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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部長／吳獻章
比起二、三十年前沉寂的光景，台灣教會近年來確
實明顯在成長；成長的因素很多，包括聖靈的運行、
教會的合一、教牧看重門訓……等等。亦即，台灣教
會走出一條健康的牧養路線，而掀開台灣教會如此積
極調整的關鍵契機，就是從韓國引進禱告和門訓；直
截地說，台灣教會深受韓國教會影響，這可從牧者和
信徒領袖過去多年頻繁地參加「訪韓特會」看出。為
此，華神將於今年的戴紹曾博士神學教牧講座，邀請
韓國足具代表性的「愛的教會」來協助台灣眾教會百
尺竿頭更進一步。
台灣教會對韓國教會並不陌生，其他具代表性的教
會也不少，為何華神特別邀請愛的教會來分享？關鍵
原因乃這教會的影響力來自吻合聖經的牧養核心理
念。愛的教會看重門徒訓練、小組聚會及願意委身事
奉的平信徒。為了達成門徒培訓的目標，該教會全人
訓練部分包含內外兩種：內在訓練著重信徒在思想、
言行、人格等都要學習效法耶穌，藉著神的話語和禱
告來更新心思意念，以順服領受神的呼召；外在訓練
則著重信徒的外展和戰鬥精神之積極培養，因此信徒
勇於傳福音，在實際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樣式，發揮個
人作光、作鹽改變社會的功能。四十餘年來，愛的教
會專心致力於門訓事工並且堅持不懈，也因此台灣教
會屢屢從它得到啟發和幫助！
教會要有影響力，首要關鍵當然在於教會的領導。
吳正賢牧師從2003年接棒至今，教會已成長至九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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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會友，目前約有三千多位小組長，核心團隊均為平
信徒領袖，而非全職同工。愛的教會的牧會哲學乃重
視每一個靈魂，堅守主所賜的異象，對任何一個靈魂
都竭盡全力裝備，讓他成為門徒，為主所用。如此看
重每個人的不同價值，以耶穌的心來面對會眾，難怪
愛的教會能夠迅速且穩健地增長，與大地教會並列為
當今最具影響力的韓國教會！
數年前，愛的教會與道聲出版社攜手合作，將門訓
事工介紹給台灣教會界，當時約有五百多位教會領
袖及會眾參加。今年，吳正賢主任牧師親自來台分
享，內容勢必更為充實、精闢，提供更多新的觀念與
洞見。吳正賢牧師於十一月七至九日在華神所舉辦
的「牧養新世代—更新門徒的DNA」講座，講題包含
「懷具牧者心情和門訓」、「教會藍圖」、「門徒訓練
之道」、「門徒訓練和教會成長」、「門徒訓練和聖靈
充滿」、「神國的奧秘」、「如何關懷和留住新朋友」、
「歸納式查經和屬靈成長」、「小組帶領的技巧原則」、
「活出美好與教牧諮商」、「門徒訓練與小組繁殖」等。
過去無緣參與訪韓盛會的教會，這次不要再過錯
了。尤其是關注建造健康成長教會的牧者、長執、小
組長們，可以在這一次的神學教牧講座中，從這被上
帝祝福的教會引進並移植成長的DNA，藉此熟習如何
沿用聖經並致力於喚醒與培訓平信徒，好裝備每一位
弟兄姊妹成為效法耶穌的門徒，推升您的教會也成為
深具影響力的教會。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電子信箱：info@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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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地方法院本院財團法人登記第499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3173號第一類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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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學年華神碩士學分班即將開課】

相關訊息請上www.bible.org.tw查詢，或洽中華福音神
學院總務處（02-2365-9151），基督門徒訓練神學院
行政處（02-2459-0700#14）。

