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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龙台平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

漠开江河。」（赛四十三19）

法国最著名的地标建筑，除了巴黎铁塔及凯旋门

外，就属罗浮宫博物馆的金字塔玻璃建筑。此金字

塔系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明所设计，当初提出此设计

时，在法国引起极大的争议。保守派的人攻讦此设计

会大大破坏法国传统的艺术及建筑文化，质疑现代的

玻璃造型怎可能与历史悠久的欧式建筑相搭配。但自

1989年完工后，它逐渐被人接受，时至今日它已成

为法国引以为傲的地标建筑，每年游客数量从三、

四百万人剧增到八百万人。当人撇弃成见时，传统与

创新之间的突兀就转变成了令人激赏的独特性。

每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总会有许多反对的声浪。

反对者未必经过客观的分析与比较，而是受惑于主观

的意识形态，或害怕新事物挑战自己既有领域而导致

的地位滑落。这种不安全感使其拒绝去了解或接受挑

战自己的新事物。耶稣出来传道时，对于旧约圣经提

出了新的解释与内涵，与那些宗教领袖所教导的截然

不同，他的话语带着权柄，以至于老百姓都跟随耶稣

去了。对于那些维护自以为是的传统，并藉此传统维

系地位与声望的法利赛人来说，耶稣成了他

们的眼中钉，因此丑化耶稣的教导为离经叛

道，蛊惑人心，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

在此并非要否定传统的价值，而是要界定什么能

变，什么不能变。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耶稣基督的救

恩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承传下来一直没有改变，这是

基督教的传统。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潮流的改变，

传福音的方法与工具则必须适应时代而做调整，这是

创新。华神所教导的神学课程，目的是认识圣经的核心

价值与真理，而实践课程则是因应当代教会生态的需

要，以有效的方式宣教与栽培信徒。我们不能在真理

上随意创新，同样的也不应在实践上墨守成规。

在新的一年里，华神将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原则下，

继续以创新的精神来提升华神的教学质量与管理效

率。为了更有效的推广神学教育，在2015年已开始新的

尝试，包括开办学分班，以及在许多地方设立分校，或

与当地神学或福音机构合作办校。今年将继续推动与

城市大教会合作，开办适合教会情境的神学教育，使

学院式的神学教育更能契合当地教会增长的需要。

加入教育部成立基督教神学研究院仍将是 2016年

的主要工作，这是华神往前迈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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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彼后一13-21 

■专任教师／曾劭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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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神展开了新的视野、新的展望。教育部的立案审

