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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

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祂憐憫我們。耶和

華啊，求你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到極處。我們被那些安逸人

的譏誚和驕傲人的藐視，已到極處。」（詩一二三）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

律法。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

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加六1-5）

潘霍華在《團契生活》四章討論信徒的服事，有兩種服事給筆者很

大的提醒：一是擔當別人的重擔；一是學習聆聽別人。

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保羅在加拉太書提示教會整體的責任；也沒有忽略當事人個人的責

任。一方面「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六2）；另一方面「各人必

擔當自己的擔子」（六5）。無人能倖免於過犯罪惡的，幫助犯錯的

肢體回轉及改過，是教會整體的責任。在團契（教會）生活中，堅

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的人，沒有人永遠是剛強的，總有需要別人

扶持的時候。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加六3）若有人

認為自己比別人剛強，這是自欺，因為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罪惡與

軟弱。自以為是的人，就不具同情心或同理心；相反的，若深刻

體驗到自己也會軟弱犯錯，就能以溫柔、謙卑對待別人。

加拉太書六章二節的「重擔」與五節的「擔子」有不同的涵

義。第二節的「重擔」是指一種難以承擔的重壓，需要別人一

起來分擔；第五節的「擔子」則是指個人需要承擔的責任，就

像旅行者需要負責自己的行李或背包，無論是現金、護照與機

票一定是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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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多年前曾與團契十位弟兄姊妹去歐洲旅行，

外子的外甥女也同行，她雖然只有十三歲，身

高卻已經一百七十公分。年輕人喜歡用帥氣的

背包，但由於這趟是自助式旅行，大凡舟車、

旅館與餐廳都要自行打理及安排，行前就勸她

攜帶有輪子的行李箱，但她一再擔保能夠背負

自己的背包。後來果然因為受不了到處奔波的

辛苦，加上逛街購物，背包越來越沉重， 後

導致手臂受傷，只好在德國幫她買個超貴的輪

子行李箱。

另一位教授的背包丟了好幾次，縱使值得同

情，由大家共同分攤他所遺失的錢財也不無可

能，但是他有自己的責任，旅途中有人借錢給

他，但回國後就要親兄弟明算帳。這趟旅程，

外甥女眼睛發炎，丟錢的教授鬧情緒，團體得

替他們分擔，大家共同合作，紓解危機與壓

力。旅程雖然辛苦，畢竟只是短促的相處，終

會結束，但教會生活卻是漫長的人生經驗。

生活遭遇挫敗時，能不計代價地分擔重擔

的，大約只有至親或好友，尤其是債務、生活

困頓等問題。信徒之間的關係就如家人、親

友，儘管分擔他人重擔不是易事，但是「只有
別人成為自己的重擔時，才表明自己是他的弟
兄」（《團契生活》，頁108）。家人就是遭逢

困難時，慷慨與你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的人。

筆者個性受家母影響，凡事低調處理，遇到

困難時都盡量自行解決與承擔。至今仍然保持

一種心態：不要麻煩別人，不要張揚自己的隱

私。一九九五年去日本教學，得了重感冒回

來，將近三個月才完全痊癒。二〇〇四年去東

馬美里教學，也是重感冒，聲音完全消失，還

得把課程教完，深感辛苦萬分。這回終於學到

功課，才覺悟到代禱者的重要性。代禱者不在

乎人數多，但是要求忠心。

每個教會或是每個家庭都有可能出現問題人

物，世上幾乎難存完美的教會或家庭。正因為

如此，教會與家庭成員的意義更顯得重要而寶

貴。潘霍華說：「信徒的一生就是要背負十字
架。基督身體的團契是要在十字架裡才得以實
現的。這是十字架的團契生活，要彼此體驗別
人的重擔。誰體驗不到，那就不是信徒的真正
團契。」（頁109）