2016 學年華神碩士學分班台北校本部即日起受理報
名，九月十六日（週五）截止。
台北校本部共開設六門課，包括「基督教世界觀與西
方思想史／曾劭愷老師」、「詮釋學原理／蔡麗貞老
師」、「自我形象與情緒管理／陳彰儀老師」、「職
場與工作倫理／鍾興政老師」、「基督教領導學／
林志榮老師」、「哥林多前後書／陳濟民老師」。新
店校區則開設三門課程，包括「福音的起頭／胡維華
老師」、「從五經歷史到基督國度／吳獻章老師」、
「系統神學一／廖元威老師」等。

【「與華神相遇」屏東區聚會】
「與華神相遇」聚會將於十月八～九日移師至中華循
理會六塊厝教會舉行，講員為華神教務長胡維華老
師。歡迎高屏地區的教會弟兄姊妹把握難得機會，踴
躍前來參加。聚會內容為：
10/8（週六）
15:00-18:00 培靈／成就新事的神—約拿書
10/9（主日）
10:00-12:00 主日崇拜
講題：恩典多奇妙／經文：約拿書四10-11
地點：中華循理會六塊厝教會／屏東市凌雲路77號
聯絡：李樹義弟兄 （08）765-9770

另台中區碩士學分班報名與繳費期限為九月一日（週
四）止。本期共開設「摩西五經／胡維華老師」與
「約書亞記釋經講道／陳志宏老師」兩門課程。上課
地點為台中市北屯區三光巷38號。
以上各區其他詳細資訊請上華神網站查詢
電話：（02）2365-9151分機302

吳正賢牧師
美國Biola
美
大
大學Talbot
神學院道
學碩士、
密西根卡
爾文神學
院神學碩
士。現任
愛的教會主任牧師、國際門徒訓練
愛的教會主任牧師、國際
院長、韓中國際交流財團代表會
長、中國延吉科技大學（YUST）理
事長、Christianity Today Korea 發
行人與韓國教會希望服事團團長。
著作：《不沉睡的牧者》（校園）、
《洞察》、《順服：聖潔的決
心》（道聲出版社）等。

姜明玉傳道
威斯敏斯
特神學院
教牧博士
（D.MIN）；
愛的教會
傳道；現
為國際門
徒訓練院
副院長。

時間：2016.11.7-9
地點：中華福音神學院
講員：吳正賢牧師、姜明玉傳道／韓國愛的教會
報名：即日起至 11/4 止，請上華神網站 www.ces.org.tw 報名，免費參加
聯絡：（02）2365-9151#219 仵主任 或 #212 許主任
11 ／ 7（一）
09:00 簡介愛的教會與門訓／姜明玉傳道
10:30 門徒訓練與教會成長／吳正賢牧師
10:30
10:50
10:50
12:20

懷具牧者心腸與門訓／吳正賢牧師

【2016台北研經培靈會】
2016 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將於十月四～六日假台北基
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今年主題為：「看哪 ! 主
必快來 ! 」下午研經 2 ： 00-3 ： 30 由華神舊約助理教
授何世莉老師主講，包括「智慧必快來」、「智慧與
邪惡」、「智慧與慾望」；下午 4 ： 00-5 ： 30 則由前
新加坡浸信會神學院院長孫寶玲牧師主講「聰明抑愚
拙」、「忠善抑惡懶」、「綿羊抑山羊」，晚間培靈
則是華神系統神學助理教授李建儒老師分享「終末的
景象」、「離開巴比倫」、「赴羔羊婚宴」等信息。

【擴校進度報告】
八月九日會同桃園市政府與八德區公所地政科人員進
行地目變更的「會勘」。由於校地幅原廣大且荒草遍
佈，遂以照相為 證，並簽字代表完成會勘手續。之
後，靜待相關部門之公函回覆，兩週應可核准。

2016年七月我們的財務需要

門徒訓練之道／吳正賢牧師
Q&A

門徒訓練與聖靈充滿／吳正賢牧師
Q&A

休 息
如何關懷和留住新朋友
／姜明玉傳道

小組帶領的技巧原則
／姜明玉傳道

門徒訓練與小組繁殖
／姜明玉傳道

歸納式查經與屬靈成長
／姜明玉傳道 Q & A

活出美好與教牧諮商
／姜明玉傳道 Q & A

神國的奧秘（太 13：31-33）
／吳正賢牧師 Q & A

單位：新台幣元

目

本月需要
（預估）

七月份收入

七月份支出

七月份餘絀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5,022,620
2,902,900
134,600
722,500