核预计在第一季度可以完成，与此同时工程招投标及

地目变更可望同步进行。第二季度则可以正式破土兴

建，预计于 2017年年底完工，2018年秋季顺利招生。

有人担心加入教育部体系会有损于华神的优良传

统，而对扩校采取消极或观望的态度。的确这是一个

很大的转变，在内政部之下的财团法人运作多年没有

任何滞碍，而转到教育部之下则为一个相对陌生的体

制，对于华神使命的达成是否会有阻力应该审慎的考

虑。在新法人的章程里（经教育部核准），我们很清

楚的说明设立基督教神学研究院的宗旨是强调学识、

灵命和事奉三育并进的神学教育。因此在招生、学

习、及毕业等关卡将会以此三育要求严格把关，以确

保达到华神学校法人的宗旨。此点亦曾征询教育部官

员，本院既为基督教研究学院，必尊重我校的设立宗

旨与宗教传统。我校过往坚持的圣经核心价值必不会

被打折或妥协，这是我们设立新校的底线。

台湾神学院每年的毕业生，远远不敷教会成长的需

求。以目前教会每年增长５%的会友估算，一年需要增

加约六百位传道才能满足需要，而每年正规神学院的

硕士毕业生只达其六成左右。华神一期扩校满载后，

每年可增加六十位毕业硕士，二期完成后，可增加到

一百二十位，对于传道人的空缺，会有所帮助。因应

此需要，师资的培育也是刻不容缓的事，目前在培训

的师资有六位，在新校营运前皆可完成博士学位，届

时师资阵容将增为现有师资的1.5倍。

新校的设立将使我校发展的帐幕更能扩张，毕业生

服事的禾场更为宽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台湾

的中小学教授生命教育课程，或大学的通识课程，使

华神的影响力触及时下被不良社会风潮影响的下一代

年轻人。加入教育部，联合其他基督教研究学院，

可以在部内联合发声，影响教育部对于公共议题的立

场（如多元家庭问题）。由于较为严格的师资升等要

求，我校的学术水平也将有所提升。

对于一所四十五岁的福音机构，变革不是容易被接

受的。人们习惯生存于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既有模式

（paradiam）里，因它可以提供人安全感（confort 

zone），而创新带来的改变则是风险与挑战。耶稣为

了辨明真理，勇于挑战当时的宗教传统，将神的律法

从石版移到人的心版，以圣灵取代文字的律法以至于

成全了律法。但愿华神的老师同工们刚强壮胆，凭着

信心过约旦河，靠主争战，得到那为我们预备的佳美

之地。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

橛子。」（赛五十四2）

引言：终末的盼望
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殉道前的遗书。在书信中，他

情辞迫切地写道：「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
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
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
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
事。」（彼后一13-15）

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事」包括许多主题，但

都离不开主耶稣再次降临的盼望。这至少有两个比较

明显的原因。第一，当时基督徒已经开始受到罗马帝

国的逼迫。基督徒在患难中需要思想将来的盼望。在

保罗写罗马书的年代，基督徒已经开始遭受迫害，

但规模比较小。当时保罗安慰罗马的信徒，说基督徒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
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又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
足介意了」、「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
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
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彼得后书的年代，基

督徒正开始遭受大规模的迫害，远超过罗马书的年

代，因此彼得在遗书中最挂念的，就是指向将来的盼

望，以安慰患难中的信徒。

第二个明显的原因，就是彼得自己死期将近。很奇

妙地，基督徒面对死亡时，末世的盼望经常如同近

在眼前，触手可及。十七世纪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一辈子体弱多病，数次濒临死亡，

因此他的著作有强烈的末世导向。他说自己「是个垂

死之人，对垂死之人传道」，并且劝勉信徒「不要盼望

自己能够长寿；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样，时时意

识到自己明天可能就会被主接去了」。他流传后世的

成名作，书名即为《圣徒永恒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清教徒文学家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巨着《天路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幕，主角

基督徒的朋友坚定先生（Mr. Standfast）到了约旦河

边，准备渡河。约旦河象征死亡。坚定先生说：「这条

河对许多人来说是恐怖的；的确，想到它的时候，我也

经常会害怕……。这里的河水对于舌头是如此苦涩，

对于肚腹如此冰冷；但当我想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以

及彼岸等候我的众圣徒，这念头就像炙热的火碳放在

我的心中。」基督徒面对死亡时所活出的盼望，的确无

比荣耀。主耶稣此时已经指示彼得，他殉道的日子将

近，因此那荣耀的盼望也向彼得迫近，以致他如此迫

切地与信徒分享这盼望，以坚固患难中的信徒。

圣子再临的威荣
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
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
是亲眼见过祂的威荣。」问题是，彼得什么时候见过

基督属天的荣耀呢？约翰被放逐到拔摩群岛时，在异

象中见过主耶稣升天后的威荣。彼得在地上时，固然

见过复活的主耶稣，但似乎主耶稣在升天之前，都仍

未完全彰显祂那使圣洁的老约翰扑倒在地、几乎要死

的威荣。而彼得在地上跟随主耶稣的年日，圣子的威

荣都被奴仆的形状、人的样式隐藏起来。彼得什么时

候见过圣子的威荣呢？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一度向彼得彰显属天的威

荣，就是在登山变像的时候。彼得说：「祂从父神得尊
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祂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祂在圣山的时
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后一17-18）

马太福音十六章结尾，耶稣说：「站在这里的，有

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要看着人子带着祂的国降

临」。到了十七章，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

个门徒上了高山，让他们看见人子带着祂的国降临的

样式。那里记载，「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像，脸

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摩西和以

利亞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

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

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用卑微的形状隐藏祂的

荣耀、用十字架的羞辱隐藏圣子的威荣，完全出于祂

的主权。祂随时可以变回威荣的样式，但为了使卑微

的罪人能与祂同得荣耀，祂甘愿走上各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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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十七章与二十七章提到了两座山──变像