然而，保羅也提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

子」，不但是提醒個人應當負起的責

任；也是提醒不要一味地去承受別人的

重擔。筆者思忖自己承擔的壓力不算，

仍不免有時深覺重擔壓心頭，力不能勝。此際就

很能體會保羅的心情，他受苦到一個地步，也會

覺得委屈，甚至自憐：「有誰軟弱，我不軟弱？

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後十一29）

分擔與界線
心理輔導提出「界線」（boundary）的觀

念，雖然團體中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但

是人與人之間是有界線的，心理上需要有彼與

此之區分，同時要認知不要過分背負別人的問

題。人我界線混淆，或過分區分界線，都不健

康。

基督徒因為比較有愛心與同情心，尤其是牧

職同工，因此總是無形中過多去承擔別人的問

題，忘記了界線。有些同工頗有救世主情結，

不知不覺想承擔所有人的苦難。如果覺得已經

是盡心竭力，也就需要有隱退的空間。讓對方

去承載自己的重擔，也就是讓對方直接倚靠

主，主動面對應當負起的責任。

十字架就是上帝親自承擔人類的重擔，像母

親褓抱孩子；像牧人背負迷失的羊一般。神承

載人類，以致被壓倒在地，但神堅持和人類

在一起。潘霍華認為這舉動可以用「擔當」

（forebearance）一字來說明耶穌基督的整個

事工。「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

痛苦；……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

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五十三4-5）弔

詭的是，基督雖然背負世人的重擔，卻並未被

苦難擊倒，也未困居愁城，祂反倒說：「凡勞

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十一28-30）

神的兒子受苦至死，並非要讓世人免於苦

難，而是要他們在受苦時，可以像祂一樣溫

柔、謙卑、忍耐與交托。背負重擔者成為解開

重擔者，重擔可以是輕鬆省力的，何等稀奇！

其秘訣就在於「柔和謙卑」。就像太極拳法一

般，講求身段柔軟，因為有神的愛為根基，以

致雙腳盤根有力，基座穩固，就能四兩撥千

斤，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身體若有僵硬部

位，往往成為敵人進攻的漏洞或破口。倘若硬

碰硬，以自己的想法與主見去幫助對方，急速

想去改變對方，恐怕會收到反效果。

尊重別人的自由
潘霍華說：「信徒感覺到的重擔，首先就是

他人的自由。」通常我們 容易犯的毛病是強

行將自己的形像加到別人身上，倘若相信神是

按自己的形像塑造個人，就必須容許他人有自

由。所謂的「自由」是包括一個人的本質、個

性和稟賦；也包括其軟弱和古怪行徑。

擔當別人的重擔，就必須接受別人也是神所

造的，有他自己的真實性，我們不但要加以肯

定，更因為自我的心態突破，而使擔當成為快

樂的泉源（頁109-110）。同時也提醒信徒，在

神的眼光中，自身也同樣是充滿缺點，甚至在

別人眼中，我們可能更是古怪與難纏。

《團契生活》第四章所討論的第二種服事是

學習聆聽別人。

願意聆聽的耳朵
潘霍華認為團契生活中，引以為虧欠的服事

之首，是學習聆聽對方。上帝不僅將祂的話賜

給信徒，更將祂的耳朵慷慨出借。所以學習傾

聽弟兄的話，就是作成神的工。（頁104）

有些信徒，特別是傳道人，一旦和別人相

處，往往覺得自己非要「貢獻」些甚麼不可，

或得提出些甚麼建言。其實聆聽比講話更能服

事人。很多人尋找願意聆聽的耳朵，可是在信

徒中卻不容易尋見。

潘霍華的這段話更是一針見血：

「誰不願意聽弟兄的話，很快也就不再會聽
上帝的聲音，因為就是在上帝面前他也要喋喋
不休⋯凡不能持久忍耐聆聽別人的，即使對別
人說話，也經常不對題，更可憐的是，自己始
終絲毫不察覺。所以誰以為自己的時間太過寶
貴，不應花在聆聽的事上，他對上帝和弟兄其
實也沒有時間，因為他的時間只是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所說的話和自己所作的計劃。」（頁