2,683,602
810,579
8,400
413,603

4,298,579
2,037,305
7,040
474,924

-1,614,977
-1,226,726
1,360
-61,321

合

8,782,620

3,916,184

6,817,848

項

計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休 息

主辦單位：中華福音神學院 協辦單位：校園書房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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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教牧中心將於九月二十三日（週五）中午十二
時至下午二時假中華信義會勝利堂（地址：新竹市
建功一路 2 號）舉辦新竹、苗栗區校友會，本院吳存
仁老師、蔡珍莉老師將連袂出席。歡迎新竹、苗栗
區校友就近參加。請多加利用 E-mail 報名： E-mail ：
wing@ces.org.tw。

2016年7月1日～2016年7月31日

教會藍圖（1）／吳正賢牧師
Q&A

15:30
15:40
15:40
16:50

教會藍圖（2）／吳正賢牧師

11 ／ 9（三）

E-mail: creditcourses@ces.org.tw

休 息

中 午
14:20
15:30

11 ／ 8（二）

【華神教牧中心】

七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2,901,664
與目標需求差距

-546,041,762
750,000,000
1,269,204
203,95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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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註：因調整會計年度為八月制（原為七月制），故本次只列示七月，於八月開始為新年度（2016學年度，2016/8/1-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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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乃曾劭愷老師於「與華神相遇台北場」晚間培靈之講稿。內容精彩，特別在開學前與大家分享。

■專任教師／曾劭愷

神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教導傳道人明白自
己的軟弱、倚靠神的恩典。」主對保羅說：「我的恩
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整本聖經只有兩個人還沒死，就被神接走的。
一個是以利亞，另一個則是以諾。「以諾與神同行，
神將他取去，他就不在世了。」（創五24）這裡中文
翻譯可能不是很清楚，原文意思是：「以諾還活著的
時候，神就直接把他從世上接去。」

己在地上是客旅、是寄居的。
但千萬不要誤會，以為以諾跟以利亞二人既然與神
同行，就沒有軟弱、不會遠離神。以利亞也曾軟弱、
懷疑神，會跟神鬧彆扭。當時以色列王亞哈娶了一外
邦女子耶洗別為后，這耶洗別是拜巴力的。由於他們
離棄神，以利亞就降災禍在以色列，迫使以色列王
族還有巴力的先知出來與他對決。在迦密山上，亞哈

