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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5年班的每一位新生加入華神這個大家庭！

這個家的傳統不少，故事精彩，你我既被主的恩召賦

予了時代的使命，我們不妨就從這裡開始談起。

美國教會是處於士師時期或被擄時期？

Jack Stotts 牧師曾以聖經歷史的階段為模式來討論

教會的現況，他主張美國主流教會是處於士師時期，

或更正確地說，是攻掠城池、得地為業、應許成就的

「後約書亞時期」，教會的基調是奮興、勇往直前、

不畏艱難，有主在我船上我就不怕風浪的高昂士氣

（注1）。

Walter Brueggemann 則持不同的意見，他認為原

來被視為寶貴的主流價值與觀念，都已經流失，沒有

實質的份量，美國教會因此是處在被擄時期！被擄，

不必是政治敗亡的結果，它也可以是文化中原來富

含意義的符號，現在成為譏笑的對象，次序被混亂取

代，社會結構分崩離析。對他而言，不論從那一角度

分析，美國教會都是處於被擄的狀況（注2）。

我們若借用同樣的方法來思考，今日台灣教會，或

是我們個人所事奉的教會最適合以那一段聖經歷史作

為參考模式來分析和反省？

個人的淺見以為，大部分的台灣教會，尤其是都會

區的教會，處於約書亞時期。我們在見證福音、教會

增長、社區工作上均頗有斬獲，各行各業的基督徒都

有相當好的見證，不論是藝人、運動員、作家、專業人

士，在在都提供了我們走路有風的理由和典範。基督

徒人數穩定的成長，我們已經跨越了5%的門檻。儘管

許多傳道人早出晚歸，日復一日的辛勞，事奉上的披荊

斬棘，不再是大家常見的茶餘飯後，反而是策略、聯

盟、管理成為交談的話題，一下子我們從教會的牧師

兼工友變成「教會企業體」的CEO。「領導力」和「群

體的共同價值與文化」，變成了神學院必備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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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鴻

2007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係基督教天母禮拜堂傳

道。

蘇雅慧 

2006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係基督教天母禮拜堂師

母。

鍾希明 

2000年中華福音神學院聖經碩士

科畢業。係馬來西基督教巴色會

中文大會會牧。

金容善 

2009年中華福音神學院神學碩士

科畢業。係韓國水原中央長老教

會宣教士。

王安琳

2014年基督門徒訓練神學院道學

碩士科畢業。係基督門徒訓練神

學院教務助理。

高堂恩 

2014年中華福音神學院聖經碩士

科畢業。係台灣信義會新莊真理

堂主任牧師。

陳美華 

2007年中華信義神學院輔導碩士

科畢業。係客家宣教神學院圖書

館館長。

請看這群神國精兵加入華神大家庭，盼在此學像耶穌基督，請看這群神國精兵加入華神大家庭，盼在此學像耶穌基督，

靈命、知識、事奉的學習，得蒙神所靈命、知識、事奉的學習，得蒙神所喜悅！喜悅！

台灣社會處於「被擄」景況

如果我們轉向台灣的社會，大膽地再以同樣的方法

來分析，那又會有什麼結果呢？ 

原來，台灣的社會結構安定，經濟繁榮。雖然僅是

個彈丸之地，又缺乏天然資源，卻靠著人才的培育，

吃苦耐勞的精神，在全球經濟佔有一席之地，贏得國

際尊敬。然而，最近經濟上的困境，使22K成為緊箍

咒，加上高等教育氾濫，技職體系瓦解，而政治層

面的國家定位與認同，常是各說各話，甚至是暗藏玄

機。若說台灣社會是處於「被擄」的景況，似乎不算

言過其實。

教會應成為所有被擄之人的避難所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對的，今日教會的時代使命為