104-105）

作僕人的藝術
畢德生在《天路客的行囊》中，以詩篇

一百二十三篇來詮釋「服事」的態度。「坐在

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看哪，僕人的眼睛

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

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

直到祂憐憫我們。」（詩一二三2）畢德生指

出，神不是在我們累到不能動時，供我們差遣

的僕人；神也不是當我們因裝備訓練不足時，

碰到解決不了的生活難題時，提供服務的專

家，而是讓我們參與祂救贖的生命。（《天路

客的行囊》，頁72）

馬可福音中，門徒的表現實在很漏氣，每當

耶穌才剛預言祂將受難，門徒緊跟著就在爭論

誰為大，耶穌教導他們，願為首的，必作眾人

的用人。約翰福音中，耶穌甚至為門徒洗腳來

示範作領袖的先決條件。「我是你們的主，你

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

腳。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

所作的去作。」（約十三14-15）。主人怎麼

作，僕人也要怎麼作。假如學會了作僕人的態

度，伺候神（而非利用神）像伺候主人，那麼

很自然地也會服事人。

稱職的僕人使女
說到稱職的僕人，令人想起聖經中一對稱職

的僕人、使女：列王紀下第五章乃縵妻子的使

女與乃縵自己的僕人。乃縵長大痲瘋，服事他

妻子的使女雖是戰敗國的俘虜，但是仍表現出

忠心耿耿的服事態度，不但了解主人的痛苦，

更願分擔主人的難處。

乃縵自己的僕人更是表現傑出，簡直是一位

優秀的心理輔導員與調停者。乃縵認為大馬色

的清澈河水比不上污濁的約旦河嗎？但是乃縵

的僕人提醒他，究竟面子重要還是身體得醫治

重要？試試無妨，反正乃縵沒有任何損失。乃

縵接受僕人的建言，結果身體得到完全的醫

治。這位僕人與使女都只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角

色，既不是軍師，也不是參謀，但是他們愛護

主人，知道主人的需要，並且善於把握機會，

只講了一句話就給主人帶來很大的益處。

主人要求僕人的是一對願意聆聽的耳朵，和

一雙靈敏的眼睛。好的輔導者不是滔滔不絕，

或高高在上地提供專業知識與技巧，而是以謙

卑束腰，卑躬屈膝，為人洗腳，安靜、專心地

聆聽，在被動中等候時機。林道亮院長曾說，

呼求的人才幫助他。陪伴者、分擔者不需多

話，卻是需要等候時機，尊重對方的自由，包

括等候對方覺得需要接受幫助的時機。

詩篇一百二十三篇從被敵人藐視與譏笑（3-4

節），過渡到自由的境地與全新的服事態度

（1-2節），由被敵人踐踏的奴隸，轉化成為服

事神的僕人，在一位滿有憐憫的神管理之下，

恰當地運用自由。畢德生說：「我從未聽見一
個基督的僕人抱怨受到主人壓制，我從未聽見
一個基督的使女抱怨她在服事中所受的限制太
多。基督的僕人是世上最自由的人。」

（《天路客的行囊》，頁77，80）

本篇是2015年九月學前靈修會的講章濃縮。完整

的全文請見2015年底新書《你在何處牧羊》（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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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期待上这门课程，特别是由卡内基训练

台湾的执行长黑立言讲师来主讲，加上在教会

管理上颇具经验的张复民、陈志宏牧师，以及

吴英宾监督从旁辅助，注入许多牧会的经验，

使课程更丰富实用。谢谢老师们，你们的谦卑

让我们学习到课程以外的宝贵功课。

第一天上课 大的收获是主持创新会议。这

对有小聪明又急性子的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课，学习先聆听！正如圣经所说：「快快的

