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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長／吳獻章

從歷史意義來看，今年乃特別的一年，

並非因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而是馬丁路德

改教至今正好五百年整。政治人物都會過去，但沒

有路德五百年前的改教，就沒有當今的華人教會和

其中的你我。站在這回顧暨前瞻的關鍵時點，華神

的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去年邀請了路德專家Dr. Sarah 

Wilson，主講路德的神學洞見和其改教時代處境；今

年我們更邀請建道神學院院長梁家麟博士，主講「改

教500年來──華人教會的過去、現在、未來」，期

盼才兩百年的華人教會從改教的十架神學和歷史眼

光，紮實地「回到福音•回到聖經•回到歷史」（這

是梁院長在此次講座的前言／第一堂信息）！

著作等身的梁院長，身兼神學教育工作者、華人教

會歷史學家和牧者。在五月一至三日間，他首先要帶

領我們這世代華人教會來看「華人更正教會的發展」

（兩堂），回顧當今華人更正教會的沿革，並

給當今華人教會論作前瞻性探討。接著，他將

比較「天主教和更正教的傳播」（兩堂），並探討其

各自的特徵和所遭遇的困境與突破，從而為當今華人

教會的教牧角色把脈。隨後梁院長將剖析「宗教改革

精神在華人教會的實踐」（兩堂），綜觀唯獨恩典、

唯獨信心和唯獨聖經在被半伯拉糾主義糾纏的華人教

會中的落實情形，並給華人教會的信仰傳承作針砭。

中西教會處境不同，就連兩岸三地的政治氛圍也迥

異，但教會與政治間存在的張力卻沒有差別。梁院長

將用兩堂時間探討「華人教會的政教關係」，以釐清

華人教會在社會與政治中該扮演的角色。梁院長將在

最後的兩堂分析「華人更正教會的今貌」，且針對

傳統宗派三個元素的有效延續問題（教義、禮儀、教

制），和新宗派的崛起與新宗派的三大元素（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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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期刊第八期---您不可錯過的篇章：

專文首篇〈再思創世記四章七節的涵義〉黃正

人老師精細地處理引發諸多探討的該隱敘事，帶

領讀者進入譯經與實存應用的世界。蔡玉玲老師

的〈作者歸屬與著作日期之辯〉，提綱挈領介紹

爭論的脈絡、發展過程與主要流派；並以申命記

為例，指出長久來的不同觀點仍可互補長短建構對話。紀念改教五百年，繼上期又

有兩篇路德學者的專文，廖元威老師的〈馬丁路德論世俗政權及戰爭〉，以路德生

平中引發爭議的政教關係，尤其是國家才有權發動的戰爭，來看路德神學的兩個國

度觀；鄭愛和老師的〈馬丁路德關於婚姻及家庭教導之芻議〉則關注路德如何教導

學生成第一批更正教牧者，藉由查考創世記，來探討神設立婚姻與家庭職分的心

意。梁美心老師在〈當代講道學，何去何從？〉帶領讀者認識新講道學的主要特

色，尤其在聽眾的角色、講章的內容、講章的形式、和宣講的語言這四方面著墨。

本期有兩篇博士生校友的導讀性書評。陶牧群評介郭承天教授《國族神學的民主

化─台灣與中國大陸》；劉加恩評介蘭德（Christopher Land）的The Integrity of 2 
Corinthians and Paul’s Aggravating Absence。

研討會文章包括：本校2016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 Dr. Robert Priest的〈向保羅學

習如何面對福音與文化的衝突〉；及孫志鴻教授報導第三屆迦密山國際學術論壇，

全球華人學者基於相同信仰的跨科際對話與整合，探討今日華人基督徒所面對的時

代議題。

台北場／ 33  月  1717  日（週五）

聚會程序表

16：30~17：00 報 　   到

17：00~18：00 小組活動

18：00~19：00     晚　    餐

19：00~19：15     影片欣賞

19：15~19：30      詩歌敬拜

19：30~19：40      院長致歡迎詞

19：40~19：55 詩班獻詩

19：55~20：40      培靈／許南盛老師

20：40~21：00 陪　    談

歡迎各教會團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自由參加！

詳情逕洽02-23659151分機329莊姊妹。

3／13-17日之課程體驗，一人限選兩門。為方便

統計人數，請您於3月8日（週三）前於官網完成報

名，且將個人資料包括：姓名、性別、聯絡電話、

電子郵件、所屬教會等填寫清楚。

華神官網 www.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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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組織、使命），給華人教會的道