何？

就教會本身而言，約書亞－士師時期主要難題和挑

戰在於身分認同。正如迦南優越的物質文明，每一時

刻都觸動著以色列人的神經，同樣地，今日信仰群體

的每一份子，需要有穩固的信仰基礎，在面對試探與

衝突時，能從真理的根基出發，梳理出基督徒生命的

意義，做個不卑不亢，如同活在應許地般自在喜樂的

子民。教會的信息需要指向神的大歷史，傳達應許之

所以成就背後的意義；教會的生活不但需要接納、包

容，更需要教育、形塑與轉化；教會的價值與文化需

要展現全能、慷慨、慈愛之神的心意！

而面對處於被擄時期的台灣社會所帶來的挑戰，教

會需要藉著聖經的哀歌表達深沉的悲哀，宣洩失落的

痛苦，人們能不再逃避現況，進而清楚問題的本質，

確切地尋找方向；教會應成為所有被擄之人的避難

所，甚至是安身立命、一切從新開始的家；教會要成

為充滿回憶與歷史的安全港，是台灣共同的故事代代

傳唱的舞台；教會也應該是人找尋神的信實與能力的

處所，是一切盼望的理由與起點；教會要為那找尋神

聖之人，提供超越與永恆的相遇。

你我的使命

若是如此，2015年班的同學們，我們在華神的日

子，就應是常常經歷神聖的召喚與真實的喜樂。願我

們在此認識先知的傳統，明白上帝在普世、在個別的

教會的心意，我們也許無法得知上帝的靈何時顯明他

的工作，卻可以整裝待發，隨時乘聖靈的風揚帆。

此外，如果教會在得地為業的高亢中，而社會卻在

被擄的低迷裡，我們該如何自處，又如何因應呢？很

明顯地，我們必須意識到教會與社會的關係需要有

全新的向度。有愈來愈多的牧者認知到教會對外的見

證需要整體的規劃，而非依循社會的節奏起舞。我

們既然已經身在迦南，信仰的公共面如何作為社會的

良心，應是基督徒義不容辭的使命，更是今日華神老

師、學生共同責無旁貸的使命和承擔。

缺一不可的裝備：學識、靈命、事奉

華神歷來的堅持：學識、靈命與事奉，在這特別的

時刻應該更是我們努力的目標，也應是我們平日的檢

視。強調「學識」的目標，不在於學習內容與知識，

而是盼望每一個學生能在此為一生的服事建立一個穩

固的基礎，天天浸淫於學習的快樂，並發展分辨與轉

化的能力，從 what 到 how，到 why！

作為一個福音派的神學院，「靈命」永遠是我們的

關注，也希望是我們身分的標記。不過，究竟如何定

義「靈命」，不是容易的事。如果我們以「靈命 ＝ 品

格 ＋ 生命」來思考，或許是個不錯的起點。品格，

是面對某一特別狀況的價值判斷或表現，而生命反應

於主動選擇的人生路程。培育靈命最實際的方式是透

過生活，讓行為成為習慣，進而形塑思想，又透過效

法師長、同學的榜樣，透過與主連結來提升！ 

在忙碌的生活中，在繁重的課業要求下，「事奉」

常常是神學生甜蜜的負擔。若是如此，我們當被提

醒，傳道人其實是不斷在玩「連連看」的人，我們努

力使每一個有需要的人，可以找到支持者、幫助者，

我們也努力增加自己的知識、技能，好讓我們可以更

多被主使用，使人在我們的同理、扶持中經歷基督。

我們也在國度中連結，使經驗與恩賜更廣泛的配搭，

聯絡合式，並在前輩的心胸、氣度的薰陶下，被偉大

的異象吸引，學習拋棄自我中心，願意彼此成全。

時代的挑戰也許嚴峻，使命卻是偉大，呼召我們的

耶穌更是死而復活、掌管全地的主，讓我們勇敢地卻

是平實地與主同行，在服事這個時代的職志上，堅定

而行！ 

注釋：

1.Jack Stotts, “Beyond Beginnings,” Occasional 
Paper 2, Theology and Ministry Unit, PCUSA, 1992.