山及各各他山。我的朋友Mark Jones在他的新书《认

识基督》（Knowing Christ）当中解释了这两座山的

平行对比，即基督威荣与降卑之间的对比。

不过，我们可以先从摩西及另一座山讲起。当年在

西乃山上，摩西求见神的面，但耶和华告诉他：「你

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罪人不

能承受上帝脸面的荣光，见的日子必定死，就连摩西

这伟大的圣徒也不例外。因此耶和华的荣耀在摩西面

前经过的时候，祂把摩西放在盘石穴中，用手遮掩洞

穴的口，等祂经过后再把手收回，让摩西可以透过那

小孔窥探耶和华的后背（参出卅三章）。

摩西活着的时候求见耶和华的面，但他的祷告没有

蒙应允。后来摩西在主里安息了，沈睡了一千几百

年，突然有一天被神召唤回地上。他在西乃山上所求

的，在变像山上蒙应允了，得以在道成肉身的人子脸

上看见圣子上帝威荣的面。彼得被耶稣带到山上，也

得以见到圣子的威荣。

我们注意到变像山与各各他山的对比。在变像山

上，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在各各他山上，耶

稣赤身露体，祂的里衣外衣都被兵丁撕碎，拈阄分掉

了。在变像山上，耶稣有摩西及以利亞随侍左右，与

祂说话；在各各他山上，在耶稣左右钉着两个强盗，

用恶毒的话讥笑祂，直到其中一个强盗不知如何悔改

了，求基督得国降临的时候记念他。在变像山上，父

神用慈爱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在各各他山上，「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

苦」（赛五十三10）。

这两座山之间还有一个对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

上。在变像山上，彼得曾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在

各各他山上，彼得却不见踪影，好像是在说：「我不

在这里真好！」当初彼得信誓旦旦对主说：「就是别

人都不认祢，我总不能不认祢。」但鸡叫以先，彼

得果真三次不认主；在各各他山上，约翰仍陪着主耶

稣，彼得却不见踪影。

但我们的主真是满有恩典。祂复活以后，彼得怎

样三次不认主，主就三次引导彼得说：「主，我爱

祢！」耶稣也肯定了彼得的爱。约翰记载，耶稣对彼

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

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

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

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

就对他（彼得）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再次跟从了耶稣，成为饱经忧患的使徒，过了

三十年，耶稣指示彼得，说他殉道的日子近了。根据

教会传统相传，彼得乃是头下脚上倒钉十字架而死。

这次彼得没有说「我不在这里真好」。现在对彼得而

言，能够死在十字架上真是「好得无比」（正如保罗

所言：参腓一23）。在患难当中、在死亡面前，彼得

想起当年变像山上基督彰显的威荣，想起当年怎样感

到「在这里真好」，现在他也迫不及待想要走过十字

架的道路，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降临」，再

次得见圣子的威荣。

基督晨星
彼得在17-18节追忆基督在变像山上所彰显的威荣之

后，在19节写道：「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
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还可以有两种翻译：「我们并

有先知绝对确切的话语」，或「我们使先知的话更确

切」。总而言之，彼得要告诉我们，他现在追忆登山

变像的经历，以及现在对我们陈述的盼望，是神在古

时就已经借着先知晓喻的列祖的。先知的预言「如灯

照在暗处」。

问题是，旧约有那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彼得是指

哪一段呢？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

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新译本在这里翻译得比较清楚：「你们要特别注意它

（注意先知这话），好像注意照在暗处的明灯，直

到天将破晓，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里用

「晨星」来暗喻基督的再临；启示录也用「晨星」暗

喻基督。

旧约圣经有哪些经文用「晨星」来预言基督呢？其

实并不多，比较确定的一共有两处。其中一处在民数

记二十四章17节：「有星要出于雅各布，有杖要兴于
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但这

段预言跟基督的再临没有关系。

彼得后书既然是在陈述末世的盼望，那么提到旧约

预言，很可能就是出自旧约的末世文学。「那时，保
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
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
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
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十二1-3）

