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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

你們豈不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路，在沙漠

開江河。」（賽四十三19）

法國最著名的地標建築，除了巴黎鐵塔及凱旋門

外，就屬羅浮宮博物館的金字塔玻璃建築。此金字

塔系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明所設計，當初提出此設計

時，在法國引起極大的爭議。保守派的人攻訐此設計

會大大破壞法國傳統的藝術及建築文化，質疑現代的

玻璃造型怎可能與歷史悠久的歐式建築相搭配。但自

1989年完工後，它逐漸被人接受，時至今日它已成為

法國引以為傲的地標建築，每年遊客數量從三、四百

萬人劇增到八百萬人。當人撇棄成見時，傳統與創新

之間的突兀就轉變成了令人激賞的獨特性。

每當一個新事物出現時，總會有許多反對的聲浪。

反對者未必經過客觀的分析與比較，而是受惑於主觀

的意識形態，或害怕新事物挑戰自己既有領域而導致

的地位滑落。這種不安全感使其拒絕去了解或接受挑

戰自己的新事物。耶穌出來傳道時，對於舊約聖經提

出了新的解釋與內涵，與那些宗教領袖所教導的截然

不同，他的話語帶著權柄，以至於老百姓都跟隨耶穌

去了。對於那些維護自以為是的傳統，並藉此傳統維

繫地位與聲望的法利賽人來說，耶穌成了他

們的眼中釘，因此醜化耶穌的教導為離經叛

道，蠱惑人心，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

在此並非要否定傳統的價值，而是要界定什麼能

變，什麼不能變。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耶穌基督的救

恩有兩千多年的歷史，承傳下來一直沒有改變，這是

基督教的傳統。而隨著社會的變遷，時代潮流的改變，

傳福音的方法與工具則必須適應時代而做調整，這是

創新。華神所教導的神學課程，目的是認識聖經的核

心價值與真理，而實踐課程則是因應當代教會生態的

需要，以有效的方式宣教與栽培信徒。我們不能在真

理上隨意創新，同樣的也不應在實踐上墨守成規。

在新的一年裡，華神將在保持優良傳統的原則下，

繼續以創新的精神來提升華神的教學品質與管理效

率。為了更有效的推廣神學教育，在2015年已開始新

的嘗試，包括開辦學分班，以及在許多地方設立分校，

或與當地神學或福音機構合作辦校。今年將繼續推動

與城市大教會合作，開辦適合教會情境的神學教育，

使學院式的神學教育更能契合當地教會增長的需要。

加入教育部成立基督教神學研究院仍將是 2016年

的主要工作，這是華神往前邁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副院長／龍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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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終末的盼望

彼得後書是使徒彼得殉道前的遺書。在書信中，他

情辭迫切地寫道：「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

候提醒你們，激發你們；因為知道我脫離這帳棚的時

候快到了，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並且，

我要盡心竭力，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記念這些

事。」（彼後一13-15）

彼得在這裡所提到的「這些事」包括許多主題，但

都離不開主耶穌再次降臨的盼望。這至少有兩個比較

明顯的原因。第一，當時基督徒已經開始受到羅馬帝

國的逼迫。基督徒在患難中需要思想將來的盼望。在

保羅寫羅馬書的年代，基督徒已經開始遭受迫害，

但規模比較小。當時保羅安慰羅馬的信徒，說基督徒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

耐，忍耐生老練，老練生盼望；盼望不至於羞恥」，

又說「現在的苦楚若比起將來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不

足介意了」、「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見的盼

望不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見的呢？但我們若盼望那

所不見的，就必忍耐等候。」在彼得後書的年代，基

督徒正開始遭受大規模的迫害，遠超過羅馬書的年

代，因此彼得在遺書中最掛念的，就是指向將來的盼

望，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

第二個明顯的原因，就是彼得自己死期將近。很

奇妙地，基督徒面對死亡時，末世的盼望經常如同近

在眼前，觸手可及。十七世紀清教徒牧師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一輩子體弱多病，數次瀕臨死亡，