2.Walter Brueggemann, Cadences of Home: 
Preaching among the Exiles (Louisville: WJ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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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智偉

2011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係浸信宣道會武昌美濃

教會傳道。

舊 約 組

鍾憫

2014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神學組畢業。

黃俊然

2014年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神

道學畢業。係新希望浸信會傳

道。

郭念平

2014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神學組畢業。

王懿宜

2004年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係豐原行道會師母。

鄭勝澤

2013年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道學碩士科畢業。係韓國

生命教會傳道。

神 學 組

李牧權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歷史學系畢

業。係基督純道福音教會會友。

曾稚琳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畢業。係斗六浸宣教會會友。

梁守道 

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係中華基

督教信義會勝利堂實習傳道。

華倫明   

輔仁大學法律系畢業。係福音貴

格會週美教會會友，曾任律師。

蔡秉錡 

國立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

士。係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台北信

友堂會友，曾任景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經理。

鄭夙汝 

高雄醫學大學心理系畢業。係高

雄活力勁教會會友，曾任林園高

中輔導教師。 

教 牧 組

張健　

日本神戶藝術工科大學漫畫動畫

系畢業。係在日華人教會之會

友，曾任日本電玩會社原畫設計

師與貿易會社貿易管理。

鍾達成

英國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in 

Computing畢業。係斗湖聖拔特

教會會友，曾任聖願中教師。。

江仲華

阿根廷商業大學國貿系畢。係中

華基督教協同會北台中教會會

友，曾任泰國永信塑膠工廠廠務

主管。

吳允真 

國立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係信

義會西盛教會會友，曾任台電綜

合研究所化學試驗員。

朱雋皞 

香港大學醫療科學碩士。係中國

基督教播道會恩福堂會友，曾任

香港大學研究助理。

李慕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係火把

行道會會友，曾任元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國外業務。

黃懷亮

2004年新加坡神學院道學碩士科

畢業。係新山柔佛再也異象基督

教主任牧師。

陳淳

2011年香港建道神學院道學碩士

科畢業。係香港九龍城浸信會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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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逸婷 

英國King's College London, Youth 

Ministry碩士。係苑裡聖教會會

友，曾任先鋒青少年發展中心節

目企劃專員。

許雅琪 

紐 西 蘭 U n i t e c  I n s t i t u t e  o f 

Technology ,in Business畢業。係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宜蘭教會會

友，曾任台灣世界展望會行銷企

劃部專員。

陳偉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畢業。係中國學園傳道會全職傳

道。

陳懷恩 

國立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畢

業。係大湖主恩堂會友，曾任盟

肯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副理。

趙沐恩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

港區歸主聖教會會友，曾任台灣

暹勁股份有限公司機構工程師。

蔣山青 

大同大學材料工程研究所碩士。

係台北靈糧堂會友，曾任新北市

政府工務局施工科約僱人員。

鍾翔嬿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畢業。係泰山

喜樂靈糧堂行政同工。

全 修

吳淑惠 

嘉義農專農業經營科畢業。係台

中慕義堂玉門全人關懷中心會

友。

巫采霏 

聖德基督學院外文系畢業。係石

牌信友堂會友，曾任幻多奇短期

文理補習班英文老師。

嚴培毅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料工程系畢業。係台北懷寧浸信

會臺中香柏樹福音中心會友，曾

任泰陽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研發

人員。

施琦萱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碩士。係

懷寧浸信會傳道。

洪長安 

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畢業。係台

北樣基督徒聚會實習傳道。

翁嘉瑋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科畢業。

係台北靈糧堂中山靈糧福音中心

會友，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同

工。

曾許達 

台北大學社工所碩士。係基督教

丰恩教會實習傳道。

劉懷恩 

中國文化大學資管系畢業。係基

督教標竿教會會友，曾任上海商

業儲蓄銀行襄理。

蔡以勤 

政治大學會計系畢業。係國際基

督教會牧師。

蕭加恩 

國立聯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畢

業。係苗栗青草地教會實習傳

道。

林楷鈞 

衛理神學院聖工碩士。係宣道會

內湖堂主任牧師。 

張慕聖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畢業。係台灣貴格會海山

教會會友。

選 修

吳慧苓 

美國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畢業。係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利堂英語部