听，慢慢的说…」。好好聆听，可以提高同工

们的参与感，一参与就有归属感。当然，若同

工们乐意提供宝贵意见，教会就不怕去面对各

样不同程度的挑战。当我明白如何主持创新会

议后，同时亦发现这技巧可以使用在每日的工

作上，不管是约谈、主持会议都可适当运用创

新会议里的绿灯红灯。

在第二天课程则学习职位绩效的制定，以及怎

样根据工作绩效表来跟进、督导工作进程。这非

常重要且实际。我身为教牧团的领导，在这具有

一百三十三年历史的教会（ 四十多间堂会的宗派

教会）至今仍未有教牧同工的工作绩效表，更没

有绩效管理的流程管控。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怎

样才算好？如何确定？正因为没有设定清楚、明

确的绩效目标，以致教会无法衡量目标达到的程

度。因此，我当下决定，要立即着手制定符合教

会、个人、同工整体的愿景与目标。

第三天课程则学习到授权的功课。我爱教会，

更视教会为自己所生养的孩子。身为领袖， 怕

的第一是找不到接班人，另一个则是与日剧增的

工作量和压力。若分不清分派与授权的话，很容

易崩溃。从这课程里，学习到授权该注意的事项

和步骤。授权后如何领导？授权与分派工作的分

别。我必须要操练这个重要的功课。

整体来说，我学习到如何自我领导，凡事从正

面、积极的角度去欣赏同工，并加以赞赏；学习

每天透过与同工个别有高质量的分享沟通，使他

们更加自信，进而达到共识，愿意齐心完

成组织的目标；学习到流程管理，运用较

科学的方法，准确地、按部

就班地、在预定时间内达成

目标；学习有效的沟通可

以减少误会，同时可以领

导同工同心参与；培养同

工有效地自己解决问题，并从中培养

同工的责任感和潜力。

「书到用时方恨少」是牧会中常有的感觉。

即使自学，速度却永远追不上会友各式各样

的需要。我深知自己的软弱是需要压力和督

促……因此牧会两年，达到教牧博士班试读标

准时，就快快报名上册。从释经讲道、教牧关

顾到事工应用，每个寒暑假丰富的课程，成为

令人兴奋、期待的事。

然而不论在牧会或是协谈，面对会友各式

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危机与苦难中的人与

神密契的关系，以致于有属天的眼光及稳固的

信心来面对各样的挑战，永远是根本之道。但

是，教牧辅导与灵性建造如何整合，如何将属

灵光景不同的人藉由灵修的操练，建立属灵生

命的根基，使受苦者经历苦难后，能如同乔布

所说：「我从前风闻有祢，今日亲眼见祢。」一

直是我和带领同工服事中 大的关切和目标。

本课程如同其简介所述：「……尝试建立心

理咨商与灵修指导之间的桥梁，让有基督信仰

的人能带着自己的心理问题或生命困境来到神

面前，并从神的同在与圣灵的安慰感动中获致

心灵的出路。」这样的出路不只对受苦者，

对牧者在关顾陪伴中，都是真正的

盼望和确据. 然而， 灵

性的范围既

深且广，属

灵的操练博

大精深，如何

汲取其中的智

慧并具体落实？

课前阅读便是

初尝心灵飨宴的

开胃菜，在历代

灵修大师各样路径

中漫游，并四十天

归心祈祷确实的操

练，已然是一大丰盛

的体验。然而课前作

业更实际的帮助我们

检视自己服事中的缺

乏与困境，使我们不得不带着谦卑受教的心，

并更深的渴望来学习。课程中，学养与经验丰

富的老师们带领所有牧者一窥灵修操练的堂

奥，除了透过林玮玲老师，藉圣方济一生面对

处境与自我的挑战和经历，体验自然灵修中的

安慰与医治；赵慧香老师带领我们思想咨商中

的灵性议题与成长目标；在周学信老师讲述灵

修神学那经历世历代粹炼属灵传统的宝藏中穿

梭寻访，体会属灵旅程的多样与丰富，并挑战

着牧者自身的属灵生命与面对灵性的黑暗：

后，钱玉芬老师藉由传统灵修仪式，引领我们

回顾生命中的创伤与艰难，初体验了洗涤净尽

的历程， 后师生一同学习如何将此应用在牧