因此他的著作有強烈的末世導向。他說自己「是個垂

死之人，對垂死之人傳道」，並且勸勉信徒「不要盼

望自己能夠長壽；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樣，時時

意識到自己明天可能就會被主接去了」。他流傳後世

的成名作，書名即為《聖徒永恆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清教徒文學家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鉅著《天路歷程》當中有這麼一幕，主角

基督徒的朋友堅定先生（Mr. Standfast）到了約旦河

邊，準備渡河。約旦河象徵死亡。堅定先生說：「這條

河對許多人來說是恐怖的；的確，想到它的時候，我也

經常會害怕……。這裡的河水對於舌頭是如此苦澀，

對於肚腹如此冰冷；但當我想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以

及彼岸等候我的眾聖徒，這念頭就像炙熱的火碳放在

我的心中。」基督徒面對死亡時所活出的盼望，的確無

比榮耀。主耶穌此時已經指示彼得，他殉道的日子將

近，因此那榮耀的盼望也向彼得迫近，以致他如此迫

切地與信徒分享這盼望，以堅固患難中的信徒。

聖子再臨的威榮

彼得說：「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祂

降臨的事告訴你們，並不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

是親眼見過祂的威榮。」問題是，彼得什麼時候見過

基督屬天的榮耀呢？約翰被放逐到拔摩群島時，在異

象中見過主耶穌升天後的威榮。彼得在地上時，固然

見過復活的主耶穌，但似乎主耶穌在升天之前，都仍

未完全彰顯祂那使聖潔的老約翰撲倒在地、幾乎要死

的威榮。而彼得在地上跟隨主耶穌的年日，聖子的威

榮都被奴僕的形狀、人的樣式隱藏起來。彼得什麼時

候見過聖子的威榮呢？

基督在地上的時候，曾一度向彼得彰顯屬天的威榮，

就是在登山變像的時候。彼得說：「祂從父神得尊貴榮

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來，向祂說：『這

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同祂在聖山的時候，

親自聽見這聲音從天上出來。」（彼後一17-18）

馬太福音十六章結尾，耶穌說：「站在這裡的，有

人在沒有嚐過死味以前，必要看著人子帶著祂的國降

臨」。到了十七章，耶穌就帶著彼得、雅各、約翰三

個門徒上了高山，讓他們看見人子帶著祂的國降臨的

樣式。那裡記載，「耶穌在他們面前改變了形像，臉

好像太陽一樣照耀，衣服潔白如光。忽然，摩西和以

利亞向他們顯現，跟耶穌談話。彼得對耶穌說：『主

啊，我們在這裡真好……。』彼得還說話的時候，有

一朵明亮的雲彩籠罩他們，雲中有聲音說：『這是我

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見，耶穌用卑微的形狀隱藏祂的

榮耀、用十字架的羞辱隱藏聖子的威榮，完全出於祂

的主權。祂隨時可以變回威榮的樣式，但為了使卑微

的罪人能與祂同得榮耀，祂甘願走上各各他。

經文：彼後一13-21 

■專任教師／曾劭愷

●

彼得的末世論（二）

為華神展開了新的視野、新的展望。教育部的立案審

核預計在第一季度可以完成，與此同時工程招投標及

地目變更可望同步進行。第二季度則可以正式破土興

建，預計於 2017年年底完工，2018年秋季順利招生。

有人擔心加入教育部體系會有損於華神的優良傳

統，而對擴校採取消極或觀望的態度。的確這是一個

很大的轉變，在內政部之下的財團法人運作多年沒有

任何滯礙，而轉到教育部之下則為一個相對陌生的體

制，對於華神使命的達成是否會有阻力應該審慎的考

量。在新法人的章程裡（經教育部核准），我們很清

楚的說明設立基督教神學研究院的宗旨是強調學識、

靈命和事奉三育並進的神學教育。因此在招生、學

習、及畢業等關卡將會以此三育要求嚴格把關，以確

保達到華神學校法人的宗旨。此點亦曾徵詢教育部官

員，本院既為基督教研究學院，必尊重我校的設立宗

旨與宗教傳統。我校過往堅持的聖經核心價值必不會

被打折或妥協，這是我們設立新校的底線。

台灣神學院每年的畢業生，遠遠不敷教會成長的需

求。以目前教會每年增長５%的會友估算，一年需要