統與未來發展路向作前瞻思考。最後，

他將以「繼續改革與改革甚麼」為這次

歷史性的講座作總結。

誠如加爾文所說：「光有歷史感而無

信仰意識，將淪落相對主義的深淵；光

有信仰意識而無歷史感，將陷入獨斷主

義的迷宮。」處在歷史轉折點的華人教

會，不能錯過這獨具歷史高度的神學講

座，免得陷入後現代相對主義的深淵，

甚或走進獨斷主義的迷宮！

鑑於這次講座中所涵蓋層面，不論是

歷史沿革、教義發展、教會傳承、政教

關係、佈道衛道的本色化策略等，所觸

及的議題龐大深遠，因此華神將這次講

座 開 放 給 台 灣 本 島 和 海 外 （ 全 球 五 大

洲）現場連線直播，好讓這席豐盛的神

學饗宴及其中種種議題和神學反思，成

為提升普世華人教會的平台。報名和網

路連線請從速辦理（網路連線E-MAIL：

alumni@ces.org.tw），以免向隅！ 

▲▲新春獻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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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年5月 1～3日

報名：自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21 日止

           請於華神網站 www.ces.org.tw 報名，免費入場

聯絡：（02）2365-9151#212 許主任或 #329 仵主任

   5/1（一）     5/2（二）  5/3（三）

09:00~10:30
         前言：回到福音 • 天主教與更正教在中國的 

華人教會的政教關係Ⅱ
      回到聖經 • 回到歷史           傳播比較Ⅱ

10:30~10:50             休　       息

10:50~12:10
     華人更正教會的發展Ⅰ 宗教改革精神在華人教會 華人更正教會的今貌Ⅰ

               & QA      的實踐Ⅰ & QA            & QA

12:10~14:20             休　       息

14:20~15:30
    

華人更正教會的發展Ⅱ
 宗教改革精神在華人教會 

華人更正教會的今貌Ⅱ
               的實踐Ⅱ 

15:30~15:40             休　       息

15:40~16:50
    天主教與更正教在中國    華人教會的政教關係Ⅰ     結論：繼續改革與改革什麼

    的傳播比較Ⅰ & QA                 & QA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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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路十五 25~31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裡。他回來，離家不遠，聽

見作樂跳舞的聲音，便叫過一個僕人來，問是什麼

事。僕人說：『你兄弟來了；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

病地回來，把肥牛犢宰了。』大兒子卻生氣，不肯進

去；他父親就出來勸他。他對父親說：『我服事你這

多年，從來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

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樂。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

