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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龍台平
最近審閱由同工施文照姐妹為籌設校史館而整理的

Chales W. Carter、寇世遠、廖加恩、毛克禮、吳綺

歷史文獻，緬懷前輩們為了神國工人的培育而盡心擺

笛。而陳濟民（後曾任華神院長）及趙天恩兩位是由

上，讀了有無限的感動與感慨。感動的是先聖們愛神

北美「中國神學研究院」籌備處借調而來。校舍則是

的心與無私的奉獻，感慨的是現今肯如此深入的為主

由行道會的差會主席 Noram E. Dwight 宣教士將自己

奉獻的信徒已為數不多。

非常漂亮的洋房讓出來做華神的校舍。營運經費一半

1965年的七月，臺灣宣教師聯誼會在日月潭舉行的
夏令會中，美國海外佈道協會（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總幹事Dr. Clyde W. Taylor提議

由教會固定奉獻，另一半則靠一般信徒奉獻。偶有結
餘，大多數時候都是不足，但神總會感動信徒特別奉
獻，及時補足缺欠。

建立一所跨宗派有研究院水準的神學院。一個月後，

創校時的校舍是向士林行道會借用，為了能夠永續

由十個西國宣教機構各派代表所組成之臨時委員會開

經營，董事會早在1971年即決定要謀地自建，並開始

始籌設神學院。直到1970年五月正式成立「中華福音

為此呼籲奉獻。幾經籌備，於1977年五月破土動工興

神學院董事會」（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Board

建「華神大樓」，在1979年六月正式完工。總工程經費

of Trustees ），成員除了差會之外也有國內的福音機

為四千兩百萬元，皆由教會或信徒奉獻，其中最大筆的

構。大家公推吳勇長老為主席，聘請戴紹曾博士為首

是士林行道會的三百萬元，以及美國行道會的十萬美

任院長。

元。這兩筆價值合起來約等於今天的八千萬新台幣。

在那個物質缺乏的年代，要經營跨宗派獨立的神

回顧早年華神的創校史，雖然遇到許多困難，包括

學院並不容易。不論是師資、校舍、經費都得從零

師資的招募，校舍的限制，以及經費的短缺，但是可

開始。當時的師資有專任老師：戴紹曾（James

以看到聖靈的手一路在帶領華神。四十六年來，一代

H. Taylor, Jr. ）、沈介山、陳濟民、趙天恩；兼任有

傳承一代，總結出一個聖靈帶領的模式。首先祂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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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末世論（三）
一批合祂心意的人來服事祂，並且給他們清楚的異
象與渴望的心志，這批被呼召的人願意順服聖靈的引
導全心擺上自己，事情就照神旨意一一的成就。經由
這樣的模式，華神造就了一千八百多位優秀的神國工
人，靈性與學識兼備，並兢兢業業的在神安排的崗位
上榮神益人。
這樣的模式，今天仍然重現在華神的脈衝裡。華神
的老師皆由神選召出來委身於神學教育，蔡院長則被
神挑選來接周功和院長的棒子，並給了她擴張帳幕的

■ 3 月 21 日「大學設立變更及停辦
審議會議」後，教育部已於4月8

訂申請書成為「定稿本」，再送

然有很大的不同，所要採取的策略與方法也不會一

交教育部。

創新必定會面臨很大的挑戰。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不要限

■預計四月底前，可拿到教育部正
式核准籌設的公函。

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
向右開展。」（賽五十四2-3）神現今給華神的異象就
是要擴張，張大，放長，堅固，向左向右開展。神要
我們將神學教育擴張、張大到台灣本土更多的地方，
放長到更遠的地方，但是工作要做的堅固實在，不可
偏離華神立校的初衷。向左就是大陸，向右就是太平
洋彼岸的北美，這正是過去一、兩年到現在持續推動
的方向。為了支持這個擴張的異象，不可或缺的是師
資的培育。經過嚴格的甄選，目前正在培育的師資共
有六位，未來兩、三年內陸續完成博士學位，成為神
國禾場新的生力軍。
向教育部申請立案，是董事會幾經禱告後領受從神