增加約六百位傳道才能滿足需要，而每年正規神學

院的碩士畢業生只達其六成左右。華神一期擴校滿載

後，每年可增加六十位畢業碩士，二期完成後，可增

加到一百二十位，對於傳道人的空缺，會有所助益。

因應此需要，師資的培育也是刻不容緩的事，目前在

培訓的師資有六位，在新校營運前皆可完成博士學

位，屆時師資陣容將增為現有師資的1.5倍。

新校的設立將使我校發展的帳幕更能擴張，畢業生

服事的禾場更為寬廣—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台灣

的中小學教授生命教育課程，或大學的通識課程，使

華神的影響力觸及時下被不良社會風潮影響的下一代

年輕人。加入教育部，聯合其他基督教研究學院，

可以在部內聯合發聲，影響教育部對於公共議題的立

場（如多元家庭問題）。由於較為嚴格的師資升等要

求，我校的學術水平也將有所提升。

對於一所四十五歲的福音機構，變革不是容易被接

受的。人們習慣生存於經年累月建立起來的既有模式

（paradiam）裡，因它可以提供人安全感（confort 

zone），而創新帶來的改變則是風險與挑戰。耶穌為

了辨明真理，勇於挑戰當時的宗教傳統，將神的律法

從石版移到人的心版，以聖靈取代文字的律法以至於

成全了律法。但願華神的老師同工們剛強壯膽，憑著

信心過約旦河，靠主爭戰，得到那為我們預備的佳美

之地。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

不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

橛子。」（賽五十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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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福音十七章與二十七章提到了兩座山──變像

山及各各他山。我的朋友Mark Jones在他的新書《認

識基督》（Knowing Christ）當中解釋了這兩座山的平

行對比，即基督威榮與降卑之間的對比。

不過，我們可以先從摩西及另一座山講起。當年在

西乃山上，摩西求見神的面，但耶和華告訴他：「你

不能見我的面，因為人見我的面不能存活。」罪人不

能承受上帝臉面的榮光，見的日子必定死，就連摩西

這偉大的聖徒也不例外。因此耶和華的榮耀在摩西面

前經過的時候，祂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用手遮掩洞

穴的口，等祂經過後再把手收回，讓摩西可以透過那

小孔窺探耶和華的後背（參出卅三章）。

摩西活著的時候求見耶和華的面，但他的禱告沒有

蒙應允。後來摩西在主裡安息了，沈睡了一千幾百

年，突然有一天被神召喚回地上。他在西乃山上所求

的，在變像山上蒙應允了，得以在道成肉身的人子臉

上看見聖子上帝威榮的面。彼得被耶穌帶到山上，也

得以見到聖子的威榮。

我們注意到變像山與各各他山的對比。在變像山

上，耶穌的「衣服潔白如光」；在各各他山上，耶

穌赤身露體，祂的裡衣外衣都被兵丁撕碎，拈鬮分掉

了。在變像山上，耶穌有摩西及以利亞隨侍左右，與

祂說話；在各各他山上，在耶穌左右釘著兩個強盜，

用惡毒的話譏笑祂，直到其中一個強盜不知如何悔改

了，求基督得國降臨的時候記念他。在變像山上，父

神用慈愛的聲音說「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在各各他山上，「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

苦」（賽五十三10）。

這兩座山之間還有一個對比，深深烙印在彼得的心

上。在變像山上，彼得曾說「我們在這裡真好」；在

各各他山上，彼得卻不見蹤影，好像是在說：「我不

在這裡真好！」當初彼得信誓旦旦對主說：「就是別

人都不認，我總不能不認。」但雞叫以先，彼得果真

三次不認主；在各各他山上，約翰仍陪著主耶穌，彼

得卻不見蹤影。

但我們的主真是滿有恩典。祂復活以後，彼得怎樣

三次不認主，主就三次引導彼得說：「主，我愛！」

耶穌也肯定了彼得的愛。約翰記載，耶穌對彼得說：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年少的時候，自己束上