聖經說以諾與神同行。同樣的形容雖然沒有用在以

率領巴力的眾先知跟以利亞鬥法，結果以利亞憑一人

利亞身上，但舊約的記載讓我們看見，以利亞的生活

打敗了四百五十個事奉巴力的先知，讓在場的以色列

與神非常親密，日日與主同行。他行過的神蹟甚至多

群眾還有亞哈王看見巴力只不過是個偶像，根本不配

過摩西。摩西只有在神吩咐他的時候才能行神蹟，但

與耶和華為敵，群眾看見耶和華的大能，都大喊「耶

神卻與以利亞親近到一個程度，只要以利亞想要行神

和華是神、耶和華是神」，以利亞就吩咐這些人拿住

蹟，跟神禱告一下，就能行出來。整本聖經裡，唯有

巴力的先知，全部就地正法。鬥法結束後，以利亞以

耶穌行神蹟勝過以利亞，耶穌不用禱告就能行神蹟，

為以色列終於可以復興，以為亞哈王會悔改，廢掉邱

因為祂自己就是神。耶穌之外，能夠隨時行神蹟的，

壇。沒想到事實正好相反，以色列人依然故我地拜巴

就只有以利亞，還有他的徒弟以利沙。假如聖經用

力，而亞哈回家後不但不悔改，還把所受的屈辱告訴

「與神同行」四個字來形容以諾的一生，那麼我們反

耶洗別，心硬的耶洗別就派兵追殺以利亞。

過來想，聖經就是用以利亞的一生來形容「與神同
行」這四個字。這兩人一輩子親近與神同行，最後還
不見死，就被神接去了。

以利亞整顆心都涼掉了。他這輩子沒有行過這麼大
的神蹟。在迦密山上大敗巴力先知，應該是以利亞事
業的最頂峰，這以色列歷史上最偉大的先知賭上性

「與神同行」的一生是什麼樣子呢？是完全聖潔、

命，打下最轟轟烈烈的一場勝仗，居然還是沒辦法帶

不會犯錯、沒有軟弱、從不懷疑神嗎？看看以利亞的

來以色列的復興。以利亞是個有方向感的人，這類

故事就知道了。以利亞與神同行，最重要的不在於

的人最重視「意義」，他所做的事一定要有意義、有

他行了多少神績，而是他所作的事，背後的那種使命

目標，他決不是為打敗巴力先知而去跟他們鬥法，乃

感。這使命就是宣告神的國度、神的主權，把人帶到

為了以色列的復興，為了神的國度。如果以色列不復

神面前。他所注視的不是今世，而是神永恆的國度。

興，他所作的就沒意義。他以為這次亞哈王會悔改，

「與神同行」的「行」，原文是「行走」，不是漫
無目的地走，也非散步，而是朝著某個方向、目標前
行。因此，當創世記說以諾「與神同行」時，我們便
可想像他不是在地上漫無目的地度日，而是像以利亞
般有呼召、有使命、有方向、有目標。他的每個決
定、行動，都朝向這個目標，而且不單是一人，乃是

4

的一個途徑，就好像希伯來書十一章所說，他知道自

帶來以色列復興，結果卻不是這樣的時候，他整個人
就崩潰了。而且以利亞也知道，以色列的復興是在乎
神的作為。以利亞替神做了這麼大一件事，神卻沒有
讓以色列復興，就等於是神讓以利亞的努力、熱心通
通付諸流水。以利亞覺得自己被神耍了：「說什麼陶
我、造我、用我，明明就是玩我、耍我、弄我！」

與神同行。他自知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榮耀神、以

於是，以利亞離開以色列，逃離這個玩弄他的上

神為樂，也知道今生只是一個旅程，是通往那個目標

帝。「自己在曠野走了一日的路程，來到一棵羅騰

樹下，就坐在那裡求死。」（王上十九 4 ）你看，以
利亞不是怕死才逃走的。在舊約文學裡面，樹跟神的
先知好像有種很特殊的關係，好像先知對神生氣的時
候，就會坐在樹下求死。約拿離開尼尼微之後，也是
在一顆樹下抱怨神，向神求死。這裡以利亞在樹下對
神說：「耶和華啊，罷了！」英文翻成 “I have had
enough, Lord!” 「『耶和華啊，罷了！求你取我的性
命，因為我不勝於我的列祖。』他就躺在羅騰樹下睡
著了。」我們可以想像，以利亞是極其灰心，不能理
解上帝的作為。「我一點用也沒有，死了算了！要復
興以色列，讓耶和華自己去搞吧，老子不幹了！」
「你在這裡做什麼？」（王上十九 9 ）神來找人
了。「你在這裡作什麼？」神為何問以利亞這個問
題？原來當時猶太十二支派已分成北國以色列，南國
猶大。以利亞蒙召要在北國以色列當先知。結果他現
在跑到何烈山，就是西乃山，是在南國猶大的最南
邊。如果他只是要躲耶洗別的追兵，何必逃到猶大最
南邊？他不是在躲耶洗別，而是在躲避神！他想離開
他蒙召事奉的地方愈遠愈好；他想要逃離神的呼召、
他的使命，因為他已經受夠了。假如你現在正與神同
行，可以跟你保證：如果有一天你想逃離神，不論你
怎麼逃，神也一定把你找回來。祂不會撇下你。
但上帝用的方法很奇妙，祂不是用強迫的。我們看
見以利亞花了四十晝夜的時間來逃離神。這時耶和華
如何對待以利亞？我們作父母的，或者談戀愛的男女
朋友，或夫妻，碰到心愛的人如此對待我們的時候，
往往會愈抓愈緊，反倒讓對方感覺窒息。耶和華神
不是這樣的。以利亞想要離開神，去喘口氣，神就派
了一位使者送食物跟水給他，讓他有力氣去逃離神。
天使對以利亞說：「起來吃吧！因為你當走的路甚
遠。」這乃是一語雙關。以利亞一路逃到何烈山，這
路甚遠，耶和華派天使送食物給他，讓他能夠抵達何
烈山。其中還有更深的涵意。「你當走的路甚遠」，
什麼路？與神同行的路！耶和華讓以利亞耍耍脾氣，
發發飆，等他冷靜下來以後，還要帶著他走更長的路
呢！神賜給他力量、賜給他食物與水，他才有力氣逃