盡了你的產業，他一來了，你倒為他宰了肥牛犢。』

父親對他說：『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切所有的

都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復活、失而又得

的，所以我們理當歡喜快樂。』」

在我所經歷、所聽到、看解經書，甚至還有一些畫

作當中都把大兒子描寫成一個大壞蛋，是個不折不扣

自私、自義、自大的法利賽人。其實他很冤枉，需要

來幫忙平反一下。通常我們想責備人時，加上現在的

社會風氣，多是責備那正直或比較正直的人，而同情

失敗者、犯錯者。這是一種政治正確，信仰上卻不是

如此。這個家已許久沒有快樂的氣氛，父親從早到晚

流淚想著小兒子。當在田裡辛苦工作的大兒子回到家

來，聽到家裡久未聽見的聲音，隨即叫過一個僕人來

問問。僕人說：「你兄弟來了；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

無病地回來，把肥牛犢宰了。」（路十五27）大兒子

卻生氣，不肯進去。

各位，若換做是你，氣不氣？我們希望公平，社

會要求轉型正義。從古到今，不管在教會、社會，

乃至神學院，不管是作學生、老師，這始終是熱門

的議題。我越來越能體會美國小孩最早學會說的：

「It’s not fair! 不公平！」因信稱義的「義」究竟是什

麼意思？「正義」又是什麼意思？有人以為「正義」

與「公平」就是利益與刑罰的分配是否正確，賞罰是

否恰當。資本主義的思想家特別注意做大餅的工作怎

麼分配。結果的分配與產生原因都與分配有關係。總

之，我們都希望公平、正義。不論在社會或者教會，

家裡、公司或學校，學生如此，老師也是如此。最叫

人生氣的就是不公平。我付出的與所得到的不一樣。

希望大家注意一點，當上帝審判我們的時候，並不是

沒有注意到公平與正義的問題。我們讀過的救贖論，

也可能讓人想到神的赦免與神的刑罰是否有關係。

很多學者認為耶穌為我們罪死的這種觀點早已過

時。暫且不談這觀點正確與否，但它究竟公不公平？

聖經裡說：「禍哉！那些稱惡為善，稱善為惡，以暗

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

五20）可是上帝稱我們罪人為義，是不是不公平？所

以耶穌的代贖很重要，我們與主的合一也同樣重要。

我們都想要公平。如果你在教會、學校，辛苦工作

卻不獲賞識，甚至遭人嫉妒、打壓，你想罷了，反正

是活在罪惡的世界裡。作業所得分數、工作待遇不盡

理想，也想沒有關係。可是，一旦不做事的人得到讚

賞的話，你就火大了，我可以忍耐對我的不公平，卻

無法忍耐對惡人的獎勵。

「今天家裡怎麼那麼熱鬧高興？」「你那個寶貝弟

弟回家來了！你父親得他無災無病的回來，把肥牛犢

宰了！」各位想想看，大兒子他這麼生氣是不是天經

地義？能不生氣嗎？如果我們處在這樣的社會，家庭

或神學院，每個人都想作小兒子吧！我那麼殷勤工

作，所得的卻遠不如那懶惰的人多，那我幹嘛努力工

作，社會應該是賞善罰惡才對，為何小兒子沒行什麼

善，卻得到這麼多的稱讚、好處，反而這麼多年來大

兒子沒有得到任何的讚賞？我想這些聲音應該傳到父

親耳中，於是就出來勸他。

「大兒子卻生氣，不肯進去；他父親就出來勸他。

他對父親說：『我服事你這多年，從來沒有違背過你

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

樂。」（路十五28～29）

他父親出來勸他，照理說下一句應該是「兒啊，進

來吧……」。可是開口說話的卻是大兒子，他或許忍

受不了會說：「你閉嘴！」不公平的待遇已經忍受

了這麼久，乃至父親出來根本沒有勸上一句，反而引

來大兒子的牢騷。大兒子敢這麼講不容易。現在正

值吃晚飯的時間，他敢跟父親說：「我服事你這多

年，從來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

羔…….。」不給無所謂，給那懶的人孰可忍？各位我

們的危機、痛苦，不是我們的老闆、我們的丈夫，也

不是神學院老師，麻煩的是我們所服事的是上帝，所

以服事上帝的人如果很火大，天天火上帝，需要求主

幫助，因為這樣是做不長久的。

華人教會有個傳統，就是每當講員呼召人將生命獻

給主，請往台前走時，多半人像似就義般哭得死去活

來，我們服事的乃是萬王之王、愛我們的上帝，為何

要哭成這樣？我希望在獻身研討會見到的是歡喜領受

呼召，也盼望在教會、神學院聽到的是「事奉主，真

喜樂」之類的話。我在華神教的最後一堂課是「文學

與神學」，要求同學的指定閱讀就是各類型的小說。

這就意謂著「看得越多，成績越高」。我推薦的多半

是古典小說，其中一本是吉米哈利（James Herriot）
所寫的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大地之歌），