帶子，隨意往來；但年老的時候，你要伸出手來，別

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不願意去的地方。』耶穌說這

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神。說了這話，就對他

（彼得）說：『你跟從我吧！』」

彼得再次跟從了耶穌，成為飽經憂患的使徒，過了

三十年，耶穌指示彼得，說他殉道的日子近了。根據

教會傳統相傳，彼得乃是頭下腳上倒釘十字架而死。

這次彼得沒有說「我不在這裡真好」。現在對彼得而

言，能夠死在十字架上真是「好得無比」（正如保羅

所言：參腓一23）。在患難當中、在死亡面前，彼得

想起當年變像山上基督彰顯的威榮，想起當年怎樣感

到「在這裡真好」，現在他也迫不及待想要走過十字

架的道路，等候「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祂降臨」，再

次得見聖子的威榮。

基督晨星

彼得在17-18節追憶基督在變像山上所彰顯的威榮

之後，在19節寫道：「我們並有先知更確的預言，

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留意，直等到天發

亮，晨星在你們心裡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這節經文的第一句話還可以有兩種翻譯：「我們並

有先知絕對確切的話語」，或「我們使先知的話更確

切」。總而言之，彼得要告訴我們，他現在追憶登山

變像的經歷，以及現在對我們陳述的盼望，是神在古

時就已經藉著先知曉喻的列祖的。先知的預言「如燈

照在暗處」。

問題是，舊約有那麼多關於基督的預言，彼得是指

哪一段呢？他說：「你們在這預言上留意，直等到天

發亮，晨星在你們心裡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新譯本在這裡翻譯得比較清楚：「你們要特別注意它