離神！連逃離神，他都必須倚靠神的恩典！這就是與
神同行的人！他與神同行，是因為神與他同在，不是
他自己緊跟著神！上帝真是滿有恩慈。祂給以利亞的
不是幾粒冷掉的臭饅頭，是炭火燒的餅！熱烘烘的烤
餅，現烤的！
但人活著不是單靠食物。光靠食物，是沒辦法延續
生命的。以利亞需要的不只是餅，他需要神的話語，
雖然他當下正在對神發脾氣。
四十晝夜過去了，以利亞到了何烈山，找到一個山
洞就住進去。這時上帝終於對以利亞說：「以利亞
啊，你在這裡做什麼？」注意以利亞的回答。第 10
節：「我為耶和華─萬軍之神大發熱心；因為以色列
人背棄了你的約，毀壞了你的壇，用刀殺了你的先
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索我的命。」一方
面抱怨神，一方面也是在對神訴苦。
上帝開口問：「以利亞，你在這裡做什麼？」好像
父親對孩子一樣，帶著責備，也帶著安慰，引導孩子
把心裡的埋怨、委屈說出來。以利亞訴完苦之後，耶
和華對他說：「你出來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創世
記一章說神的靈運行的水上的時候，用的是 ruah ，
就是「風」的意思，而「運行」這個動詞好像老鷹撲
水那樣，是很強烈的動作，這裡耶和華是像烈風一樣
顯現的。地震也經常跟神的作為連在一起，耶穌死的
時候，還有空墳墓打開的時候，都有大地震。聖經更
說「神是烈火」，耶和華第一次在西乃山上對摩西顯
現的時候，就是燃燒荊棘的烈火。但這次耶和華在同
一座山上向以利亞顯現。「在他面前有烈風大作，崩
山碎石，耶和華卻不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不
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不在火中；火後有微
小的聲音。」不是烈風，不是地震，不是烈火，而是
微小的聲音，gentle whisper, gentle breeze，一陣微
風，溫柔的微微細語。
但這麼溫柔的細語，卻讓以利亞極其敬畏。13節：
「以利亞聽見，就用外衣蒙上臉，出來站在洞口。」
用外衣蒙上臉，是敬畏的表現，因為在微風中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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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李牧權

的耶和華，跟地震、烈火中所顯現的，一樣大而可
畏。這就是恩典的奇妙，好像「奇異恩典」詩歌裡面
說的，「恩典使我敬畏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最親密的溫柔細語，卻仍大而可畏。

過且過。十七世紀的清教徒被當時的人形容為「吞了
指南針的人 men who swallowed gyroscopes」。因
為他們的人生、行動跟抉擇，都有強烈的方向感。不

一模一樣的對話，但這次處境完全不同了。不再是
抱怨，而是充滿敬畏，把困難帶到神面前。耶和華對
以利亞說：「你回去，繼續事奉我，我還揀選了以利
沙，繼續你的未竟之功。不要灰心，我在以色列人中
為自己留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力屈膝的，未曾與巴
力親嘴的。」原來，以色列的救恩，真的是掌握在神
手中，不在乎以利亞的能力多大！以利亞只管做好神
吩咐的事，神必定堅固以利亞手所作的工！我們事奉
神，不是徒然的！