約七億伍仟萬元，至今已募集新台

不但可以增加學生的收納量，更能夠擴張學生未來服

幣一億九仟九佰萬餘元，尚不足

事的禾場，有更大的機會接觸青年學子，進入學校體

五億五仟多萬元，請您舉起代禱

長、同工們順服來自聖靈的感動，神就預備了土地給

的手與我們同

我們。感謝神，在籌備申請立案的這兩年一步步的帶

工，相信在天

領，最近終於獲得了教育部的核准，可以開始建校。

上的父必供應

因應未來學生的增加，校舍與硬體設備方面極需擴
張。從士林行道會搬遷到汀州路的華神大樓是第一次
的擴張，加蓋福音大樓是第二次的擴張。目前校舍已
呈飽和的狀態，無法容納更多的學生。唯有另闢土地
建更大的校園與校舍，才能夠繼續地擴張。桃園八
德新校地超過兩公頃的土地，足夠我們未來十年的發
展。建校的經費需要七億五千萬元，對我們來說是極
大的數字，但相信這是聖靈將擴張的異象給了華神，
是神起意要做的事，只要繼續遵循過去四十六年聖靈
運作的模式，順服並完全的依靠，神必定在前開路，
帶領我們度過一切難關，進入神應許的迦南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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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擴校第一期建設工程所需經費

來的感動。在教育部體系內設校，採取雙軌制的運作，

系將聖經的價值觀輸入到生命教育的課程。董事與師

■專任教師／曾劭愷

■華神按審查意見，於 4 月 13 日修

異象（見四月份院訊）。今天的環境與四十六年前顯
樣。四十六年的華神體質自然會有些僵化，要改變與

經文：彼後三1-18

日函送審查意見給本院 。

我們所需，豐
富的預備。

在上一篇短文中我們看到，彼得後書第一章的結尾
警戒信徒不可用私意解經。上帝的話語不容添加、刪
減，不容斷章取義。到了第二章，彼得用了他這部遺
書三分之一的內容來警戒教會，要杜絕不信從上帝話
語的異端。現在來到第三章，彼得在1-2節說：「親愛
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兩封都
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叫你們記念聖先知
預先所說的話和主救主的命令，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
的。」在這裡，彼得把舊約先知與新約使徒放在同樣
的地位，顯示使徒書信具有上帝話語的權柄。彼得告
訴我們這是他所寫的第二封信，而第一封信當然就是
彼得前書。彼得告訴我們，這兩卷書的目的都是要我
們把先知、使徒所寫下的話語牢牢放在心中。

（三17）我們看見，彼得後書的目的是要堅固信徒對
主耶穌降臨的盼望，而為了達到這目的，彼得特別強
調杜絕異端。
彼得後書的交叉結構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所謂的
「三明治原則」。這是人際溝通當中很重要的原則。
當我們要對任何人提出批評、勸戒，或警告時，我們
要知道，對方聽到這種負面言語一定會不舒服。我們
的目的是要對方接受勸告，而如果要達到這目的，就
要使用所謂的「三明治原則」，用正面的言語把負面
的言語夾起來，好像兩片麵包夾一片火腿那樣。彼得
後書一、三章都是在講盼望，把中間關於異端的警告
給夾起來，讓信徒比較容易接受。
這種交叉結構還有第三個作用。彼得後書以盼望為

彼得後書的交叉結構

開始、以盼望為結束。出發點以及目的地都是基督降

他在三章寫道：「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
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來譏誚說：主要降臨的
應許在哪裡呢？因為從列祖睡了以來，萬物與起初創
造的時候仍是一樣。」（三3-4）同樣修辭出現在一章
20節：「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
隨私意解說的。」現在他又重複一遍「第一要緊的」
這個修辭，也就是「至關緊要」的意思。

臨的盼望。彼得後書誠然是一卷盼望的書信。

「故意忘記」的荒謬
第一章告訴我們，神的話語是至關緊要的。之所以
至關緊要，乃是因為神的話語使我們能夠回應這些譏
誚我們的人。他們不隨從神的話語，隨從私慾，「譏
誚說：主要降臨的應許在哪裡呢？」這些人不相信主

在第一章，彼得首先提出基督降臨的盼望，然後將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這修辭放在結尾，提出聖
經都是上帝的話語；在第二章，彼得轉而討論異端與
假先知的威脅；到了第三章，彼得先提出聖經都是上
帝話語，然後使用了這個「第一要緊」的修辭，接著
提出基督降臨的盼望。在此我們看見，彼得後書有一
個非常特殊的交叉結構：