（注意先知這話），好像注意照在暗處的明燈，直

到天將破曉，晨星在你們心裡出現的時候。」這裡用

「晨星」來暗喻基督的再臨；啟示錄也用「晨星」暗

喻基督。

舊約聖經有哪些經文用「晨星」來預言基督呢？其

實並不多，比較確定的一共有兩處。其中一處在民數

記二十四章17節：「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

色列，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亂之子。」但這段

預言跟基督的再臨沒有關係。

彼得後書既然是在陳述末世的盼望，那麼提到舊約

預言，很可能就是出自舊約的末世文學。「那時，保

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勒必站起來，並且有大艱

難，從有國以來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

中，凡名錄在冊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塵埃中的，必

有多人復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惡

的。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十二1-3）

但以理提到了末世的艱難，而彼得後書的寫作處

境，正是基督的國度在這世上受逼迫的年代。但以理

書十一章預言了許多地上君王的爭戰，在歷史上都應

驗了，其中有馬其頓、羅馬等，但最後一段，也就是

36節到十二章3節這段，但以理提到了一個「任意而

行，自高自大，超過所有神明」的君王。關於這位君

王的預言，在歷史上到現在還沒有實現，而從這段描

述看來，這個邪惡的王就是末世的敵基督。從彼得的

時代一直到今天，這仇敵不斷攻擊基督的國度，迫害

基督的子民。但以理所領受的預言告訴我們，在基督

的民中，在有形可見的教會、有麥子有稗子的教會

中，凡名字「錄在冊上的」，也就是蒙神揀選的，

「必得拯救」。到了末後，死人要復活，「睡在塵埃

中的，必有多人復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

遠被憎惡的」。到了那日，我們必與基督同得榮耀。

但以理說我們「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而「那使多

人歸義的」基督， 「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盼望的根基：上帝話語

彼得追憶了當年登山變像時所見到的聖子威榮之

後，就引用了這段舊約先知的預言，向我們印證基

督降臨的時候所要顯現並且賜給我們的榮耀。他說這

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似乎在暗示詩篇一百十九

篇：「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我們

的盼望是有根基的，這根基就是上帝的話語。

第20節，彼得告訴我們：「第一要緊」，或「至

關緊要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

解說的；因為預言從來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

靈感動，說出神的話來。」基督徒經常會把自己的見

解強加在經文上面，用「私意」來解經。彼得非常嚴

肅地駁斥這種作法。基督徒的盼望，取決於明白、信

服、遵行上帝的話語。正確地明白上帝話語，是「第

一要緊」的。解經的時候，必須按照文本清楚的字義

來解釋，不可以照著私意強解，因為聖經當中的話語

「從來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靈感動，說出神

的話來。」

聖經作者不是主觀地憑著自己的意思為基督作見

證。聖經作者所寫下的每個字，不管是論到上帝或是

論到歷史，都是出自聖靈的感動。有些學者聲稱，聖

經當中論到上帝真理的部份，都是聖靈感動寫下的；

論到歷史的部份，作者會添加自己的主見，所以聖經

的歷史記載會有錯誤。這種理論令我感到匪夷所思。

聖經所啟示的一切關乎上帝的真理，都不能與歷史切

割，因為上帝是在歷史當中向人顯現。創造是歷史的

真理；墮落是歷史的真理；救贖是歷史的真理。末世

的盼望是救恩歷史的大結局。就連上帝的三位一體都

是藉著祂在歷史中的工作向我們啟示出來；上帝永恆

的揀選是在道成肉身的基督裡向我們顯明。聖經沒有

任何啟示的真理可以跟歷史切割。如果聖經關於歷史

的記載有誤，那麼聖經當中關於上帝的論述也必然有

誤，那麼人們就可以不受上帝話語約束，「隨著私意

解說」聖經。

為了確定聖徒的盼望有堅定的根基，建立在上帝話

語之上，而不是出於一己的私意，彼得告訴我們，聖

經的話語「從來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靈感

動，說出神的話來。」惟有如此，上帝的話語才有可

能在這艱難的末世當中作我們腳前的燈、路上的光，

直到基督降臨的威榮向我們顯現的日子。

與
華
神
相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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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靈命、學識、事奉三育

四十多年神學耕耘•校友結實纍纍

2016年1-4月各地場次如下：

台中 2月27～28日 台中活水浸信會／周學信老師

 3月05～06日 台中重慶教會／胡維華老師

 3月26～27日 台中客西馬尼行道會／何世莉老師

 4月02～03日 台中西屯禮拜堂／胡維華老師

台北 3月18日 華神／曾劭愷老師

高雄 4月02～03日 高雄七賢國語禮拜堂／周學信老師

4 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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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我過去的日子很精彩，沒什麼好遺憾