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作者吉米哈利本是英國獸醫出

身，不確定他是否是基督徒，本書卻是一本培靈極佳

的書籍。BBC與電影公司不知拍過多少次影片。書裡

幾乎沒有談到任何信仰，但他的態度叫人欣賞。他熱

愛他的工作，他詳細記錄牛羊等動物的情形、與英格

蘭山地裡最貧窮的人打交道，字裡行間充滿逗趣。當

時獸醫的身份並不高、待遇也低，卻能寫出裡面的溫

暖與快樂。期盼有天看到牧師們寫回憶錄時不是讓人

流淚，而是讓人捧腹大笑，原來作牧師是這麼的幸福

快樂。不過，我想多數都覺得痛苦，因為越是辛苦的

人，怒氣越多。林道亮前院長曾說「吃得苦」，為什

麼不說吃得甜呢？吃到飽呢？我必須誠實地說：事奉

主的生活真的痛苦，在聖經裡也有如此描述，並不能

一筆抹煞「受苦神學」。

我覺得大兒子是帶著淚來講，我們可以把他想成對

上帝。上帝有叫我們很幸福？快樂嗎？其實我們沒有

像大兒子般有資格說得這樣肯定。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了你的產業，他一來

了，你倒為他宰了肥牛犢。」到此，他已經說不下去

了。三十一節：「父親對他說：『兒啊！你常和我同

在，我一切所有的都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

復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理當歡喜快樂。』」

通篇十五章講的是「失」與「得」。失去的羊被找

到，失去的錢被找到了，失去的兒子找回來了。當他

連猪吃的豆莢都沒有的時候，就醒悟過來（V.17）。

原文是He came to himself。他回到他自己，他原來

是Lost，現在他回到他自己，重新是一個人。人要認

識自己，就要回到你自己，「Lost」對人而言，譯成

「失」，對東西而言，則是「迷」。這個少年人，甚

至我們每個人，若不在上帝手裡，「We are Lost」。

他們不認識自己是誰，也不知道身在何處，從哪裡

來，往哪裡去。根本不知按己意生活是多麼悲慘。

浪子Lost，他不知何為福，何為禍。不知自己身在

禍中，任意放蕩，浪費資財。正如以弗所書二章所

言，世人在可怒之子的時候，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

的去行。「只要是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人要做

什麼，就做什麼，是最大的快樂，換個角度來說也

對，若你做的，剛好是神所喜悅你做的。他在禍中不

知禍，大兒子則是身在福中不知福，也是Lost。

當我準備這篇講章的時候，最讓我感動的是那一聲

「兒啊！」就像四郎探母楊延輝喊的「娘啊」一樣！

在神學與社會學上「Calling」很重要，神用祂的呼

召創造了世界（賽四十章），用祂的呼召、祂的話托

住、拯救世界，亞當夏娃墮落了之後，神就Call他們

說：「你在哪裡？」「凡勞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

裡來。」你在哪裡？神在呼召。

在兒童主日學講故事的時候，我們會提到牧羊人在

呼喚迷失的羊群。故事這裡並未這樣說。我們不會呼

喚失去的錢，因為錢不會有反應。甚至沒有記載到父

親對小兒子喊「兒啊！」或許相互擁抱時有，但這裡

卻出現。願神的呼召常常臨到你。我不知道大兒子有

沒有被安慰，「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切所有的

都是你的。」（路十五31）這就是「以馬內利」。父

親說你跟我在一起，在乎牛羊嗎？各位先不要太快說

「我不在乎！」

我不太敢把這位

父親完全等於天

父，這位父親的

作法是有值得

改進的地方，

偶爾殺一隻

牛羊給大兒

子是恰當的。

耶穌為何講

這個故事

呢？因為

天父常以

艱難當餅，

困苦當水

給我們吃

喝，而不

是牛羊。

編者案：

本篇專文乃康來昌牧師於學院週三崇拜之講稿，

特饗讀者特予登載。本文已經講員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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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覺得幸福嗎？這很難回答。用心理學較常