但以理提到了末世的艰难，而彼得后书的写作处

境，正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世上受逼迫的年代。但以理

书十一章预言了许多地上君王的争战，在历史上都应

验了，其中有马其顿、罗马等，但最后一段，也就是

36节到十二章3节这段，但以理提到了一个「任意而

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神明」的君王。关于这位君

王的预言，在历史上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而从这段描

述看来，这个邪恶的王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从彼得的

时代一直到今天，这仇敌不断攻击基督的国度，迫害

基督的子民。但以理所领受的预言告诉我们，在基督

的民中，在有形可见的教会、有麦子有稗子的教会

中，凡名字「录在册上的」，也就是蒙神拣选的，

「必得拯救」。到了末后，死人要复活，「睡在尘埃
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
远被憎恶的」。到了那日，我们必与基督同得荣耀。

但以理说我们「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而「那使多
人归义的」基督， 「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盼望的根基：上帝话语
彼得追忆了当年登山变像时所见到的圣子威荣之

后，就引用了这段旧约先知的预言，向我们印证基

督降临的时候所要显现并且赐给我们的荣耀。他说这

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似乎在暗示诗篇一百十九

篇：「祢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

的盼望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是上帝的话语。

第20节，彼得告诉我们：「第一要紧」，或「至关
紧要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
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
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基督徒经常会把自己的见解

强加在经文上面，用「私意」来解经。彼得非常严

肃地驳斥这种作法。基督徒的盼望，取决于明白、信

服、遵行上帝的话语。正确地明白上帝话语，是「第

一要紧」的。解经的时候，必须按照文本清楚的字义

来解释，不可以照着私意强解，因为圣经当中的话语

「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
的话来。」

圣经作者不是主观地凭着自己的意思为基督作见

证。圣经作者所写下的每个字，不管是论到上帝或是

论到历史，都是出自圣灵的感动。有些学者声称，圣

经当中论到上帝真理的部份，都是圣灵感动写下的；

论到历史的部份，作者会添加自己的主见，所以圣经

的历史记载会有错误。这种理论令我感到匪夷所思。

圣经所启示的一切关乎上帝的真理，都不能与历史切

割，因为上帝是在历史当中向人显现。创造是历史的

真理；堕落是历史的真理；救赎是历史的真理。末世

的盼望是救恩历史的大结局。就连上帝的三位一体都

是借着祂在历史中的工作向我们启示出来；上帝永恒

的拣选是在道成肉身的基督里向我们显明。圣经没有

任何启示的真理可以跟历史切割。如果圣经关于历史

的记载有误，那么圣经当中关于上帝的论述也必然有

误，那么人们就可以不受上帝话语约束，「随着私意

解说」圣经。

为了确定圣徒的盼望有坚定的根基，建立在上帝话

语之上，而不是出于一己的私意，彼得告诉我们，圣

经的话语「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
动，说出神的话来。」惟有如此，上帝的话语才有可

能在这艰难的末世当中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直到基督降临的威荣向我们显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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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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月各地场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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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4月02～03日 高雄七贤国语礼拜堂／周学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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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许南盛

儿子问我：
「爸爸，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没做一些事而感到遗憾？」

儿子在长大，开始对老爸过去怎样过日子感到兴趣。

我想了想：
「有什么事没做？好像没有，我做了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你有没想过要乘滑翔翼什么的吗？」
他都没有听到爸爸的光荣史，只想知道滑 翔翼。

「没有，没有想过⋯⋯。」
父子的对话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然后他去洗澡，
我走进我的时光隧道，想跟他讲我没有遗憾的过去。

作者2015 年毕业于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跨文化研究》哲学博士，主修
宣教与布道（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Evange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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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我过去的日子很精彩，没什么好遗憾

的。虽然没有滑翔翼，年少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都做了很多。在海蝶的日子真的是什么都做，既