的。雖然沒有滑翔翼，年少該做的和不該做的

都做了很多。在海蝶的日子真的是什麼都做，既

是歌手，又是公關、老闆、宣傳主任，還有唱片

策劃人。在百忙中，還去配音、錄廣告主持節目，

而且有時間喝茶、聊天、看電影、談戀愛、背包旅

行，還參加青年合唱團去美國迪士尼、86年在溫哥華

的萬國博覽會作巡迴表演。年輕真的很好！二十七歲

去台灣唸四年的中國文學。現在想來也覺得瀟灑。可

是當時不是為了瀟灑而揮揮衣袖，是真的想好地學中

文。可是學來做什麼，好像也沒有什麼想法。記得當

時很多朋友都以為我有什麼遠大計劃，其實我就是聽

取了良友的忠告：趁年輕學點東西。

二十七歲念中文系，其實也不年輕。我可是班上的

大哥，足足大我同學十歲。他們都覺得莫名其妙，為

什麼要千里迢迢地來台灣唸一個他們都想轉調的中文

系？說來也真是奇妙，畢業後馬上有機會拍攝新加坡

第一齣福音電視劇，隨後又受邀在新加坡國立大學教

外國人講華語，更擔任新加坡有史以來首次推出的晨

間電視節目主持人。如果說我沒有計劃和野心，誰會

相信呢？但這一切真不在我的計劃之內。否則，我怎會

拍了電視劇後不了了之，或只滿足於兼任的教職及特

約主持人的身份，乃至後來結婚生子、唸神學成為傳

道人。坦白講，都不在我的計劃之內。可是有遺憾嗎？

婚姻雖然不是一條平順的路，但也豐豐富富。或

許，有時你會覺得爸爸真辛苦，但就因為你們的體

貼，讓我覺得幸福。有什麼好遺憾的呢？現在照鏡

子，還照得到那年少時對生命的摯誠，少了余秋雨所

預言：男人三十歲沒有結婚就會變得自我；四十歲，

自戀；五十歲，自私！當然，這是特別針對我這種耐

不住寂寞的人，我相信有些人是適合單身的。結婚

後，當年的隨性磨成後來的順從：一步一步地跟隨每

天和我耐心對話的天父。兒子，這樣講，不知道你會

不會相信我真的沒有計劃，沒有遺憾？

或許，你還是不信。和你說說當年在教會事奉，

嗯，好像也一樣。當時，沒有人相信我會成為傳道

人，連我自己也不相信。可是天父就是這樣奇妙地透

過三年在華神的神學裝備、透過以弗所書，讓我心甘

情願地投入教會。開始服事的族群是一群講潮語的老

人，不是我選的，而是當時負責潮語部傳道離開才有

機會加入生命堂的團隊。一年半以後，又被調到少

兒、童幼與搖籃，同時負責教育事工和成年團

契。你說我有什麼計劃？那裡需要就去那裡。

什麼恩賜、熱情喜樂都不重要，只要甘心，只

要順服。現在回想，除了甘心順服，能讓我持

續六年服事的原因是一份盼望，一份讓人與人

之間能握手言歡，彼此和好的盼望。所以我們

一起在烏敏島連續享受了兩年的「一家親」營

會，我們一起去Mt Ophir爬山……，透過這些

活動，聖靈在我們中間成就和好的工作，就是

這麼單純。可是，你相信爸爸是那種沒有遠大

計劃，也沒有遺憾的人嗎？

其實， 來美國唸書也一樣。我能為四 、五年

畢業後計劃什麼嗎？或牧會，或教書，那也是要

等這一站過了之後才知道。當然我有時也會想

這個，或想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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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就像

當年亞伯拉罕被天父呼召。我想亞伯拉罕也沒

有想太多，他聽見了，就跟著天父走。

天父應許讓亞伯拉罕成為大國，成為多國的

祝福。在人看，亞伯拉罕的出走一定有遠大的

理想抱負。可是，亞伯拉罕死了之後，只有以

撒一子。和使女夏甲生的以實瑪利以及和基土

拉所生的，都不算在天父的應許之內。天父的

應許並沒有在亞伯拉罕活著的時候實現，要到

他孫子雅各生了十二個兒子，才稍微看以色列

支派的端倪。

亞伯拉罕沒有計劃，也看不到神的應許，他

只是相信。後來一代興起，一代過去，亞伯拉

罕的福竟恩澤我們這群外邦人。天父的應許，

亞伯拉罕大國，連我們也算進去了—祂的計劃

竟落實在我們身上。所以，兒子，我們真的不

需要什麼遠大計劃，但要在天父的計劃裡。

嗯，要好好的跟隨祂的腳步，成為天父賜福

的導管，人生就不會有遺憾。

20162016年年招生招生

中華福音神學院成立四十餘年來，中華福音神學院成立四十餘年來，

積極回應上帝與教會託付的使命，積極回應上帝與教會託付的使命，

以培育神國人才為己任，以培育神國人才為己任，

致力於養成人格健全、靈性成熟、立足聖經致力於養成人格健全、靈性成熟、立足聖經

且具神學思辨能力的基督門徒。且具神學思辨能力的基督門徒。

因應各種不同的環境與需要，因應各種不同的環境與需要，

學制的設計有三大主軸：學制的設計有三大主軸：

培育牧養教會的培育牧養教會的「「教牧人才教牧人才」」

在工作場所見證福音、轉化社會的在工作場所見證福音、轉化社會的「「職場聖徒職場聖徒」」

深入未及之地、拯救深入未及之地、拯救靈魂的靈魂的「「宣教勇士宣教勇士」」

各科如下：

•道學碩士科 Master of Divinity 

•教牧碩士科都會教牧組（新店學區）

    Master of Ministry in Urban Ministry 

•聖經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職場事奉碩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Marketplace Ministry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Studies 

