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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核心

律法與福音的意義

此專題的重點在路德的著作中對律法與福音的區

首先，我們需清弄楚清路德所指的律法與福音究竟

分。這一切問題的核心是，上帝要居首位。是上帝先

是什麼？1521年路德的著作，簡介福音書中所尋找與

賞賜我們，我們領受後才有回應。所以，信心就是把

期待的是什麼。有趣的是，這本著作竟是他同年在沃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加以領受、接受，我們才能與神和

木斯會議（the Diet of Worms）中被皇帝查理五世定

好，恢復與神的關係就是信心，正如新約所講「使我

罪時寫的。路德說，如果說四福音書是馬太、馬可、

們在神面前稱義的是信心」。這一切不是出於我們的

路加、約翰所寫，這說法基本上是錯的，正確說法應

工作。不管我們多好、多聖潔，都不會讓上帝接納我

該是──耶穌基督的一份福音，而以四種方式來呈

們。反倒因著神兒子耶穌基督被釘十架、死裡復活，

現。馬太、馬可、路加對耶穌生平作了詳盡的敘述，

祂才接納我們。神透過祂的兒子並聖靈的工作將信心

而約翰福音的描述方式卻與前三卷書不同，著重在耶

賜給我們，唯有這些都成就之後，我們才開始回應上

穌所說的話。根據路德的了解，保羅、彼得也算是福

帝恩典，過真正稱義、討神喜悅的生活。

音書的作者，即使內容是書信，對耶穌生平少有著

這種將上帝的工作以及人的行動做清楚區分，是路

墨。路德也認為使徒行傳是福音書。所謂福音，就是

德神學的根基。如果轉換成形式原則，就要以律法與

關乎耶穌基督的好消息，祂是上帝之子，是馬利亞之

福音的角度來加以闡釋。在此原則之下，律法與福音

子，顯示出上帝對人所要說的話。任何人只要談到這

便成為我們分析或解讀聖經、所聽的道、神學，甚至

些內容就是福音書的作者。路德所強調福音的主要意

是你我周遭文化的重要工具。

義是：「耶穌到底為我們做了什麼？不是關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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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為我們所成就的事；不是我們做了什麼，而

路德強調，當我們領受基督的時候，可有兩種模

是耶穌已經成就了什麼。」路德非常清楚當時人仍以

式，一是把祂當榜樣，二是當禮物。路德說多數人把

律法的眼光看待福音，把耶穌當作新律法的頒布者，

領受基督只當作榜樣，盡最大努力來模仿基督、靠自
己力量來行善。如此只會帶給人失望，甚至絕望的地
步，因為你越努力，越看見距離理想狀態實在遙遠。
所以首要之務，要先把接受基督當作禮物。

雖然比舊約時期的律法更高，但基本上還是律法。
路德努力想更正這種對福音錯誤的認知，便在他所
寫的著作裡說道：你應該以兩種方式來了解基督的話
語、工作和苦難。第一，把這些當作是榜樣，而且你
應該效法遵行，就如彼得前書二章說：「因基督也為
你們受過苦，給你們留下榜樣。」所以當你看見耶
穌如何禱告禁食，幫助百姓並向他們顯明神的愛，你
同樣也該為了自己、為了你的鄰舍照著做。然而，這
只是福音中最小的部分。如果以這為基礎，還談不上
福音，基督對你的幫助不會比其他聖徒更多。簡單而
言，以此模式認識基督，不會讓人變為基督徒，而是
變成一個假冒為善的偽君子。你應該以更高層次來認
識基督。
第二，福音的基礎及主要條款是，在你把基督當成
榜樣之前，要先領受基督是一個禮物。神把基督作為
禮物賞賜給我們，你要領受成為你自己的。也就是，
當你聆聽基督所行一切的同時，你深信不疑這一切都
是為了你的緣故，甚至，你有確據到一個地步，這些
就是你所做的，正如你是基督本身一樣。這就是我們
對福音的正確認知。這裡談到上帝無限的美好，就連
先知、使徒、天使都無法完全理解，沒有一個人可以