是歌手，又是公关、老板、宣传主任，还有唱片

策划人。在百忙中，还去配音、录广告主持节目，

而且有时间喝茶、聊天、看电影、谈恋爱、背包旅

行，还参加青年合唱团去美国迪斯尼、86年在温哥华

的万国博览会作巡回表演。年轻真的很好！二十七岁

去台湾念四年的中国文学。现在想来也觉得潇洒。可

是当时不是为了潇洒而挥挥衣袖，是真的想好地学中

文。可是学来做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想法。记得当

时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有什么远大计划，其实我就是听

取了良友的忠告：趁年轻学点东西。

二十七岁念中文系，其实也不年轻。我可是班上的

大哥，足足大我同学十岁。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为

什么要千里迢迢地来台湾念一个他们都想转调的中文

系？说来也真是奇妙，毕业后马上有机会拍摄新加坡

第一出福音电视剧，随后又受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

外国人讲华语，更担任新加坡有史以来首次推出的晨

间电视节目主持人。如果说我没有计划和野心，谁会相

信呢？但这一切真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否则，我怎会拍

了电视剧后不了了之，或只满足于兼任的教职及特约

主持人的身份，乃至后来结婚生子、念神学成为传道

人。坦白讲，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可是有遗憾吗？

婚姻虽然不是一条平顺的路，但也丰丰富富。或

许，有时你会觉得爸爸真辛苦，但就因为你们的体

贴，让我觉得幸福。有什么好遗憾的呢？现在照镜

子，还照得到那年少时对生命的挚诚，少了余秋雨所

预言：男人三十岁没有结婚就会变得自我；四十岁，

自恋；五十岁，自私！当然，这是特别针对我这种耐

不住寂寞的人，我相信有些人是适合单身的。结婚

后，当年的随性磨成后来的顺从：一步一步地跟随每

天和我耐心对话的天父。儿子，这样讲，不知道你会

不会相信我真的没有计划，没有遗憾？

或许，你还是不信。和你说说当年在教会事奉，

嗯，好像也一样。当时，没有人相信我会成为传道

人，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可是天父就是这样奇妙地透

过三年在华神的神学装备、透过以弗所书，让我心甘

情愿地投入教会。开始服事的族群是一群讲潮语的老

人，不是我选的，而是当时负责潮语部传道离开才有

机会加入生命堂的团队。一年半以后，又被调到少

儿、童幼与摇篮，同时负责教育事工和成年团

契。你说我有什么计划？那里需要就去那里。

什么恩赐、热情喜乐都不重要，只要甘心，只

要顺服。现在回想，除了甘心顺服，能让我持

续六年服事的原因是一份盼望，一份让人与人

之间能握手言欢，彼此和好的盼望。所以我们

一起在乌敏岛连续享受了两年的「一家亲」营

会，我们一起去Mt Ophir爬山……，透过这些

活动，圣灵在我们中间成就和好的工作，就是

这么单纯。可是，你相信爸爸是那种没有远大

计划，也没有遗憾的人吗？

其实， 来美国念书也一样。我能为四 、五年

毕业后计划什么吗？或牧会，或教书，那也是要

等这一站过了之后才知道。当然我有时也会想这

个，或想那个，但也知道由不得我，所以就不再

去多想了。相信天父必定一步一步带领，就像当

年亚伯拉罕被天父呼召。我想亚伯拉罕也没有

想太多，他听见了，就跟着天父走。

天父应许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

祝福。在人看，亚伯拉罕的出走一定有远大的

理想抱负。可是，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只有以

撒一子。和使女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以及和基土

拉所生的，都不算在天父的应许之内。天父的

应许并没有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实现，要到

他孙子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才稍微看以色列

支派的端倪。

亚伯拉罕没有计划，也看不到神的应许，他

只是相信。后来一代兴起，一代过去，亚伯拉

罕的福竟恩泽我们这群外邦人。天父的应许，

亚伯拉罕大国，连我们也算进去了—祂的计划

竟落实在我们身上。所以，儿子，我们真的不

需要什么远大计划，但要在天父的计划里。

嗯，要好好的跟随祂的脚步，成为天父赐福

的导管，人生就不会有遗憾。

20162016年招生年招生
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四十余年来，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四十余年来，
积极回应上帝与教会托付的使命，积极回应上帝与教会托付的使命，
以培育神国人才为己任，以培育神国人才为己任，
致力于养成人格健全、灵性成熟、立足圣经致力于养成人格健全、灵性成熟、立足圣经
且具神学思辨能力的基督门徒。且具神学思辨能力的基督门徒。