幹事。

胡力云 

國立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畢

業。係石牌信友堂會友，曾任中

華基督教網路發展協會秘書。

周幸兒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數位出版學

系畢業。係蘭雅禮拜堂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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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敦理 

格拉斯哥大學生物醫學碩士。係

忠孝神召會會友，曾任中學生物

科教師。

黃奕文 

台灣大學臨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係改革宗松山教會執事，現為國

泰綜合醫院副主任／主治醫師。

翟家麟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企管碩士。係台北基督徒教會會

友，現為示尼珥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宋文山 

逢甲大學環境科學系畢業。係浸

信宣道會武昌教會會友，現為國

泰人壽副理。

曾智明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企管碩士。係世界之光教會會

友，現為金容實業有限公司總經

理。

楊承翰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國際商管專業

碩士。係生命河基督教會會友，

現服務於精英公關集團。

劉周銘 

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立大學教育碩

士。係三一全人教會會友，現為

桃園市立同德國中專任教師兼導

師。

蔡新合 

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組碩士。

係迦南會北部大專團契會友，現

為保六總隊督察。

全 修

林碧慈 

中國文化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日文

組畢業。係基督教便以利教會大

安堂會友。

教育部立案申請

9月7日下午4時30分於教育部第九

會議室召開「私立學校諮詢審議會

議」，我方作簡報並接受諮詢。此

會議通過後，將可提報「大學設立

及停辦審議會議」作核准立案前的

最後審定。

華 神 擴 校 第 一

期 建 設 工 程 所

需 經 費 約 七 億

伍 仟 萬 元 ， 至

今已募集新台幣

一 億 八 仟 二 佰 萬 餘 元 ， 尚 不 足

五億六仟七佰多萬元，請您舉起代禱的

手與我們同工，相信在天上的父必供應

我們所需，豐富的預備。

陳淑芳 

美國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財務管理碩士。係南崁

大安長老教會會友，曾為宜家家

居股份公司財務總監。

研碩職場組

選 修

楊雅惠 

淡江大學會計系畢業。係新莊靈

糧堂幹事。

黃仁民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畢業。係

新莊靈糧堂會友，現任職比撒列

禮品設計工作室。

鄭天信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係石

牌信友堂會友。

一 般 組

李國梅 

美國University of Hartford企管碩

士。係浸信會懷恩堂會友。

2018年

7億5000萬元
文教大樓

校園景觀

宿舍建築

大教堂

目前1億7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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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有「將信仰偶像化，利用信仰達到自身目的企