穩當與滿足。
當我們以基督為救恩的基礎與主要的祝福時，就會
以祂為榜樣。你寧為鄰舍付出、服事他人，正如基督
將自己白白的賞賜給我們一樣。如此，我們信心與盼
望就可繼續往前邁進，而上帝誡命就得到了遵行，這
樣，人人就可快樂無懼地從事並忍受一切的事物。
請特別注意，以基督為禮物能夠滋潤你的信心，讓
你成為一個真正基督徒；以基督為榜樣，則可以操練
你的工作、善工。然而，後者卻不會使你成為基督
徒。一切善工都因你是基督徒，才會從心發出來。禮
物與榜樣的差距有多大，信心與工作的差距也就有多
大。信心並不擁有任何東西，所擁有的，乃是基督的
行動與生命。而善工生發出來的信心和榜樣差距有多
大，信心和工作差距也有多大。信心並不擁有任何的
東西，信心只擁有基督的工作和生命。善工似乎有很
多，卻不屬於你，而是屬於你的鄰舍。福音不是一本
律法或誡命的書籍，而是充滿屬天的應許。換句話
說，福音書是屬天的應許，上帝在耶穌基督裡將一切
產業與福份都賞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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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了。福音卻能夠拯救我們，因為神把基督賞賜給

勒斯大是德國人，當然不願放棄吃猪肉）。

我們，把基督的義賞賜給我們，讓這個義成為我們的

路德的立場則是：是否遵守舊約律法，在於它是否
是普世性法則。他引用保羅在羅馬書一章所說：律法
的功用是以普世性為基礎來遵行。例如，遵守十誡的
理由，不是因為上帝把這個律法頒布給以色列人，而

上帝在祂極其火熱的愛中將祂愛子耶穌基督賞賜人
作為禮物，基督就是我們的義、聖潔、生命、復活，
這一切都在基督裡，這一切都是白白賞賜我們的。
如果要接受這一切，不需先遵守什麼律法，或做什麼
事，盡怎樣的努力。甚至，上帝先賜下聖靈住在我
們裡面，讓我們可以在神面前接受這個禮物，接受基
督。上帝在我們心中所做的工作，同時包含了賞賜和
領受。只有我們領受基督為禮物，我們才能真正將基
督當成榜樣，真正效法祂。就算是把基督當榜樣時，
也不是我們努力聖潔到一個地步，讓上帝來接納我
們。作榜樣的意思乃是當上帝的愛激勵我們、發動我

是因為十誡是普世法則最佳的呈現，即使十誡是頒布

們把這些愛的行動做在別人身上，為別人的緣故而
做。就好似上帝的愛流進我們的裡面，透過我們流向
四周圍的人，包括朋友、鄰舍及四周有需要的人。上
帝的愛白白賞賜給我們，不是只停留在我們身上，而
是要把這一切的愛流露給四周的人們，讓這些人也來
到神面前。所以當基督把自己賞賜給我們、做我們榜
樣時，祂不單是教導我們愛是什麼，也不只是教導我
們律法是什麼，而是律法是要帶出一個愛的行動。