耶穌再臨的應許，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從古時到現

盼望→第一要緊的→神的話語→杜絕異端←神的話語
←第一要緊的←盼望

結局在前進，就是彼得前書所說的「萬物的結局」或

這交叉結構乃是以「杜絕異端」為核心。到了整卷
書的尾聲，彼得在結論中再次提醒眾信徒：「親愛的
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
被惡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落。」

基督教的末世論所帶來的史觀，讓人類有了「進

在都沒有改變。
基督教的末世論在西方思想、世界文明當中造成了
非常關鍵的影響。在過去，所有人類文明對歷史的理
解，都認為歷史乃原地打轉，同樣的事情不斷重複、
日光底下沒有新事。但基督教的末世論讓人類文明對
歷史有了新的認知，發現歷史有目的，正朝著一個
「萬物的目標」。

步」的思想。中國文明在受到這種歷史觀的影響之
前，從來沒有想過人類可以進步。儒家思想是「向後
看」的思想，總是在追憶三皇五帝的黃金時代，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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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那黃金時代。中國歷史每次革命、改朝換代，其
實都不是為了進步。一直到國父革命，引進了西方思
想，中國人才發現原來社會可以進步，從封建變民
主、從迷信變成科學。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國人的信
仰沒有從多神論變成三一神論──但這是題外話了。
我們的重點是，基督教的末世論在人類文明當中帶來
了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歷史進程」的概念。從某
個角度說，在歷史的進程當中，世界愈來愈進步；從
另一個角度說，世界愈來愈敗壞。世界正走向滅亡，
也正走向榮耀。審判的日子有公義的冠冕，也有忿怒
的烈火。不論如何，歷史並不是原地踏步的。
令人匪夷所思的是，歷史發展到了今天，居然還有
人說「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對許多所
謂的後現代主義者來說，其實古代跟現代並沒有本質
的差別。因此他們譏笑基督徒：「主要降臨的應許在
哪裡呢？」彼得說：「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神的
命有了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或許二十
世紀前期的人們還可以聲稱：「科學定律告訴我們，
能量和物質不能憑空被造出來或被消滅，所以宇宙是
永恆自存的，不是上帝造出來的。」但現在科學家相
信宇宙在大爆炸的時候從無變有，在這之前沒有時
間、沒有空間、沒有物質、沒有能量、什麼都沒有。
但提出這理論的科學家霍金（Stephen Hawking）居然
說他「覺得」宇宙從無變成有是自然發生的，不是上
帝造的。彼得說：「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神的命
有了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霍金連外星
人都相信，就是不相信有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神。
羅馬書第一章告訴我們：「自從造天地以來，神的
永能和神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不能見，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他們雖然知道
神，卻不當作神榮耀祂，也不感謝祂…。他們既然故
意不認識神，神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行那些不合
理的事。」
彼得與保羅相互呼應，寫道：「他們故意忘記，從太
古，憑神的命有了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故
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了。但現在的天地還
是憑著那命存留，直留到不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淪的日
子，用火焚燒。」彼得在這裡講的是挪亞的時代，上帝
用洪水消滅了故意不認識神的邪惡世界。當時耶和華
與挪亞立約，再也不用洪水消滅世界。洪水之後，天
地還是憑著上帝起初造物的旨意存留，「直留到不敬
虔之人受審判遭沉淪的日子，用火焚燒。」

選民人人得救
8-9節：「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不可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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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主看一日如千年，千年如一日。 主所應許的尚
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不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不願有一人沉淪，乃願人人都悔改。」彼得
這段話是對主內「親愛的弟兄」說的，也就是神所揀
選的人。主的旨意是要蒙揀選的人都悔改。祂所揀選
的，不會有一人沈淪。祂所揀選、所愛的，就必愛到
底、拯救到底，不會半途而廢。為了拯救所有祂在創
世以先就揀選的人，那位看千年如一日的主就忍耐等
候，沒有立即降臨、審判世界。祂不是在耽延，乃是
寬容忍耐，要拯救祂所揀選的每個人。「但主的日子
要像賊來到一樣。」（三10）「像賊一樣」，意思就
是我們不知道這日子什麼時候來到；這日子的到來令
世界措手不及。因此，我們不要把上帝的忍耐視為理
所當然。