不要假裝敬虔。以利亞對神是很真實的。對神發脾

「與神同行」並不是我們自身的道德品格；我們與
神同行，是因為神與我們同在。「信心」就是知道神
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與神同行。作為基督徒，我們
已經是與神同行的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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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各位記得四件事。第一，「與神同行」是有
目的地的，不是信步漫遊。人生不可以沒有方向、得

「用外衣蒙上臉，出來站在洞口。有聲音向他說：
以利亞啊，你在這裡做什麼﹖他說：我為耶和華─萬
軍之神大發熱心；因為以色列人背棄了你的約，毀壞
了你的壇，用刀殺了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
們還要尋索我的命。」

以利亞的故事還沒結束。他帶著以利沙，走遍以色
列，彰顯神的大能，直到最後，神派了火車火馬把以
利亞接走。「他們正走著說話，忽有火車火馬將二人
隔開，以利亞就乘旋風升天去了。以利沙看見，就呼
叫說：『我父啊！我父啊！以色列的戰車馬兵啊！』
以後不再見他了。」（王下二 11 ）但以利亞的故事
還未結束，這故事由以利沙延續下去，感動以利亞的
靈，加倍感動以利沙。但他們的故事，到現在還沒結
束，因為希伯來書作者告訴我們，「這些人都是因信
得了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神給我
們預備了更美的事，叫他們若不與我們同得，就不能
完全」。這「與神同行」的信心見證，現在成了你我
的故事。

信主已經接近二十年，從小我便從基督
教別的家庭長大，看似擁有平凡與年輕的
人生，卻是經歷過神很大的恩典及救贖。

要漫無目的的生活，「與神同行」這個信心之旅，是
一個朝聖的旅程。
第二，在與神同行的路上，神不會撇棄我們。這不
代表我們就可以隨意犯罪。但在神面前一定要真實，
氣，當然不應該，之所以他敢對神發脾氣，是因為他
認識神、對神的恩典有確據。他知道神不會撇棄他，
所以他在神面前非常真實。同時，他願意被神改變、
被神說服、被神找回。把你的軟弱帶到神面前，坦然
無懼地。讓祂用祂的方法來對付你的罪。不要在祂面
前裝聖潔。
第三，在與神同行的路上，記得對神說話。將難處
帶到祂面前，不敢對別人啟齒的話說給祂聽。你的喜
悅、憂慮、思想、情感、你的光明面、黑暗面通通說
給祂聽。祂是在微風中向我們顯現的神，祂會用輕聲
細語教導我們敬畏祂。
最後，與神同行的路，不是一路順暢的，總有崎嶇
不平的時刻。有時你感覺神很親近；有時你覺得神離
你而去。有時自覺被神耍了，也有時神會鞭打管教祂

我出生於香港一個複雜的家庭，三代人
都是黑道中人，親生父親和祖父都是個小
混混，母親更是個癮君子。父親與母親在
意外下懷孕了我，後來聽說他們曾經打算
放棄我，感謝主最後還是讓我來到這個世
界。然而我出生後，雙親很快便放棄撫養
我，加上母親在懷孕時一直都有吸毒的惡
習，使我出生後莫名帶著毒癮在我身上，並且在一歲
的時候患了腎炎，需要長期住院。然而當所有人都認
為這孩子註定要走上一條悲慘的道路之時，神的恩典
臨到這個嬰孩身上，正如詩篇所說：「耶和華保護愚
人，我落到卑微的地步，祂救了我。」