用的字眼是「你的自我形象如何？」做為一個牧師、

華神神學生、傳道人，你覺得自己幸福嗎？基督教有

很多扭曲的信息，好叫我們不要看自己很糟糕很爛。

但這是需要的，需要從上帝的眼光來看我們自己，叫

我們知道我們真是罪人中罪魁。這是聖靈所光照的，

必須不斷看到，而且越來越深入，但同時我們也需要

看到另外一件事。

保羅有一次被帶到亞基帕王面前，我能想像是六星

級豪華飯店，冠蓋雲集，而亞基帕王，還有各階層高

官、美麗的女士均盛裝赴會，他們很好奇，為的是看

這個囚犯。保羅身上帶著鐵鍊一路到王面前，那時保

羅是否該像大兒子說：「上帝我服事你，到這樣的地

步，你還要人家這樣戲弄我？」可是，你知道保羅說

什麼？他除了講福音之外，最後只說：「亞基帕王我

不但希望你像我，也希望所有人像我。」你有這樣的

自我形象嗎？希望每個人都像你嗎？保羅不過是帶著

鎖鍊的囚犯，卻說我希望你們像我就好了！

各位，我們是罪人，但因為我們有神，所以我們是

很幸福的人。你要傳福音給別人，若你這領受福音的

人不知道是多麼幸福，我不知道我們要怎麼傳。我們

是很多東西都沒有，但我們有上帝。求主憐憫，在神

學院、社會都講究務實，要求實踐，要把我們的信仰

活出來！這沒有錯，但我還是那句老話，「already, 
but not yet。」信仰有很多部分是活不出來的，只能

信的。因為我們沒有那個力量與愛，我們活不出我們

應該喜樂。但我們還在罪惡中，怎能那麼喜樂？我不

覺得這是件丟臉的事，我們活不出來，也不一定明

白，所以我們就信。我們遠處觀望，能得到上帝給我

們的嗎？上帝給我們的美好，我曾說是有限度的支持

成功神學，因為聖經裡講得非常多。像利未記二十六

章、申命記二十八章、整卷舊約歷代志上下都有一個

觀點：「信靠主就蒙福！」而且是物質今生的福氣，

不信靠主就有禍。我們不能否認這個！耶穌也是如此

說，「凡今世為我撇下這些的，沒有不在來世得永

生、今生得百倍。」很難將他靈意化，因為耶穌說的

是土地等等。

上帝的應許我們在今生可以經歷多少，一定可以經

歷。與主同死、同埋葬、同復活，一定可以經歷。可

以經歷多少，有時是一片空白，這時求主讓我們繼續

信下去。希伯來書十一章講到信心的偉人如亞伯拉罕

等，一方面說這些人都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

所應許的（來十一13）。信心的偉人沒有得著上帝

的應許，這就是我剛剛所說信仰有時沒辦法實現，同

時，十一章也說道這些人「因著信，制伏了敵國，行

了公義，得了應許」（十一33）。最後結論這些人都

是因信得了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那到

底得到了沒有？答案是得到了，也還沒得到。我們知

道這是真實的，但是不夠完全，需要聖靈繼續幫助、

憐憫我們。

整個故事作個結論。究竟為何要高興？為何要如此

對待弟弟？這很不公平。故事告訴我們一點。當大兒

子聽到父親的話、牧羊人找回羊、婦人找回錢的時

候，這整個故事上帝要說的是：「屬於我的東西，我

一樣都不要失去，因為我的東西是寶貴的。」

各位當你信用卡遺失、原子筆不見的時候，奇怪的

情況是即使是不值錢的原子筆不見了，你還是會跟丟

失羊的主人一樣，撇下一切去找，只要是你的東西，

你的心就會掛念著，直到找著為止。

我們的上帝只要是屬祂的，祂必定要找到。當東西

不在祂手裡、不屬祂的時候，祂是憤怒的。我們的上

帝是絕對的自戀，也是唯一的好，也應當如此。

「兒啊！我為何快樂？」因為你這弟弟是屬我的，

不可以丟在外面，他要回來，他要屬於我。這是神的

東西，若各位不在神的手裡，神傷心憤怒；若你在神

手裡，神很喜樂。「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復活、失

而又得的，所以我們理當歡喜快樂。」這是我們傳福

音的重要神學基礎。這個世界上的人不管他們的道德

好壞、行為優劣，他們是Lost。

若要在仔細分析，這三個比喻相同處都在說上帝的

愛。也有不同之處，第一，第一個比喻強調那隻羊，

而撇棄那九十九隻羊，為要找那一隻。其餘比喻都沒

有說要撇棄那沒有迷失的。並不是神真要撇棄那些沒

有迷路的，而是神對於屬於祂、而祂所造的，卻不在

祂手中，祂非常介意，非要找著不可。

第二，與預定論有關。奧古斯丁說錢怎樣都回不到

自己主人懷裡，當然羊也不太容易。除非主人彎下腰

將它拾起來，否則回不去的。你能夠回去，是因為神

的揀選。

第三，尤其要注意，父親並未出去找兒子。在上帝

話語與主權之下，人需要悔改。小兒子回來，對這個

大兒子也同樣提醒，「你常和我同在，我一切所有的都

是你的。」這或許太抽象，最實際的是「信靠神」。

另一位生氣的人是馬太福音二十章葡萄園裡的工

人，他生氣的理由也很充分。他辛苦工作了十二個鐘

頭，得到的卻與工作一個鐘頭的一樣多。各位，我的

答案還是一樣，今生能得到神多少的報酬，不能說完

全有或沒有，所以我們唯有靠聖靈繼續等候。不過，

我希望能消消大兒子與那工作十二小時的工人他們的

氣。你在天堂若碰見那耶穌釘十字架旁的強盜的話，

不知道你會說什麼？或許你會說：「強盜兄！我真羨

慕你，做了這麼多燒殺姦淫擄掠等的壞事，享受罪中

之樂這麼多，最後得以悔改，信上帝，到了天堂，真

是好有福氣啊！運氣真好！」你應該說：「強盜兄，

你真有福氣，上帝拯救赦免你，但是，你沒有我有福

氣，你是人生走到最後一分鐘才認識耶穌。」那在葡