終末的烈火試煉
「主的日子要像賊來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
廢去，有形質的都要被烈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都要
燒盡了。」這節經文似乎是在說天地都要被徹底毀
滅、廢去。但我們要來看原文是什麼意思。這裡講的
「廢去」，原文是parerchomai ，意思是「過渡」、
「過去」，不是不復存在、被消滅，而是像毛毛蟲變
蝴蝶那樣。毛毛蟲過去了，過渡成為蝴蝶。
這段經文講的「被烈火銷化」，原文kausóomai 並
沒有「焚毀」的意思，而是被放在火裡面燒。這節經
文最後講到「燒盡」，原文並沒有這個字。原文動詞
原型是heuriskō ，意思是「經過試驗觀察而被發現、
被揭開」。所以，末日的烈火燃燒這個世界，並不是
要燒毀、燒盡。這是試煉的火，要發現、揭開「地和
其上的物」的真相。11節說「這一切既然都要如此銷
化」，這裡「銷化」的原文lúō 最直接的意思是「解
開、釋放、鬆綁、溶解」，引伸出來的意思是「暴力地
摧殘」，但並不是徹底毀滅、使之徹底消失的意思。
12節說「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了，有形質的都
要被烈火鎔化。」這裡原文的意思就讓我們徹底明白
彼得這一整段經文在說什麼了。「火燒」的原文原型
是puróō ，是指用極熱的烈火把一個東西熱透；「銷
化」的原文跟11節的「銷化」不是同一個字。12節後
半段說「有形質的都要被烈火鎔化」，「融化」的原
文tēkō 是指固體的物質融化成為液體。
彼得這整段經文當中所要表達的概念非常清楚：基
督降臨的日子，這世界會被放進煉金的火窯當中，一
切雜質都會被燒掉，但真金不怕火煉，神所揀選、分
別為聖的要被煉成精金。彼得在這裡呼應了撒迦利亞
十三 9 的預言，那段經文記載耶和華的話：「（我要

熬煉我的選民）如熬煉銀子；試煉他們，如試煉金
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說：這
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說：耶和華是我們的神。」
貫穿整本聖經的恩典之約是個帶著條件的應許，那
條件就是我們要聖潔，因為神是聖潔的；那應許就是
神要作我們的神，我們要作祂的子民。末日的烈火能
夠煉淨世界、煉淨地上的教會，使教會全然成聖。彼
得在 11-12 節說，上帝既要如此煉淨這世界，「你們
為人（就）該當（如此）聖潔，（如此）敬虔，切切
仰望神的日子來到」。
這烈火的試煉可能是指真正物質的火，但也可暗喻
上帝那烈火般的公義審判。申命記四 24 說：「耶和
華─你的神乃是烈火，是忌邪的神」。希伯來書十二
29，作者預言了末日天地都要被震動，又宣告我們已
經「得了不能震動的國」，然後就說道「因為我們的
神乃是烈火」。上帝不需要用火來融化世界。祂兒子
在榮耀當中降臨，比億萬顆核子彈的烈火更為炙熱；
有形質的，皆無法承受，除非有祂自己寶血的遮蓋。

新天新地的盼望
彼得說，基督降臨的日子有公義烈火的試煉，但他
在13節告訴我們，不要因此而懼怕，因為我們有新天
新地的盼望：「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有義居在其中。」這裡提到「新天新地」，原文的
「新」是kainos 。希臘文還有另一個字，可以翻譯成
「新」，就是neos 。Neos 的意思是本來不存在的東
西被造出來，像一棟新房子從平地蓋起來。但彼得後
書及啟示錄提到「新天新地」時，用的是kainos ，指
「煥然一新」，如同老舊的房子被翻新。
假如上帝創造了天地，看見天地墮落敗壞，就毀滅
祂所造的天地，重新造出另一個天地，這樣的上帝算
什麼？這種無能的假神不是聖經所啟示的神。我們的
全能父神將要把舊的天地徹底改造成「新天新地」，
完成祂起初創造天地的旨意與目的，也就是第 5 節所
說的「神的命（旨意）」（『從太古，憑神的命有了
天』），以及第 7 節所說的，「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
那命存留」，直到基督再臨的日子才要過去，變成新
天新地。
如果天地不是都要消失，而是都要改變，這就意味
著我們在地上所作的一切都是有意義的。一方面，我
們在這世上是客旅、是寄居的，我們不屬於這世界；
但另一方面，這是天父世界，祂要重新收回一切本來
就屬於祂的。
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天地，將來要成為新天新地，所