神恩臨及
在神的安排與感動下，有一個基督徒家庭得悉我的
狀態後，就把我收養了，從此這個出生於複雜的家庭
背景，而且體弱多病的孩子終於都能夠享受平常人所
擁有的童年以及認識主耶穌了。
可惜病痛始終沒有離開我，故此，從小我的腎病都
是反反覆覆的，長期需要以類固醇來控制病情，由於
類固醇屬興奮劑類，所以從小時我都是活躍分子，喜
歡四處蹦蹦跳跳，不但不喜歡讀書，更愛惹事生非，
挑起事端，常常令家人氣憤難平。童年時期這孩子不
單叫人嗤之以鼻，而且亦對他不抱有很大的期望。

所愛的兒女。要記得，不論什麼時候，神都與我們同

完全醫治

在；就連以利亞逃離上帝的時候，他的水跟食物，都

直至我十三歲那年，腎病再次復發，這次的病發甚
至比之前的更加嚴重，肚子發脹，沒法排尿，體內蛋
白質不斷的流失。住院一個多月，醫生仍找不到治癒
方法，只能靠加重類固醇的劑量來控制病情，甚至因
為身體蛋白質的大量流失，需要靠 靜脈注射療法來
維持體內的蛋白質。正當醫生們都束手無策時，家人
與教會的主任牧師夫婦來為我按手禱告，奇妙的事就
發生了，神藉著牧師的手，將這大大的恩典臨在我身
上，第二天我的病情開始好轉，可以自然地排尿，不

是上帝供應的。在以利亞與神同行的道路上，上帝恩
典最豐富的時刻，並不是以利亞在迦密山上風光大敗
巴力先知的那一刻，而是以利亞最軟弱、逃離神的那
段時間，是他以為上帝在耍他、離棄祂的時候。那段
時間上帝不僅賜給他熱烘烘的燒餅，又在微風中向他
顯現。假如你現在正走過人生的低谷，不知道上帝在
哪裡的話，神用祂的話語向你保證，在你與祂同行的
這條路上，祂時時刻刻都與你同在。

到一星期便可以出院，兩年後復檢，醫生說不用再吃
類固醇的藥，並且今後也不會再復發。那時醫生們皆
找不到任何原因為何我能夠突然快速痊癒，這極大的
救恩使這孩子在信仰上更加堅定。

奇妙改變
痊癒後，我便跟我的養父到純道教會重新接觸我的
信仰，從那時起我便開始喜歡讀書，喜歡禱告，喜歡
讀經，喜歡到教會聚會，慢慢由從前衝動的個性變得
平實穩重。2005年便受洗歸入主的名下，開始在教會
中事奉主，神也對我說，你的生命是主的，以後要獻身
給祂用。2012年神的厚愛再次臨到我身上，使我順利
考入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並在大學裡擔任學生會會
長一職，成為了別人眼中的好學生、好榜樣。回憶年幼
時，被人鄙視不屑的我，今天竟然得到如此大的轉變，
成為為人楷模的角色，一切榮耀歸都給父神，感謝主。

為主而活
我原是一個對未來沒有期望，需一輩子吃醫學上的
「極藥」才能存活的人，但父神祂不但給了愛我的養
父，又給我一間好的教會，好的牧者，好的弟兄姊
妹，又給我聰明智慧，喜愛知識。這生命的改變見
證了聖經上的話：「在人這是不能的，在神凡事都
能」。何等榮美的尊榮，何等奇妙的恩典臨及我身，
是沒齒難忘的。大學畢業後，在神的感召與這一生的
經歷下，為了回報三一神父子聖靈的恩，我決意踏上
事奉這位救我，愛我，改變我，醫治我，將榮耀的冠
冕賜與我的主。
哥林多前書說：「神卻揀選了世上愚拙的、叫有智
慧的羞愧，又揀選了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神也揀選了世上卑賤的、被人厭惡的、以及那無有
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切有血氣的、在神面前一
個也不能自誇。」我就是那卑賤的，每當我讀到這段
經文，心裡總是有種感動，相信神在我身上極大的救
贖和恩典，一定有祂的美意，從我在母腹的那刻，神
已經揀選了我。因此我選擇了修讀神學，將下半生都
交在主手中，為祂的國度事工來奮鬥，捨己跟從主耶
穌，天天背起十字架來跟從祂，事奉祂，報答祂為我
所作的一切奇異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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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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9月13日、舊生9月14日 課程起迄：9月26日至1月7日