会情境与辅导协谈的回响与激荡中结束课程。 

我们也带着满满的丰盛与盼望，一如过往的回

到服事的岗位上继续为主效力。但与来之前所

不同的是，这个服事的器皿—传道的人经历了

洗涤和更新，心中对神有着更深的渴慕与盼

望， 对服事有更多内在的动力与智慧。而对牧

者的呼召，有更深的确据与把握。上完课，真

正的挑战才开始，如何在教会与服事中落实所

学，课后作业再次督促我们进而思

考具体可行的作法与果效的检视，

不只达成学以致用的学习目标，

服事的生命亦再一次经历重塑与

              将学习内化成为事奉的智能。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

我羊的牧人，使牠们得以躺

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

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

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

医治。」(结三十四15)苦

难可以击打信心，使人离

开神，苦难可以是契机，

引人更认识神、更经历

神、更信靠神，灵性咨

商是藉诸般的智慧，使

人得以在苦难中，与主面对面，

得见荣耀的盼望，我为神藉由华神教牧博士班课

程的规划与安排，以及老师们戮力尽心的教导，

使我在此领域有更深的学习与更新向神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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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神扩校第一期建
设工程所需经费约
七亿伍仟万元，现
有扩校基金一亿伍
仟二佰万余元，请
您举起代祷的手与

我们同工，相信在天上的父必供应我们
所需，丰富的预备。

与
华
神
华
神
相
遇
相
遇

■电脑中心主任
    蒲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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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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灵命、学识、事奉三育

四十多年神学耕耘‧校友结实累累

2016年各地场次如下：
高雄 4月02～03日 高雄七贤国语礼拜堂／周学信老师

台中 2月27～28日 台中活水浸信会／周学信老师
 3月05～06日 台中重庆教会／胡维华老师
 3月26～27日 台中客西马尼行道会／何世莉老师
 4月02～03日 台中西屯礼拜堂／胡维华老师

台北 3月18日 华神／曾劭恺老师

擴校進度

10月26日收到教育部「私校咨询审议

会议」的会议记录及决议。除财务需

再做说明外，已原则同意我方设校。

10月29日我校已将财务运用计划回复

教育部。目前等待教育部核发通知，召

开「大学设立及停办审议会议」。这是

教育部立案核准的最后一个流程，会

议通过后，即可获得教育部立案正式

核准。请大家代祷，希望年底前能获

得立案核准。明年第一季完成地目变

更及工程发包，第二季正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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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年