以我們在這天地當中，沒有一處不是我們的家。因此
我們不會為了追求永恆的家，就輕看地上的家。我們
不會為了永生，就忽略今生。所以彼得在 14 節勸勉
我們：「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
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見主。」

在恩典與知識上長進
彼得接著在15節寫道：「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
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羅，照著所賜
給他的智慧寫了信給你們。他一切的信上也都是講論
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不堅固的人強
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淪。」我們在這
一系列短文中多次看見彼得與保羅的教導如何相互印
證。彼得與保羅都是以主耶穌恆久忍耐的愛為我們得
救的因由。
在這裡，彼得為保羅作見證，說他的書信都是照著
「所賜給他的智慧」寫的，也就是從聖靈來的智慧。
這些書信當中有難明白的地方，如果讀不懂，就謙卑
承認自己不懂。教會歷史上，就連最偉大的神學家也
有讀不懂的經文。加爾文這位偉大的神學家為幾乎整
本聖經寫了註釋書，但他說自己實在讀不懂啟示錄，
因此不敢寫啟示錄註釋。子曰：「知之為知之，不知
為不知，是知也。」我們的信心乃建立在我們所明白
的啟示上。如果讀不懂的經文還要強解，無非等同用
私意解釋上帝的話語，將上帝塑造成我們自己心目中
的樣式。彼得說，這樣強解聖經，「就自取沈淪。」
到了17節，彼得仍不忘提醒信徒杜絕異端：「親愛的
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惡
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落。」彼得的
意思是，我們現在既然已經預先知道主耶穌降臨的事，
就當防備異端的誘惑，以免跌倒。在第二章當中，彼得
用了整章的篇幅講述異端的謬誤。但如果不知道什麼
是真的，那麼就無法防備謊言。這如同分辨偽鈔的專家
不會光研究假鈔；如果不知道真鈔長什麼樣子，那麼
就算研究了一千萬種假鈔，如果出現了第一千萬零一
種，這專家無從得知是真是假。所以彼得說，「我們既
然預先知道這事」──我們預先知道了關於基督再臨
的真理──我們就可以防備異端的錯謬與謊言了。
因此，我們務必要追求認識基督，並且更認識祂。
彼得在18節說：「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
督的恩典和知識上有長進。」彼得後書第一章一開始
就提到了「認識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而使徒在結尾又勸勉我們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認
識上有長進」。誠然，我們的盼望全然建立在因信認
識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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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快訊】
2016年新生招考已截止報名。5月2日將舉行筆試，5
月16～27日則舉行口試。錄取名單將於6月1日公告。
敬請凡已取得考試資格者，留意時間應考。求神揀選
並預備合祂心意的僕人，前來接受裝備，所有過程皆
蒙神恩佑。

【 華神 44 屆畢業典禮 6/25 舉行】

薦
推
新書
作者：曾劭愷 Shao Kai Tseng
foreword by George Hunsinger.
出版：Downers Grove, IL : InterVarsity Press, 2016.

■神碩碩士科主任／周學信
那些幫
助我們
閱讀並
理解教
會偉大
神學家
的人們，
本身就是神賜給教會重要的禮物。艾德蒙．希拉理爵
士（Sir Edmund Hillary）得到雪巴人嚮導丹曾．諾蓋
（Tenzing Norgay）的幫助，征服了聖母峰，成為歷
史可尋記錄上最早兩位攀登這座巨峰並活著歸來的
人。任何人若想挑戰巴特的預定論及墮落前後揀選論
神學，曾劭愷博士會是他們所能找到最好的「雪巴
人」。曾博士拒絕人云亦云，撥開神學的雲霧，提出
鏗鏘有力的論據，指出巴特其實是墮落後而非墮落前
揀選論者。此書帶給我們的，遠不只是探究巴特以密
集基督論為進路所建構的預定論，更對正統改革宗揀
選論的神學邏輯（ theo-logic ）提供了決定性的研究
成果。《巴特的墮落後揀選論》乃極其重要的貢獻，
對於《教會教理學》的讀者而言，閱讀巴特龐大的鉅
著時，貼身攜帶此書會是智慧的作法。這部深具啟發
性的著述，幫助我們在神學上有進一步的理解，並為
巴特研究及改革宗研究等領域中的讀者提供嶄新的方
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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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30分舉行，地點為華神教室，報名費為新台幣八百
元， 6 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者，優惠價六百元。請多利
用傳真 (02)2365-0225 或 E-mail ︰ alumni@ces.org.
tw ，將報名資料（姓名、電話、服事單位 / 職稱、地
址、E-mail）傳回即可。