只公開講過兩次的道。第一次是在西乃山，山上充滿

憑藉自己理解與掌握的。這乃是上帝用祂極火熱的心
向我們顯明的愛。讓我們的心、良知可以成為快樂、

人不僅要受割禮，也要守安息日，也不能吃猪肉（迦

〈基督徒應該如何看摩西？〉

給以色列人的。

義。只有在領受基督的救恩之後，才可能開始去遵行
上帝的律法，甚至在遵行律法的裡面，我們才會更深
的發現我們多麼需要救恩。

為何基督徒要讀舊約律法？
如果律法不能救我們，那現在何必讀舊約律法？

路德那個時代，他所面對的不是猶太人，而是外邦

路德提供三個理由，第一，摩西對人類共同的生活

人。所以，非猶太人的基督徒，要如何來看摩西和他

確實提供很多有價值的建議。身為非猶太人，我們沒

的律法呢？路德盡力避免迦勒斯大所用的方法。但路

有被強制要求必須遵行以色列人的律法，除非這律法

德同時也看見另一種極端，許多人是鄙視舊約律法，

內容是牽涉到普世性的法則，如不可殺人。事實上，

視為一文不值，以為舊約律法比新約價值更低，甚

每個人類社會都有他們組成和運作的法則及模式，好

至忽視它。這也不對。所以，他要幫助基督徒以正確

壞不一定。路德認為摩西律法比他所居住的撒克森的

的態度來面對舊約的律法，以致於可以認真的閱讀，

規範好得多了。

並且樂在其中。在路德的觀察裡，上帝在歷史當中，
風、火；第二次是在耶路撒冷（五旬節時），有大風
吹過，有舌頭火焰及多國言語的現象，把基督救恩清
楚的闡明出來。

舉例來說，撒克森的農民每年都要上繳貴族固定的
穀量，不論是豐收或歉收。如果因為歉收無法上繳，
就要去借，或甚至陷入困境中。但是在舊約律法中，
農民繳給地主只是一個比例而已，也就是十分之一，
這樣的運作模式，就不會有人陷入極度貧窮裡，所

路德比較上帝這兩次的說話。第一次多是教導上帝

以整個群體不是一起享受豐富，就是一起受苦。在這

的律法，第二次內容則是福音。所以，我們必須明白

種運作模式裡，大家都一起靠天吃飯，而不是剝削窮

這兩個模式，這樣才能清楚區分律法與福音。律法要

人。撒克森的基督徒不是猶太人，就非必須遵守舊約

求人做一些事情，要我們在順服當中採取行動，要做

的律法，但是他們卻發現，摩西律法其實比他們的律

這個，不可做那個；對一個人的期待、要求。但福音

法更好。

是把律法的方法整個翻轉到完全相反的地方，指出：

第二、路德說我們讀舊約的方式，是把它視為應

1525年路德的〈基督徒應該如何看摩西？〉一文，
對「律法與福音的區分」做了詳盡的解釋。

這是上帝為你做、為你成就的事情，祂讓祂的兒子道

為何路德要寫這篇文章呢？主要是回應激烈的改教
家，其中較著名的便是他威登堡大學的同事迦勒斯大
（Andreas Karlstadt）。路德在沃木斯會議後，先隱
居在瓦特堡（Wartburg），其間威登堡的改教運動由
迦勒斯大領導。他領導這些百姓去搗毀教會的畫像、
塑像。理由是因為舊約聖經明言「不可雕刻偶像」，
而教會裡的圖像與雕像就是偶像。路德對此強烈不
滿。

上。所以，這是兩種教導，兩種工作。一種是屬上帝

路德並不認為舊約只是律法書，新約只是福音。在

的，一種是屬人的。福音教導的內容就是講到上帝為

新約，同樣可以見到律法，譬如登山寶訓。保羅書信

我們成就的事，而不是我們要去做什麼向上帝有所貢

中的最後部分也都跟遵行有關。而在舊約中也可找到

獻，給祂什麼。

福音。路德堅定相信舊約時期稱義的管道也是「因信

首先，他反對用暴力方式搗毀這些圖像。他認為，
除去人心中偶像是上帝話語所帶來的效果，而不是用
暴力除去人眼可見的偶像。更嚴重的是，迦勒斯大
主張，現在的基督徒應該照單全收，全數遵行舊約律
法。路德認為這些律法是給以色列百姓的，並不適
用外邦人，也就是今天的教會。路德引用了使徒行傳
十五章、加拉太書五章，如果我們要遵守律法的某一
個部分，那就得遵守全律法。如果迦勒斯大說必須遵
守某個律法，因為那是舊約當中的律法，如此所有的

是好的話語/道。律法是好的，因為其中表明上帝希望

成肉身，為你生在世上，甚至為你的緣故釘在十字架

為律法和福音的區分來做一簡單的結論；律法就是
上帝的命令，福音就是上帝的賞賜（禮物）。律法有
條件，必須遵行；福音是白白賞賜，我們只要單單領
受。律法與福音都是上帝的道，都是上帝的話語，都