2016學年度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40）
王珮伶
01.實用司琴法中階＊下午2:00～4:40
蔡慧卿
02.聲樂（上）＊晚上7:00～8:20
蔡慧卿
03.聲樂（下）＊晚上8:20～9:40
吳存仁
04.希伯來書
黃立仁
05.舊約歷史書導讀
韓偉炫•彭書睿
06.差傳視野面面觀
史弘揚
07.基督教神學（上）
週二課程（晚上7：00～9：20）
08.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2:00～4:20
09.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0
10.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0～9:20
11.教會歷史（上）
12.希伯來文讀經
13.大小先知書導讀
14.從馬太福音看事奉與生活
15.教會團體領導與衝突解決
16.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17.自我形象與情緒管理
18.青少年牧養理念與輔導

王珮伶
楊美惠
楊美惠
王文基
黃立仁
蔡忠梅
于厚恩
李耀宗
蔡慧卿
陳彰儀
莊舒華

週三課程（晚上7：00～9：20）
19.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00～4:20
20.基礎司琴入門＊下午4:20～6:40
21.實用釋經學
22.講道恩賜的發展
23.詩班指揮與敬拜讚美之訓練

王俐俐
王俐俐
張奇軍
白嘉靈
陳威婷

週四課程（晚上7：00～9：10）
駱惠珠
24.聲樂（下）＊上午11:00～12:20
25.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駱惠珠
駱惠珠
26.聲樂（上）＊下午4:20～6:40
王俐俐
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
～
27.
3:50 6:00
王俐俐
28.實用司琴法初階
顧美芬
29.神學英文（上）
左大萱
30.基礎讀經（上）
認識藏傳佛教
（喇嘛教）
王瑞珍
31.
鍾興政
32.職場與工作倫理
謝清傑
魏玉琴

週六課程（上午9：30～11：50）
35.基督教領導學

林志榮

台北浸信會頌恩堂教室
36.詩歌智慧書導讀＊週六上午9:30～12:10 胡偉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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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如

湖光基督教會教室
39.教育事工理論與實踐＊週四晚上7:00～9:30 魏玉琴
台中慕義堂教室
40.摩西五經導讀＊9/24、10/15、29、11/12、26 邱琳雅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室
41.一般書信導讀＊10/1、22、11/5、19、12/3 左大萱
週六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42.教學原理
43.摩西五經導讀

吳蘭玉•唐立娟
梁潔瓊•李衍煬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羅時淳
44.大小先知書導讀
（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週四上午9:00～12:00
邱琳雅
45.詩歌智慧書導讀
（林口靈糧堂）＊週三晚上7:30～10:00
陳美如
46.使徒行傳（創啟地區）＊8/12～14
廖元威
47.基督教神學（上）
（創啟地區）＊9/24～25、10/22～23
許南盛
48.老人學與輔導
（香港但以理）＊11/12、12/3、1/14、2/18
陳明正
49.舊約歷史書導讀
（香港但以理）＊11/19、12/10、1/14、2/18
廖元威
50.基督教神學（上）
（香港但以理）＊11/26、12/17、1/21、2/25
張奇軍
51.保羅書信導讀
（香港但以理）＊11/26、12/17、1/21、2/25
旅遊課程
周學信
52.聖地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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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羅行蹤Ⅱ：希臘之旅（搶先報）

週五課程（晚上7：00～9：10）
33.以弗所書釋經講道
34.教會靈修傳統初探

台北衛理公會恩友堂教室
37.摩西五經導讀＊週六晚上7:00～9:20

天母感恩堂教室
38.創意聖經教學＊週二晚上7:00～9:40

林烽銓

帶隊老師：陳美如
2017/3/11、4/8、29，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2017/4/30～5/11前往希臘等三國，共12天
☆前15位報名享團費3,000元優惠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