萄園工作十二小時的人應該對工作一小時的人，說：

「你沒有我有福氣，我從六點鐘就跟主人一起工作，

你在外閒晃了一輩子，我六點鐘就背十架跟隨主，我

有福氣！」各位，你們是有福氣的人！

■資訊中心主任／蒲正寧

中華福音神學院於2016年十月再次舉辦了第二屆的

「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本次的主題為「數位互

助的精神」。研討會報名非常熱烈，報名網站幾乎是

一上線就額滿了。當天近三百人共同參與，顯示了教

會對資訊議題的關心，也讓我們看見了神學院在此的

責任。本屆研討會比照前屆，上午邀請了四位業界知

名的講員，讓教會可以了解最新的網路趨勢，下午則

是安排了八個海內外的機構前來分享，讓機構間可以

彼此認識，了解其他人在做的工作。一整天的聚會，

相信大家都有很豐盛的收穫。

本次研討會以「數位互助的精神」為主題，這是同

工們在一起禱告時共同的看見。我們看到了不同的教

會、機構，雖然有著不同的使命、異象、規模與專

業，卻願意同心地透過網路這個媒介，來完成主的大

使命；網路工作從聖經工具、福音網站，到新聞媒

體、網路教學，再到社交網路及牧養平臺等，各式各

樣，我們期待透過網路上的每個個體，彼此連結為肢

體，發揮功能，相互造就。誠如哥林多前書，保羅提

醒我們:「身子原不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但如今，神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

了。若都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裡呢？但如今肢體是

多的，身子卻是一個」，「數位互助的精神」不正是

一個身子所需要的嗎？

華神行政副院長龍台平在致詞時強調，由於科技的

進步，速度與效率大幅提升，教會界也逐漸重視用新

媒體參與宣教或透過網路做團契與聯繫。但由於百花

齊開，許多的資源被重複使用，不能有效的配搭。大

家固然非常熱心為主擺上，但若不能夠協調統一，運

用有限的資源而形成浪費，實在非常可惜。他勉勵教

會以建立基督的身體為目標來整合、互補、互助，讓

基督教網路資源可以做更有效的運用。

今年第一個專題講員，是再次從香港邀請來的基督

教新媒體運動倡議人俞真。他有豐富的策展經驗，曾

經協助很多基督教機構從零開始，發展自己的價值。

透過一個點、線、面的切入，與網友建立關係，也讓

更多人可以看見你。至於另外一個講員，也就是閱

讀生活有限公司的鄭俊德總經理，就把這個概念發揮

得更遠。他所經營的臉書粉絲團，有超過百萬名的粉

絲，一篇文章所帶來的互動，可以在一片湖水上，激

起無數的漣漪。如何發揮基督徒該有的影響力，是我

們必須去思考的問題。

另一名講員董大偉是微軟知名的MVP講師，在很多

微軟大型的資訊講座都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董老師長

時間投入在資訊界，也參與了很多教會資訊平台的開

發。他用了一個問題當作開場:「資訊科技真的取代了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嗎?」其實他認為資訊科技從來都不

曾改變人們的需求，只是改變了需求被滿足的方式。

人們依舊約要敬拜、依舊需要上帝，但是不管你喜歡

不喜歡，改變一定會發生。科技其實只是一個工具，

在安全的界線內，將可以提供大家更舒服的環境。

維基百科是今年的另一主題。因為維基的共筆概念，

就是一個數位互助的最好範例。維基是全世界查詢資

料的重點網站之一，其資料的龐大跟瀏覽量都不是一般

網站可以比擬的。但其實整個台灣的維基工作，只靠少

數兼職的同工或義工就完成了。他鼓勵教會應該要一同

參與維基百科的編譯工程，不是要來護教，而是來讓人

更多的認識基督教，使相關資訊更豐富、更準確。

時代變遷非常迅速，有許多事工需要開展。我們需

要認清自己的使命與負擔，同時也該去了解其他事工

單位預備或是正在進行的工作。透過了解自己和認識

肢體，選擇出一個適合的方向來參與。本屆研討會非

常的順利，相關的影片跟資訊也都整理好了放在下方

網址中，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們一同觀看。2017年

第三屆的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將暫定於十月十六日

星期一在華神禮堂舉行，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2016 第二屆 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

http://www.ces.org.tw/event/2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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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6年8月1日～2017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學年需要         