7亿5000万元万元
文教大楼

校园景观

宿舍建筑

大教堂

目前1 亿7600万元

由中华福音神学院所举办的「第一届基督徒网络应

用研讨会」已于今年十月五日在华神礼堂举行。本次

研讨会报名非常热烈，有近三百人共同参与。十二名

讲员来自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在短短一天当中，

针对教会所关心的各种信息议题，带来简短却有力的

分享。本次研讨会上午包含「信息安全」、「注意力

危机」、「新媒体」及「电玩与福音」等四个趋势专

题，下午则邀请八个基督教网络事工单位来作事工分

享，让教会了解手边可运用的基督教网络资源。

华神之所以会举办这个研讨会，原因有二：第一是网

络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再只是一个应用工具，更成

为人生活的一部份。教会信徒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应掌

握相关趋势，善用因特网的功能，才能在信徒造就及传

福音的事工上，事半功倍，达到更好的果效。

第二是因为学校看到很多教会希望能在网络应用上

有所发挥，可是却不知该如何开始？其实基督教的网

络工作发展，已有一定的规模，教会如能与现有机

构彼此连结，分享资源，是可以很快速的参与网络事

工。所以本研讨会期望透过基督徒网络工作者的真

实分享，让牧者们更多了解 新的网络相关趋势，进

而提高教会及信徒对信息的敏感度。同时透过不同网

络事工单位的简介，让众人了解基督教网络工作的概

况，以及熟悉手边可运用的基督教网络工具。

浅谈网络资安与社会责任
自从1995年因特网正式开始后，人们的依赖程度愈

趋严重，可是信息安全便成为使用网络的一大隐忧。

很多这些资安事件，都导因于人为疏失，或程序的

漏洞所造成。网络黑客由个人演变成组织，甚而有政

府、国家机关等专业团体，让人防不胜防。

若要提升信息安全，用户首先应仔细阅读网站个资

存取保密细节。若是免费的服务，用户须为自己填入的

个资或刊登的文章负责任。另外，也当定期更新应用软

件，所有正牌的软件或硬件商都会定时发表各自的漏洞

信息。而个人基本防护如防病毒软件，或是教会基本对

外的防护如防火墙、入侵防护系统（IPS）等都不可或

缺的工具。当教会没有相关信息人员时，则可倚靠外部

专业人员，依据教会网络架构及使用者状

况，规划合适之网络资安设备。当设备被

侵入时，才可以对系统做全面性检查，

了解侵入者路径，将损失减到 少。

注意力危机--2015年的数字新挑战
所谓2015年的数字新挑战，也就是注意力危机。大

量、丰富的信息消耗接收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注意力

的匮乏，也造成人们必须有效率地分配注意力，藉以

处理过多的信息。两次的注意力危机。第一次是1995

年因特网与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候，第二次约在2005

年，当社群媒体与行动装置开始盛行之时。时至今日

每天有超过两千个手机APP上架，每分钟有超过72小时

的影片上传至YouTube，脸书上每位用户平均每天会看

到1,500则动态消息。对使用者而言，内容已不再重

要。什么能抓住使用者的注意力，才是现在的王道。

「入侵思维」 (The Hacking Mindset) 是现在普

遍获取注意力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不破坏现有

规则的前提下，去改变现有沟通的方式。故事、广告

或是产品的设计者，必须要去了解现在用户的思考模

式。过去用户属于理性思考模式，他们会先去想，再

去感觉，当一切都对了才会开始行动。但现在则比较

偏向感性思考，只要感觉对了就开始行动，等都做完

了才去思考。一个好的设计者，如果能抓到用户的思

考模式，便能制造出一个符合时代的产品。

新媒体－迷思解构
教会机构面对新媒体时，常有几个迷思，首先是 

「拆台恐惧症」。我们总是怕别人来拆台，因而害怕

使用，不妨用一个更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挑战。至于负

面响应，不管我们是否使用新媒体，都一定会有的，

但有时也是一个我们牧养与见证的好机会。在我们自

己的平台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响应空间，也可以创

造出更多的牧养空间。另外一个迷思则是：「我们不

懂技术」。虽然教会、机构的信息人员很缺乏，但其

实现在的平台已经非常简单建置，所需的技术门坎已

非常低。技术人员的角色固然重要，但真正的管理者

比任何技术人员则更能明白机构/教会的异象。用户才

是事工的重点，而新媒体就是为所有人所设计的。

不管是网络异端、微信宣教、大数据VS小数据、教

会名录、网络教学、原文圣经工具等，场场精彩，也

让与会者知道相关基督教网络工作的概况，明白手边

可以运用的资源及工具。华神相信网络已成为这世代

不可能不去碰触的工具，满足教会的需要也是达成我

们「回应时代议题」之异象。

研讨会录像: http://www.ces.org.tw/event/201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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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项                         目 全学年需要 十月份收入 十月份支出 十月份差距
 104学年度 104学年度 

累计收支差距
   （预估）        累积收入   实际支出

经           常           费 70,600,000   7,014,479   4,597,209   2,417,270 21,696,503 19,116,972   2,579,531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288,222      549,328     -261,106   1,555,419      788,185      767,234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67,200        59,660          7,540      160,900      343,309     -182,409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716,878      567,896      148,982   1,616,712   1,247,758      368,954