許。

稱義」，亞伯拉罕就是最佳例證。唯一的差別就是，
舊約時代的人前瞻基督律法的成就，或說基督的來
臨，新約的百姓則是回顧這件事的成就。不論新約或
舊約，都是以彌賽亞的應許為中心或期待、回顧彌賽
亞的成全。

我們應該怎樣活，如何相處，像是在愛中彼此相處，

「我又要叫你和女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女人的

不要有任何毀滅性的行動，包括謀殺、姦淫、偷盜、

後裔也彼此為仇。女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

毀謗、貪婪等，但這些非常好的律法卻無法拯救我

的腳跟。」（創三15）

們。因為它只告訴我們該做什麼，不該做什麼，卻沒
有給我們力量去遵行這一切。例如，你大聲疾呼要順
服上帝，卻不會自動自發給人力量去順服上帝，甚至
罪人聽到說你要這樣做，他心裡偏說我不要這樣做。
罪不會因為人聽見說你要這樣做，不可那樣做，就被

「耶和華－你的上帝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
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申十八15）
基督徒對這兩處經文的瞭解都是講到耶穌，預言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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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路德所提出來基督徒讀舊約、讀摩西律法的
理由是為著信心的緣故。
如果舊約以色列人面對神律法的時候，是持信心的
態度與原則去讀，我們也要以此態度來讀。例如：亞
當、亞伯、挪亞、亞伯拉罕、以撒、雅各與摩西。但也
有信心很糟糕的，譬如：該隱、以實瑪利、以掃等等。
請注意路德不是在區分壞的以色列人與好的教會，乃
是：有信心的以色列人與沒有信心的以色列人。
律法就是上帝的命令，福音就是上帝所賜給我們
的。這種分辨模式，幫助我們讀經，因為整本聖經
都可以看到有神的命令要求，也有神賞賜給我們。我
們在講道、佈道時，也可運用這個原則。我們應當常
常提醒自己，當我們跟人互動的時候，是否把這兩者
同時都放在所講的內容裡，還是通常只選擇其中一部
分，另一部份則沒有講。

「半套的福音」
在我所處的情境當中，常常聽到的一種講道叫做

不講上帝愛我們，祂付出多少代價，那就只是半套福
音。我是罪人，全世界都背逆了神，上帝非常嚴肅地
看待這件事，祂差祂的獨生愛子來到世上，為我們的
罪死在十架上，祂差聖靈住在我們心中，讓我們知道
我們在怎樣的光景當中，也幫助我們回轉歸向神。
我們必須要知道，因為罪的緣故，我與神為仇，是
神的敵人，這說明我們必須面對自己的罪，當我們知
道罪的嚴重時，才知道上帝的愛不是無聊的、廉價
的，而是帶來生命的改變，甚至改變整個世界。
或許各位在台灣所聽到的講章是另外的一種問題，
或許你們不常聽到所謂律法式的講章，或是聽到講台
一直強調基督徒要遵守十誡、所有的律法，而對基督
白白的把祂的義賞給我們，似乎不太注意，也很少聽
到類似信息。甚至另外一種模式，只講基督為我們的
罪釘在十架上，讓聽的人自覺丟臉，是我們害耶穌死
在十字架上，卻很少聽見基督的愛，乃致我們在愛中
可自由的回應祂對我們的心意。
我鼓勵大家多仔細地聽聽自己或別人的講章，有多

「軟綿綿的律法」（soft law）。它不是極端的律法主

少是律法，有多少是福音。你要盡最大的努力，在講

義，不會直接的引用十誡，像是不可殺人、不可這樣

道、佈道、教牧關顧時把律法與福音兩者同時包含在

或那樣。而是常會說：你們應該彼此相愛、恩慈、忍

內。聖靈會幫助、會工作，讓那些聆聽的人知道他今

耐、諒解、要友善；要彼此款待、彼此歡迎；對於陌

天所需的是哪個部分，你的工作就是把律法與福音同

生人應該要歡迎他們，彼此善待。當然這些信息我非

時放在會眾的面前，讓上帝來成就祂的作為。

常贊同，也希望人們恩慈、彼此相待。但是若當成基
督徒講章的話，我有兩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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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前言：回到福音 •