圖！諷刺信仰群體是表面看是在服事神，實際在遠離

神的可悲」。本篇引起諸多牧者的討論，有人因內容

未提及福音，或因結尾只停留在內裡的震撼，沒有告

知會眾如何做（how），覺得這不能稱之講道。亦有

因通篇講章以諷刺責備為主，灰暗的描述對信眾幫助

有限。但我卻因這篇講章久久不能自己，似乎體會了

容讓經文自己說話的力道！當神話語在人面前展開，

如何回應就成了個人的功課。

 課程後段，由牧長們陸續現場傳講自己約翰福音的

講章。誠實的說，部分牧者（包括自己），在處理經

文意義（經文對於當時讀者的意思）到經文意思（經

文對現代的我們有何意義）還是略顯粗糙，以致講章

的中心不夠準確！

我們應當更多的思考，平時習慣於講道中表達的原

文意思、經文背景、結構，近東文化甚至考古證據等

的釋經過程，在講章中是否扮演適當的角色？相較孫

院長的講章，透過深掘經文，所帶出的震撼與力道，比

起我們點到為止、中心思想發散的講章，及顯出本質

上的差距。若傳道人無法單純地讓經文自己說話，那

麼講道的重點將成為聖經知識的傳遞，成了餵養會眾

靈命成長的速食，或道德提醒或勵志的手段。

上完這門課，無疑是對自認講道有一定水準的牧

者，當頭棒喝式的提醒。上帝的道能否傳遞，

又或如何傳遞，亟需仰賴一

群群乘

載上

帝話

語的

宣講

者，用

一生來

預備。

教牧博士科寒期課程出爐
教牧博士科寒期課程出爐，共有三門。2016年1月19～22日（週二～週五） 「情緒與真理」，

由傅立德老師教授，傅老師前後在華神曾擔任兼任教師達30年之久，主授神學、教牧輔導、敬

拜；2016年1月26～29日（週二～週五）「釋經講道—釋經學與語言學的進路」，由吳榮滁老師

教授，吳老師目前為美國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Lowell主任牧師。亦為聖經新譯本跨