Those who help us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great
theologians of the Church are themselves a great
gift to the Church. Sir Edmund Hillary had his Sherpa
guide, Tenzing Norgay to help him scale and
conquered Everest and becoming the first two men
to climb the mountain and return alive. So is anyone
seeks to tackle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his
lapsarian theology can have no better “Sherpa”
than Dr. Shao Kai Tseng. Refusing to simply toe the
line of common assumption, Tseng cuts through
the theological fog and persuasively argues that
Barth was not a supra but an infralapsarian. The
book offers much more th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Barth’s Christological-intensive
approach to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but also a
definitive study of the theo-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in the Reformed orthodox tradition.
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s an especially
serious contribution that readers of the CD would be
wise to keep close at hand as they make their way
through Barth’s massive oeuvre. This stimulating book
helps move forwar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ology
and leaves one with a new sense of direction in
Barth and Reformed studies.

華神第44屆畢業典禮將於6月25日（週六）下午二時假
浸信會懷恩堂舉行，特別邀請香港「同路坊」總監龍維
耐宣教士擔任講員。他曾在台灣東部從事醫療宣教，
並任新加坡「亞洲宣教士訓練學院」院長、「香港差傳
聯會」跨文化宣教訓練中心之負責人，從事宣教訓練
多年，是著名之宣教學者及宣教士訓練者。屆時邀請
所有畢業生家屬及教會牧長一同參加，同證主恩。

【 教牧博士科課程出爐】
教牧博士科暑期將開設四門課程，包括7月12～15日
的「失功能家庭的重建」由簡春安、謝豐慶、鄭允
齊、錢玉芬老師等授課；7月19～22日「社會科學方
法論」，由陳志宏、鍾麗英、盧希鵬、莊秀禎老師等
聯合授課；而「廿一世紀環球趨勢與宣教」一課由溫
以諾、戴繼宗、郭俊豪、何有義牧師等授課；最後一
門，7月26～29日的「教牧倫理」則由杜明達、陳志
宏、高敏智、曾紀鴻、張復民等牧長教授。有關詳
情請上網或電郵 dmin@ces.org.tw 通知教務秘書。

因著神的揀選，我們成為有福的人。華神第三期擴校
計劃推出「不要小看一塊磚的力量—福音磚認獻活
動」，眾志成城，積少成多。八德新校區工程建坪約
5,350 坪，包括文教大樓、宿舍、風雨走廊及附屬設
施、大禮堂總價約七億伍仟萬元。若您願意加入奉獻
行列，請即上華神網站首頁點選「信用卡立即奉獻」
（或掃瞄院訊之QR CORD），完成手續後，來院在福
音磚上簽名後，即贈送「華神」經文手札乙本。若無
法親自領取者，我們可郵寄給您，簽完再寄回即可。
而福音磚將回收，待新校區完工後，將
成為室內景觀之用。請您舉起代禱的手
與我們同工，並加入奉獻的行列。聯
絡：（02）2365-9151轉企劃處。

【 「家庭追思帶領人」培訓課程 8/1 舉行】
由中華福音神學院校友會、基督教生命河喪親家庭關
懷協會合辦，中華福音神學院教牧中心協辦的《家庭
追思帶領人》培訓課程將於8月1日上午9時30分至16

2015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104學年度
實際支出

累計餘絀

5,126,909
44,138
119,557

55,807,221
3,536,672
1,457,356

46,192,621
4,840,894
591,623

9,614,600
-1,304,222
865,733

32,476

3,363,477

2,290,335

1,073,142

64,164,726

53,915,473

10,249,253

目

三月份收入

三月份支出

三月份餘絀

費

70,600,000

9,465,994

4,339,085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3,700,000
2,340,000
5,860,000