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
学制的设计有三大主轴：学制的设计有三大主轴：
培育牧养教会的「教牧人才」培育牧养教会的「教牧人才」
在工作场所见证福音、转化社会的「职场圣徒」在工作场所见证福音、转化社会的「职场圣徒」
深入未及之地、拯救灵魂的「宣教勇士」深入未及之地、拯救灵魂的「宣教勇士」

各科如下：

•道学硕士科  Master of Divinity 
•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新店学区）

     Master of Ministry in Urban Ministry 
•圣经硕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职场事奉硕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Marketplace Ministry 
•基督教研究硕士科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证书科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Studies 
•神学硕士科  Master of Theology
•教牧博士科  Doctor of Divinity

華神首頁 

报名时间：2016年2月15日至4月11日 
                   一律网络报名

相关事宜请洽：
admissions@ces.org.tw
TEL：886-2-23659151#30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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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与华神相遇》
与华神相遇台北场则订3月18日（周五）假华神六樓禮

堂举行，除精心安排3月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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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靈及学制介绍，邀请曾劭恺老师担任培靈讲员。欢

迎各教会团契、小组预留时间，踊跃自由參加！活动

报名自即日起，至3月7日截止，详情请见华神网站或

洽（02）23659151分机212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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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入教务处「招生」之报名页面，并申请

账号，依要求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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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师介绍》
华神自2015学年下学期起，聘请许南盛博士担任讲道

实习老师，许老师系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

随后担任《新加坡生命堂》传道人。2009 年按立为

新加坡长老会牧师。同年赴美国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进修。2010年获《讲道学神

学硕士》（Master of Theology, Preaching）； 

2015年毕业于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跨

文化研究》哲学博士，主修宣教与布道 (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Evangelization)。许老师

与妻子陈洁宁育有一子一女，即将开始投入华神的教

学与生活，请为他们全家在华神的事奉与生活代祷。

《教牧中心讲座～
「传道人如何因应与协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轨」》
由华神教牧中心主办、华神校友会协办的「传道人如

何因应与协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轨」教牧讲座，将于2

月22日（周一） 上午9:30～11:50举行。讲员为陈志

宏老师，他曾任台湾信义会家家歌珊堂主任牧师、监

督。为华神道硕及教牧学博士毕业，现任华神兼任老

师、教牧学博士班委员。此次的讲座希望与校友们分

享一些预防及早期发现教牧人员情感出轨与性犯罪的

具体建议与方法。一切费用全免。为准备讲义，请多

利用传真(02)23650225或E-mail︰alumni@ces.org.tw

报名。

时间：2016年4月25～27日

地点：中华福音神学院

讲员：撒拉威尔森博士（Dr. Sarah Hinlicky Wilson）
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博士，现任Institute for 

Ecumenical Research in Strasbourg助理教授，专长

在东正教和五旬节派教义研究。同时也是美国福音路德

教会按立的牧师，和美国路德论坛神学季刊的编辑。

主题：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再思马丁路德：神学洞见与教会合一的盼望

报名：自即日起至4月22日截止
            请于华神网站报名。免费入场。

联络：（02）2365-9151*212 许主任 或 *219仵主任。

林道亮博士纪念讲座

学

院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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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收入 十二月份支出 十二月份余绌
 104学年度 104学年度     累计余绌

   （预估）        累积收入   实际支出

经           常           费 70,600,000   5,882,234   4,233,481   1,648,753 32,634,655 28,062,599   4,572,056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359,984      376,341       -16,357   2,112,402   1,629,787      482,615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135,800      376,632     -240,832   1,233,250      493,566      739,684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424,053      207,162      216,891   2,395,568   1,535,596      859,972

合                          计 82,500,000  6,802,071   5,193,616    1,608,455  38,375,875  31,721,548   6,654,327

 兴建费用 十二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22,571,100 176,465,926 -573,534,074

 神已将桃园市八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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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