•神學碩士科 Master of Theology

•教牧博士科 Doctor of Divinity

華神首頁 

報名時間：2016年2月15日至4月11日  
                    一律網路報名

相關事宜請洽：

admissions@ces.org.tw
TEL：886-2-23659151#305、302

■專任教師／許南盛

兒子問我：

「爸爸，你年輕的時候，有沒有因為沒做一些事而感到遺憾？」

兒子在長大，開始對老爸過去怎樣過日子感到興趣。

我想了想：

「有什麼事沒做？好像沒有，我做了很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

「你有沒想過要乘滑翔翼什麼的嗎？」

他都沒有聽到爸爸的光榮史，只想知道滑翔翼。

「沒有，沒有想過……。」

父子的對話就這樣，有一句沒一句地，然後他去洗澡，

我走進我的時光隧道，想跟他講我沒有遺憾的過去。

作者2015 年畢業於 Asbur y Theological 
Seminar y《跨文化研究》哲學博士，主修

宣教與佈道（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Evange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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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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份收入    十二月份支出      十二月份餘絀
 104學年度 104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實際支出

經          常           費 70,600,000   5,882,234   4,233,481   1,648,753 32,634,655 28,062,599   4,572,056
學   生   助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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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5,860,000      424,053      207,162      216,891   2,395,568   1,535,596      85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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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費用 十二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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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已將桃園市八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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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與華神相遇 》

與華神相遇台北場則訂3月18日（週五）假華神六樓

禮堂舉行，除精心安排3月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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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培靈及學制介紹，邀請曾劭愷老師擔任培靈講

員。歡迎各教會團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自由參

加！活動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7日截止，詳情請見華

神網站或洽（02）23659151分機212許主任。

《 2016 華神招生 》

海內外招生自2016年2月15日至4月11日，受理網路

報名。請進入教務處「招生」之報名頁面，並申請帳

號，依要求填寫。招生科別包括道學碩士科（神學

組、教牧組）、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都會區教

牧事工）、職場事奉碩士科、基督教研究證書科等。

相關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請參首頁學院手冊。

《 新老師介紹 》

華神自2015學年下學期起，聘請許南盛博士擔任講道

實習老師，許老師係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隨後擔任《新加坡生命堂》傳道人。2009 年按立為

新加坡長老會牧師。同年赴美國 Gordon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2010年獲《講道學神學

碩士》（Master of Theology, Preaching）； 2015年

畢業於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跨文化研究》

哲學博士，主修宣教與佈道（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Evangelization）。許老師與妻子陳潔寧育有

一子一女，即將開始投入華神的教學與生活，請為他

們全家在華神的事奉與生活代禱。

《 教牧中心講座～

「傳道人如何因應與協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軌」》

由華神教牧中心主辦、華神校友會協辦的「傳道人如

何因應與協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軌」教牧講座，將於2
月22日（週一）上午9:30～11:50舉行。講員為陳志

宏老師，他曾任台灣信義會家家歌珊堂主任牧師、監

督。為華神道碩及教牧學博士畢業，現任華神兼任老

師、教牧學博士班委員。此次的講座希望與校友們分

享一些預防及早期發現教牧人員情感出軌與性犯罪的

具體建議與方法。一切費用全免。為準備講義，請多

利用傳真（02）23650225或E-mail：alumni@ces.

org.tw報名。

時間：4月25～27日

地點：中華福音神學院

講員：撒拉威爾森博士（Dr. Sarah Hinlicky Wilson）
美國普林斯頓神學院神學博士，現任 Ins t i tu te for 

Ecumenical Research in Strasbourg助理教授，專長在

東正教和五旬節派教義研究。同時也是美國福音路德

教會按立的牧師，和美國路德論壇神學季刊的編輯。

主題：宗教改革五百週年

再思馬丁路德：神學洞見與教會合一的盼望

報名：自即日起至4月22日截止

請於華神網站報名。免費入場

聯絡：（02）2365-9151*212 許主任 或 *219仵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