決志後我一直思想：「我憑什麼知道自己被呼
召？」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也沒有靈恩教會肢體們那
般的奇特經驗，於是那之後我用了四年時光尋找答案，
過程中「為自己」的心就被好好地對付了，大二時上帝
透過一內地會宣教士向我宣講「呼召」的真諦，我所有
疑慮豁然開朗，清楚上帝是呼召我的、也清楚上帝不是
不要我、而是藉我迷惘時的困惑來煉淨我。
大學時代是我信仰的狂飆期，我加入了校園福音團
契，它重視神學、解經以及事奉的風氣在這四年中給
我極大的幫助，但我卻也染上了驕傲自大的毛病，盲
目地傷害主內家人，直到最後主光照我，我才醒悟過

與華神相遇

還

有人在等待聆聽

2015

來，認罪悔改。
我一開始對系統神學特別感興趣，但久了之後我發
現一切神學的基礎都應源自聖經，我開始對諸多神學
結論、爭辯不再感興趣，反而對於許多人能花時間扎
好聖經根基再做神學感到欽佩，我期待在神學院中更
熟悉聖經。
我愛主的教會，無論是從小孕育我的教會或者是台
大團契，我一生至今最精華的力氣全部花在事奉主在
地上的教會，我還要這樣做直到面見主。我最欽慕

台灣第一所跨宗派•學風寬廣的神學院
師資卓越•理論與實踐並重
四十多年來神學耕耘•校友結實纍纍

的就是林道亮院長活到九十九歲還能夠站講台傳講真
道、事奉教會！
這是一個真道失落的世代，人心對福音真理冰冷，
這種時刻教會理當成為世界的光，那個改變我們生命
的福音大能，應當成為這時代教會傳講真道講台的核
心才是。我的生命經驗是，當我走偏了，主就會修理
我，領我回轉向祂。求主憐憫。
福音的大能
是這時代所最
最需要的，這
幾年來只能不
斷儆醒充實自
己，盼望主的
時機成熟時自
己不負主望！

3.27台北場聚會程序表
16:30~17:00 報到
17:00~18:00 小組活動
18:00~19:00 晚餐
19:00~19:15 影片欣賞
19:15~19:30 詩歌敬拜
19:30~19:45 院長致歡迎詞
校友見證
19:45~20:00 詩班獻詩
20:00~20:35 培靈／胡維華老師
請上華神網站www.ces.org.tw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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