一月份收入        一月份支出         一月份餘絀
 105學年度 105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實際支出

經          常           費 64,814,900   5,238,256   8,668,489  -3,430,233 31,802,291 33,325,469       -1,523,178
學   生   助   學    金 11,575,400       700,728   2,492,184  -1,791,456   6,111,405   4,881,328   1,230,077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65,000        61,950        64,625         -2,675   1,134,700      866,049      268,651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6,644,000      342,538      499,737     -157,199   2,130,728   2,255,078     -124,350

合                         計 85,400,000   6,343,472        11,725,035         -5,381,563 41,179,124 41,327,924           -148,800

 興建費用                一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750,000,000                         2,993,832                            264,176,753 -485,82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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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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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院

簡 訊

【華神與台灣信義會簽署合作辦學】

元月十九日華神已與台灣信義會簽署合作辦學「教

牧碩士科路德神學與教會建造組」，將開始籌備招

生。台灣信義會是華神忠實的夥伴，其青壯代牧者

泰半是華神校

友，資深牧者

更擔任學院的

董事、專任或

兼任教師。

台灣信義會

監 督 吳 英 賓

指 出 ， 台 灣

信 義 會 這 些

年的成長，華神畢業生在各堂會事奉貢獻極大。上帝

預備恩典與華神合作「教牧碩士科路德神學與教會建

造組」，不但能充分表達信義會屬靈資產—路德神

學，同時也強調教會建造。

蔡麗貞院長則表示，路德神學乃高舉基督之神學，

曾深刻撼動、影響其信仰路線與服事理念，她更以基

督教三大團體的宣教經文—約翰福音三章十六節、路

加福音十四章二十三節，羅馬書一章十六～十七節為

例，舉出基督教宣教經文深受信義宗影響。她欣然樂

見這個學科的啟動，深願雙方的攜手合作能培育下一

代優質的路德神學家與牧者。

【與華神相遇台北場】

「與華神相遇」台北場訂三月十七日假華神六樓禮

堂舉行，精心安排全週共二十二門課程之體驗，自即

日起，可上網選課（至多兩門），至三月八日截止。

另外，還有小組生活及聚餐等，晚間培靈由許南盛老

師主講。歡迎各教會團契、小組預留時間，踴躍自由

參加！詳情請見華神網站或洽（02）23659151分機

329莊姊妹。 

另外，「與華神相遇」新竹場也將於三月十一日

（週六）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假竹北勝利堂（新竹

縣竹北市復興二路193號）舉行，講員則為胡維華老

師。亦歡迎新竹區弟兄姊妹前往聆聽。聯絡：（03）

6585220陳慕天傳道。

【華神教牧中心】

了解、學習情緒的形成機制，以及對身體的影響，

將情緒的毒趕出身體，為負面情緒找到適當位置，學

習正確聆聽、安頓情緒，讓自己神清氣爽，人生逆轉

勝，找回原本應有的自由之身！由心又新關懷協會、

華神教牧中心聯合主辦的「身體健康情緒知道」講

座，將於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舉行，講員為平

嬡娟傳道。報名費用七百元，兩人同行優惠每人五百

元。相關訊息及報名，請聯絡：(02)365-9151分機

225華神教牧中心。

【人事異動】

華神高雄分校辦公室已於二月正式成立，設於高雄

靈糧堂九樓，由楊明玲姊妹擔任辦公室主任，代表學

院推動南部擴校之策略與規劃，協助南部分校教務、

學務等事工。此外，華神二十屆校友李清珠老師受聘

成為學院全職教牧輔導師資，將於七月正式擔任高雄

分校輔導主任，與楊主任配搭招生工作。求主帶領高

雄分校初創期間各項軟硬體的籌備、設置都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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