天主教與更正教在中國的

首先，非要去教會才聽到這些嗎？你看一些政客、

類型的律法，但它不是上帝的福音，也不是上帝的律

流行歌曲，講得不就是這些嗎？不管這些話講了多少

法，而是根據另外的福音與律法在生活。對某人來

10:30

回到聖經 • 回到歷史

傳播比較Ⅱ

遍，人們還是沒有改變，依然故我，它一直就是離我

說，他的福音可能是某政黨，或某個人。因此盼望透

10:30~

們相當遙遠的理想狀態。

過這管道，讓他所期待的一切好處臨到他身上。同樣

10:50

像是基督教的信息，好像耶穌也這樣教導。因為人類
歷史中所有偉大的老師，都在告訴別人要有愛，但是
沒有一個人能把愛的力量賞給人、讓人有動力去遵守

息

本主義的法則、社會競爭、有禮貌的法則、或是肚腹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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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律。可能他遵守的是道德之律，是某種類型的法

12:10

律。沒有一個人是無法無天的生活，總是有某種東西
指導著他們的行動。我們要有分辨的能力，這樣才知

12:10~

道所面對的人裡面的世界。甚至在教會裡你遇到的人

14:20

聆聽關乎上帝的真理──祂差祂的獨生子為我們的罪

說他信耶穌基督的福音，但骨子裡卻是另一個福音；

死在十字架上，祂從死裡復活，把新的生命賞賜給我

也有可能他行的是聖經的律法，但是其實是另外一種

14:20~

們，並且透過內住的聖靈成就這一切。這一切才帶給

律法的奴隸。

15:30

的罪惡跟我內心的邪惡的時候，這才是力量的來源。

休

華人教會的政教關係Ⅱ

的，人會遵守各樣法律，可能是社會上傳統法則、資

這一切。如何要能夠遵行這一切，必須先聆聽福音、

我那遵行律法的盼望與力量，特別是當我們面對世上

5/3（三）

我們周遭的文化模式也可用律法與福音來加以分
析。每個人都會相信某種型態的福音，或遵行某種

其次，這樣的講章根本沒有福音在其中。聽起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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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我的生命，甚至聽多了覺得乏味。所以，如果

警告大家，要用一輩子的智慧去面對和處理這些問
題。這些不太容易分辨，它們很愛玩捉迷藏。但是我

我還聽過另外一種講章，叫「半套的福音」。信息

們要用基督的愛光照在其中，讓一切顯明出來。最後

的內容就是一再地說，上帝何等地愛我，任何事都不

再提，律法就是上帝的要求，而福音就是上帝所賞賜

能阻止上帝對我的愛。聽起來很舒服，但僅此而已。

給我們的，我們需要分辨這二者，也需要同時傳講這

上帝愛我，一點都不新鮮。因此這類講章根本沒辦法

兩種道。

& QA

休

華人更正教會的發展Ⅱ

15:30~

15:40~ 天主教與更正教在中國
的傳播比較Ⅰ & QA

& QA

息

宗教改革精神在華人教會
的實踐Ⅱ
休

15:40

16:50

的實踐Ⅰ & QA

華人更正教會的今貌Ⅱ

息

華人教會的政教關係Ⅰ 結論：繼續改革與
& QA

改革什麼 ？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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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牧養的挑戰
靈修營的開始，正是因為看見青少年在信仰膚淺化
與教會教導困窘的危機下展開。

－淺談教會聯合靈修營
■青少年研訓中心主任／莊舒華
前言：「教會聯合靈修營」是由青少年研訓中心與部
分重視青少年工作的教會牧者與輔導，針對國、高、大
各年齡層的信仰發展需要，自2010年寒假開始研發的靈
修性營會。此營會每年皆由合作的眾教會聯合籌備執
行，迄今已舉辦國、高中營會八屆、大專營六屆。
在《不可或缺的教會》一書裡提到，在美國有超過
三分之二參加教會聚會的青年會在 18-22 歲期間從教
會流失。會流失的原因，根源就在於教會與教會所宣
稱的信仰，對他們來說並非不可或缺。
去年因為論文研究的緣故，我訪談了幾間教會的二
代青少年基督徒，觀察到他們之所以會繼續委身在教
會，是因為他們經歷了與上帝親密的關係，並且因著
對福音更加清楚的認識，讓他們能夠不害怕的去跟朋
友分享他們的信仰。