世紀版示錄經文之審訂委員；最後一門「教會青少年事工」，則由多位牧長、老師輪流授課，陣

容堅強，包括：淡大企管系專任副教授洪英正老師、火把行道會主任牧師楊永民牧師、屏東和平

長老教會主任牧師葛兆昕牧師、江子翠行道會主任牧師張振華牧師、台灣神學院基督教關顧與協

談碩士組主任錢玉芬老師。歡迎上華神網站「教牧博士科」瀏覽相關訊息。

暑期教牧博士科開設幾門課程

許多前來修課的牧者獲益良多

本刊特邀上課同學分享心得

但願我們都從中得到激勵與啟迪

「一樣的話，一樣的心，一樣的意，一樣的果子」，

這結果真令人羨慕。

第三是很特別的分享，由召會的歐陽家立長老揭開

召會的神秘面紗，幫助我一窺召會的門訓模式，也非

常受到激勵，召會乃是為了要達到主日「人人申言」

的目標，動員弟兄姐妹每日晨興禱讀聖經，週間排聚

會也分享同一章聖經，等到週日人人要申言。在傳福

音上，人人要去扣門，人一信主，立刻到他家養育。

作到「生養教建」的內容，「福家排區」的架構。

第四是板橋福音堂張復明牧師分享門訓模式，他幫

助我瞭解門訓方式分為四種：大班制，小班制，一對

一，與生活互動。每個門訓模式都有使用這四個方

式，只是百分比不同。張牧師並且總結到，我們當先

了解自己教會的情況，禱告尋求哪一模式比較適合

使用，並且要按教會的情況作適度的修改。經過張牧

師的總結分析後，幫助我從百家爭鳴中，可以安靜下

來，好好禱告尋求神給我的異象與門訓模式。

我雖不敢說，若是十二年前就上了這門課，今天牧

會可能會有很大的不同，因為，凡事神都有定期。但

是，我要說，若

你認真尋求一個

合適貴教會的

門訓模式，那

麼這堂課一定

會使你節省辛

苦摸索的時

間，早日尋

著那適合的

模式。

傳道人的釋經講道
■教牧博士科／孫榮岩，目前為懷寧浸信會牧師

釋經講道一向被華神視為「看板」課程，只要是華神

人，大概對於白派（白嘉靈老師）、或吳派（吳獻章老

師）、謝豐慶老師等名牧都不陌生。我亦修過幾次，雖然

如此，我還是慕孫寶玲院長之名而來。果然，這一門「傳

道人」的釋經講道與以往的釋經講道課程，大有不同。

這課程好似顛覆標準講道模式的思辨過程，是對傳

道人神學、釋經法與牧養理念的整合、帶領傳道人深

度梳理經文，引出講章中心的旅程。是一次與不同地

域、資歷的華人牧長相互討論、教學相長的機會。

這課程也是在知識上一個釋經方法的再思，在靈性

上，又兼具培靈的果效。盧雲說：「宣講者是世界和

神國之間的橋樑，通過對經文的演繹來宣講。」那

麼，傳道的人何其重要。為此，孫院長花了半天的時

間，帶領學員閱讀自己的生命，因為「講道的人，應

該是第一個聽道的人，第一個被道改變的人」，而一

個傳道的人，需要了解自己、了解會眾、了解經文，

才能助於上帝的道在自己與信仰群體中體現。

孫院長提醒傳道人的基本功，即是以紀律的讀經、

讀經典、文學來幫助我們表達；固定閱讀、分析文章

並且閱讀世界／會眾；最後要有一個學習的人生，需

培養寫作的習慣、神學及聖經的辨識力。既然新約作

者用舊約的語言來闡明自己、描述當代的狀況，那今

天的傳道人亦同，我們將聖經在會眾面前展開，讓經

文對當代會眾說話，上帝的話語自然帶出力量！

 在釋經方法論介紹之後，課程的重點在於每一篇講

章的例證。孫院長對福音書的掌握，幫助他精準地導

引出經文的意義；其溫文儒雅的文人性格，使得他對

經文的描述，加上刻意的鋪陳，更顯出力道；對弱勢

及公共議題的關注，更令他講道的例證，帶出深刻的

人文關懷，適時地切入福音，極易引起共鳴。

其中，孫院長特意採用他學生的一篇講章為例證，

那是一篇以士師記十七～十八章為基底的講章，對傳

道人採第一人稱敘述「一個利未人的告白」。整篇

的目的是借當時利未人提醒現今傳道人，在服事過程

「 門訓模式探討」課後心得 
■教牧博士科／齊一仁

  目前為亞特蘭大華人基督教會北堂中文牧師

很感謝神，在我牧會十二年之後，感到需要停一下

牧會腳步，重新在神面前尋求牧會的異象時，竟然能

上到這門課，從第一堂到最後一堂，我每堂都滿心感

恩所聽到的內容，心裡訝異神似乎知道我現在的處境

與需要，好像這門課就是為我量身打造設計的。

我在1995年開始使用板橋福音堂的陪讀教材帶領大

學生，當時曾經親身經歷陪讀所產生的效果，親眼看

到四代門徒的產生。從2003年由學生工作轉到牧會

事奉，專心投入講道、主日學教導與團隊建造、婚姻

危機處理等事工。教會雖然有二十多個團契，但是，

已經沒有太多心力投入團契的牧養與照顧。有時會思

考如何轉型為小組教會，但是，都因為負擔在忠心傳

講主道，就對小組教會的異象沒有深入的去尋求。但

是，這次我要轉換事奉的工場，我的職責是可以專心

的作牧養團契的事工，我很感謝神，讓我在投入新的

事奉之前可以從這門課得到幫助。

這門課有四個模式的介紹。首先是台中旌旗教會蕭

祥修牧師的門訓模式，透過成長班、門徒班、領袖班

及E1,E2,E3的營會，培育出新的小組長開始新的外展

小組。強調聽與作同步進行，強調門徒訓練的牧養現

場經驗，破除傳統信徒聽多年而不敢作的困境。

其次是浸信會慈光堂李慎政牧師介紹雙翼系統，他

特別強調如何破除以前不敢「作人師傅」的見證，神

轉變他，開始有勇氣「作人師傅，作主門徒」，讓

我很受感動。其次，他的一句話很觸動我的心，「作

雙翼雖然辛苦，但是，作雙翼之後，牧師『變得很

幸福』。」能帶出門徒，能有同心的同工，且與牧者

當頭棒喝式的提醒 上帝的道能否傳遞

何傳遞，亟需仰賴一

乘

來

，若

一個

的

那

定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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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學年需要 