合                          计 82,500,000   8,086,779   5,774,093    9,312,686  25,029,534  21,496,224   3,533,310

 兴建费用 十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275,330 152,975,826 -597,024,174

 神已将桃园县八德市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费用。

师      资      培    育 每年需要 3,600,000 元

《2016华神招生》
海内外招生自2016年2月15日至4月11日，受理网络报

名。招生科别包括道学硕士科（神学组、教牧组）、

圣经硕士科、教牧硕士科（都会区教牧事工）、职场

事奉硕士科、基督教研究证书科等。相关报考资格、

考试科目请参首页学院手册。

2016年新增学制：

一、扩编「研究硕士科职场宣教组」为「职场事奉硕
士科」（Master of Arts in Marketplace Ministry）

华神自2011学年设立「研究硕士科职场宣教组」，

五年来累积许多经验。为了因应职场的广大需要，见

证福音、转化台湾社会，学院自2016学年起，将该组

扩编为「职场事奉硕士科」，课程设计将更多元、丰

富，以装备在不同职涯阶段，有心响应主呼召的门

徒，成为时代的工人。

二、增设「教牧硕士科」（Master of Ministry）

二十一世纪，是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无远弗届的计

算机、网络彻底地改变人的生活，世界经济牵一发动

全身的特性，使得全球化与独特性之间的挣扎与摆

荡，成为所有生活经验的共同背景。 

今日的教牧事奉因此益发重要，教牧人才需具备的

专长与技能也更包罗万象。华神为因应这些变化，新

设了「教牧硕士科」，相较于现有的道硕教牧组（三

年制）通才式的训练，教牧硕士（二年制）将提供专

才的训练，使学生在特定的教牧情境中能发挥 大的

影响力，成就神国的工作。 

二十多年来，台湾都会区的教会有许多成长与突

破，在开拓、植堂、牧养、关顾、社会参与、宣教上

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因此华神成立教牧硕士的第一

个主修为都会教牧组（Master of Ministry in Urban 

Ministry），未来将有其他主修。这个学程将与行道会

合作，共同设计课程，结合双方的心得与成果，彼此成

全，期望为台湾未来都会区的教牧人才培训开创新局。

《2015下学期硕士学分班新课程出炉》
中华福音神学院下学期硕士学分班精心挑选了十门课

程，欢迎教会弟兄姐妹把握选读优质神学课程的机

会，错过可惜！首次报名截止日为2016年2月15日（周

一）、一般选课截止日为2月19日（周五），受理划拨

缴费自2月1日（一）起至2月19日（五）止。报名选课

网址为http://goo.gl/forms/ZigusSI7Sb，并请留意

上课日期。

《重症与安宁病患临终关怀训练课程初阶》
由华神教牧中心、基督教史怀哲宣道会合办，华神校友

会协办的「重症与安宁病患临终关怀训练课程初阶」将

于105年1月18日、1月25日（一）上午9:00至下午17:00

举行。对于临终病人与家属的灵性照顾，愈来愈成为

教牧同工不可忽略的事奉之一。我们这次从「与末期

病人的床边对话」、「哀伤疗愈」、「安宁疗护基本

法规」、「弥留病征」、「生死学概论」、「癌症的疼

痛控制」、「心灵碰触心灵」、「末期病人的灵性关

怀」、「医院的宗教礼仪」、「从事关怀者的自我保

护」、「安宁疗护面面观」等核心内容起始，期待建立

起对长者与家属临终关顾的全面性眼光，或许也藉此

不但安慰了患者、也鼓舞家属有仰望永生救恩的盼望。

讲员有邱仲峯医师、胡瑞芝博士、陈今在牧师、陈志宏

老师、赖允亮教授、蔡若婷医师、蒋宝玲牧师等共同授

课。请传真至（02）2365-0225华神校友会或E-mail︰

alumni@ces.org.tw报名。费用为新台币1,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