712,872
145,306
444,753

668,734
25,749
412,277

82,500,000

10,768,925

5,445,845

項
經

常

合

計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單位：新台幣元

104學年度
累積收入

全學年需要
（預估）

5,323,080

興建費用

三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750,000,000

2,124,099

199,084,425

-550,91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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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年需要 3,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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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
暑期半價優惠
學生

大
選課專線：(02)2365-9151轉202、204、264
報名方式：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傳真選課 (02)2365-5885
繳費截止日期：新生6月7日、舊生6月8日 課程起迄時間：6月20日至9月10日

2016學年度暑期班（夏）課程一覽表

2016學年度密集班（夏）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30）
01.聲樂（上）＊晚上7:00-8:15
02.聲樂（下）＊晚上8:15-9:30
03.詩歌智慧書導讀
04.釋經講道入門與實務

蔡慧卿
蔡慧卿
邱琳雅
謝清傑

週二課程（晚上7：00-9：30）
05.原生家庭與我＊下午2:00-5:45 ※7/5-8/23
06.保羅書信導讀
07.希伯來文入門
08.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5
09.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5-9:30
10.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晚上7:00-9:30

趙慧香
于厚恩
黃立仁
楊美惠
楊美惠
蔡慧卿

週三課程（晚上7：00-9：30）
王俐俐
11.基礎司琴入門＊上午10:00-12:30
王俐俐
12.基礎司琴入門＊下午3:30-6:00
戴佳茹•羅頌恩
13.啟蒙運動後西方藝術的遞變
吳存仁
14.羅馬書
週四課程（晚上7：00-9：30）
15.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3:20
16.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晚上7:00-8:20
17.聲樂（下）＊下午3:20-4:40
18.聲樂（上）＊下午4:40-6:00
19.聲樂（上）＊晚上8:20-9:40
20.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3:30-6:00
21.實用司琴法初階
22.為成人說故事
23.舊約的啟示錄：撒迦利亞書
台中慕義堂教室（北區忠明路499號3樓）
24.改變生命的教學 7/2、16、30、8/13、27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王俐俐
王俐俐
陳韻琳
胡偉騏
唐立娟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 全球選讀
25.教會歷史（上）
Garth M. Rosell
同步線上討論：週二晚上09:00-10:00
網路導師：金振宇
宣教聖經神學
26.
Philip Steyne
同步線上討論：週三晚上10:00-11:00
網路導師：李衍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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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課程 搶先報

第一梯（7/4-8，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魏玉琴
27.課程設計與聖經教學
第二梯（7/11-15、7/18-22，上午9:00-12:00）
陳興蘭
28.監獄書信
第三梯（7/25-29、8/1-5，上午9:00-12:00）
羅時淳
29.以賽亞書
第四梯（8/9、12、15、16、19，上午10:00-下午1:00）
駱惠珠
30.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
第五梯（8/25-26、29-31，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蔡春曦
31.聖經歷史地理
第六梯（8/29-9/2，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彭書睿
32.「把握時機」宣教入門課程
合作及海外地區
33.保羅書信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5/5-7/14，週四上午9:00-12:00
福音書導讀
（救世傳播協會）
34.
6/21-8/30，週二下午3:00-6:00
35.舊約歷史書導讀（創啟地區）4/16-17、6/4-5
36.原生家庭與人際關係（香港但以理）
7/2、8/6、9/10、10/8
（香港但以理）
37.基督教神學（下）
7/9、8/6、9/10、10/8
38.福音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7/16、8/20、9/17、10/15
（香港但以理）
39.基督教神學（下）
7/16、8/20、9/17、10/15
40.實用釋經學（香港但以理）
7/23、8/27、9/24、10/22
41.大小先知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7/23、8/27、9/24、10/22

于厚恩
陳美如
蔡忠梅
邱瑞英
王瑞珍
陳美如
史弘揚
張奇軍
陳明正

旅遊課程
廖元威
42.宗教改革之旅
6/18、8/13、8/20，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8/27-9/10前往德法瑞奧捷五國，共15天
周學信
43.聖地之旅（詳見下方）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14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聖地之旅／周學信
10/22、11/12、12/10，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2017/1/22-2/2前往以色列埃及約旦三國，共12天
★★★★前20位報名者團費可省4,0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