八月份收入
 

八月份支出
 

八月份差距
 104學年度 104學年度 

累計收支差距
   （預估）        累積收入   實際支出

經          常           費 70,600,000   3,034,156   4,359,377  -1,325,221   4,871,337 10,303,539  -5,432,202
學   生   助   學    金   3,700,000        48,500      207,397     -158,897      187,847      207,397       -19,550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40,000        37,400        85,571       -48,171        37,800      142,191     -104,391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5,860,000      447,378      270,195      177,183      534,281      583,895       -49,614

合                         計 82,500,000   3,567,434   4,922,540  -1,355,106   5,631,265 11,237,022   -5,605,757

 興建費用 八月份奉獻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750,000,000 5,923,600 182,142,042 -567,85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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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資   培   育 每年需要 3,600,000 元

減少用紙∣收閱中文電子版《華神院訊》

謝謝您收閱中文院訊印刷版。為減少砍伐林

木，保護森林，若您也想一起為環保出力，誠

邀您從下一期開始，改為收閱電子版院訊。感

謝您為保護地球出一分力！

您只需將以下資料 E-mail 至 info@ces.org.

tw，從下期院訊開始，您便會收到電子版《華

神院訊》。

姓名、華神之友編號、聯絡電話、E-mail
□ 我欲收取華神電子版院訊。

□ 我可自行上網瀏覽，請暫停郵寄。

《2015台北研經培靈會10/5～7舉行》
2015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即將於10月5～7日假台北基

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此次主題為「虛擬的世

代•真實的門徒」，邀請的三位講員均為一時之選。

下午研經時間分別為本院神學碩士科主任周學信老師

主講「後現代門徒與跟隨耶穌」、「後現代門徒與消

費主義」、「後現代門徒與虛擬世界」及基督門徒訓

練神學院王良玉院長主講「你要如何跟隨耶穌（太16
章）」、「你要如何服事耶穌（林後4章）」、「你

要如何迎接耶穌（彼後3章）」；培靈時間則為本院

研發部部長吳獻章老師主講「從逃避到順服的門徒—
約拿」、「從破鏡到重圓的門徒—何西阿」、「從被

擄到歸回的門徒—但以理」。歡迎華神之友、教會同

道與弟兄姐妹踴躍參加屬靈聖筵。相關問題請上網

www.bible.org.tw查詢，或聯絡0936-543-295。

《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
「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將於10月5日（週

一）上午9時至下午5時假華神六樓禮堂舉行，期望透

過基督徒網路工作者之分享，讓牧者們了解最新網路趨

   11 ／ 2 （一）           11 ／ 3 （二）          11 ／ 4 （三）

09:00 向保羅學習如何面對 把人類學實際應用於 教會如何面對現代

10:30 福音與文化的衝突 福音與文化的衝突 「多元性別」的問題

10:30
10:50  

休     　息

10:50 宣教中如何處理 普世宣教新模式 如何面對

12:20 與中華文化認同的問題 ──從短宣談起 非基督徒的世界觀

中 午  休     息

14:20 回應： 回應： 回應：

15:50 中國事工再思 台灣教會短宣再思 跨文化宣教再思

15:50                        
16:20   

Q ＆ A
      

16:20  總     結16:50
     

2015戴紹曾博士講座－

「從宣教人類學看福音與文化」

11/2～4舉行

2015戴紹曾博士講座－「從宣教人類

學看福音與文化」將於11月2～4日假

中華福音神學院六樓禮堂舉行，特別遠

從美國邀請三一福音神學院宣教與人類

學教授皮雷斯特博士（Robert J. Priest）
主講六堂專題。9月1日起受理網路報

名，免費入場，詳細時間與內容請見華

神網站。聯絡：（02）23659151分機

219仵主任、分機212許主任。

勢，從而提高教會及信徒對資訊的敏感度，亦讓眾人了

解不同單位基督教網路工作之概況、熟悉可用之基督

教網路工具。請已報名者，屆時留意時間、準時赴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