這說明什麼呢？
一是青少年需要對信仰有清楚正確的認識，但這可
能只是存在於他們的宗教化知識；另一是青少年需要
對信仰有親身的經歷，當這個經歷跟他們的知識可以
呼應時，信仰就會從父母的信仰脫胎成為他們自己的
認信，成為生命中的不可或缺。
當我們面對多元成家、性別議題而感到憂心時，更

該預備的是下一代的青少年能否站定在真理之上來回
應世界。這不僅是他們的腦袋裡裝滿多少知識，更是
他們的生命裡如何有更多與神親密的相遇，讓「神的
道」成為肉身，活在他們的世界裡。如此，信仰才能
內化為他生命裡的核心價值，無論他往哪裡去、遇見
什麼人，他都能持定所信，並且勇敢分享與人。

查考話語的兩難
查考話語既然如此重要，但在神學院的課堂上教導
時，卻常會聽到眾教會輔導對於帶領學生查考神話語
上的困難，不是流於完全倚賴市面上的動態查經教材
而不加修改，從國中到大學團契的查經帶領都以「一
味款待」，整堂聚會中活動佔了大部分的時間，而
最後只剩下數分鐘來分享經文；要不就是變成只單純
查考經文，卻沒有依照學生的身心發展狀態來設計內
容，查考之後也無法帶入平日生活的實際應用裡，造
成國中生坐立難安、高中生興趣缺缺，大學生問題發
散，讓查經成為輔導害怕學生不出席的聚會。
同時，在平時的團契帶領裡，受限於聚會時間，輔
導們不容易對許多信仰問題有深入整全的引導，學生
也容易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例如課業、社團、家人
活動……而缺席聚會。然而，教會對於青少年事工帶
領者的普遍訓練不足，輔導或傳道本身在帶領查經與
屬靈指導上的經驗與能力的缺乏，也造成無法即時敏
銳回應學生信仰的需要。這些因素都使得我們需要透
過聚焦且長時間的營會來補強教導與牧養的果效。

為了回應牧養的需要，我們聯合了幾個在青少年牧
養理念上有共同看見的教會傳道牧者，一起聚集研發
如何針對國高大青少年不同的信仰發展需要，透過聖
經話語的教導與體驗達到適切性與深度性，來促成他
們在信仰上的更新與突破。另一方面，也突破過往眾教
會在參與機構舉辦的營會時，習慣由機構徵召大專生
來當輔導做門徒帶領「代工」的模式，要求眾教會自己
的學生由自己的輔導帶領方可參加，讓輔導不僅要先預
備經卷與營會內容的帶領，也能親身與平日所牧養的
青少年一同在營會中學習與經歷，做直接與即時的牧
養回應，藉此也提昇輔導在查考話語與帶領上的能力。
過去這八年，我們陸續埋身在好幾個書卷裡面，新
約有路加福音、使徒行傳與羅馬書，舊約有創世記、
出埃及記、申命記、約書亞記、詩篇、撒母耳記、但
以理書。神在牧養現場讓我們看見，要以哪卷書卷，
挑戰我們翻譯的能力，目的就是希望幫助青少年對於
神話語的查考有更多的領受。如同畢德生在《牧者的
翱翔》一書中所言：「……站在兩個語言世界的交界
處，將神創造和拯救、醫治和祝福、審判和治理我
們，所使用的聖經語言，翻譯成我們說閒話、講故
事、指點迷津、做生意、唱歌、和孩子說話，所使用
的今日語言。我的翻譯工作都是在會眾直接置身的脈
絡中進行，是一種貼近腳下土地的牧養工作。」透過
各種多元智慧的引導、營會環境的設計、講員精闢深
入的分享、眾教會與契友間的互動觀摩，仰賴聖靈的
工作，使學生浸淫在神話語的認識，把硬梆梆的教義
論述，變成有溫度、有故事的翻譯，讓信仰可以紮根
在生命裡，帶出真實改變的力量。
曾有某高中營講員說，因為讀到在邀請文字上的這
一段話：「從撒母耳與掃羅各自的性格陰暗面來反省
自己容易陷入的試探。」讓他感受到一種經文閱讀的
立體面，所以他願意在兩天晚堂一起來跟我們服事。
也有參與營會籌備的同工這麼說，我觀察你們的營會
籌備跟別人很不一樣。別的營會是想著要解決什麼問
題，才去找聖經經卷來支持；你們是透過聖經經文本
身說什麼，然後來思想如何回應學生的信仰問題。而
曾參與營會的學生這麼說，你們的營會不是在教導我
們查考聖經的方法，而是要幫助我們去學習如何活出
真實信仰的生命。

教會群體齊努力
「以色列人從蘭塞起行，往疏割去；除了婦人孩
子，步行的男人約有六十萬。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
羊群牛群，和他們一同上去。...…正滿了四百三十年
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都從埃及地出來了。」在營
會中看見這些不同宗派的教會群聚在一起，有靈恩派
的、有保守福音派的，有軟弱的、有強壯的，有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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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有大教會，有專心
心
尋求神的、有只來看熱
鬧的，如同出埃及記裡
裡
所記載的樣子，而上帝
帝
稱我們為「耶和華的軍
軍
隊」，聚集在一起，讀
讀
上帝的話語，這個場景
的本身就很讓人感動。
這世代的確不容易帶
領青少年認識神的話。
然而，上帝所設立的群
體，依然是孕育門徒在真理建造
真理建造
上最合適的溫床。營會的籌備越來越朝向讓國、高、大查
考相同的經卷，為的就是在以教會為本的牧養裡，讓牧養
的輔導與長執傳道能更整合需要來思考後續的跟進。籌
備營會的同工們每年都會撰寫一本營會後的跟進靈修手
冊，幫助學生能夠從頭再把營會查考的經卷讀過一遍。
來參加靈修營的眾教會在事前的牧者會議裡都會對
於整體靈修營的理念有所了解與認同，並在參與營會
之前就能對國、高、大團契的帶領都有過程式的規劃
與設計，將營會前的預備、營會中的帶領與營會後的跟
進，視為一個完整的整體，並且是融入在教會平日的帶
領裡面。透過在教會群體裡建造下一代的門徒，還有
帶領下一代門徒的牧人，向這世界展現基督的樣貌。
在這樣刻意規劃與預備的營會中，不少參與的學生
原本空空的來，或者心不在此的參與，最後都經歷上
帝的愛與聖靈的感動，在營會中遇見上帝，開始踏上
改變自己與跟隨耶穌的旅程。因為，靈修營不是單一
的事件，不是為了寒假要辦營會而營會。它是在牧養
裡面的一個踏板，透過它，我們要帶著學生，去到另
一個更豐盛的地方。
「在靈修營第三天的晚上，我見證了這輩子從來沒
見過的畫面，那個景象如果要用一個詞來形容，那就
是『復活』。親眼看見學生歸向上帝、特別是從小就
在教會中長大的信二代，讓我想起在我做青少年時，
上帝翻轉我生命的那個晚上，也是我發現上帝的家好
美好棒、我好想服事上帝的家的開始……出埃及的群
體延續著『上帝的家』，這條線到如今將我與青少年
們連在一起。」
■國中營籌備同工／陳世賢

「營會回來之後，每個孩子 line 的狀態都願意改成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都必遵行。』這一群孩子是
榮耀上帝的小火種，求主讓他們燒著沒有參加營會的
人，因著小火種們改變的生命，吸引其他孩子來追求
認識主，一起加入讀經的群組、付代價的群組 ……。
我們正在走一條路：我們的信仰是『個人的經歷』，也是
『群體的經歷』；我們的信仰不單是『我的』，也是『我
們的』！榮耀歸神！」
■明誠浸信會／曾靜如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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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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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2017 國內外招生】4/14 報名即將截止
2017年國內外招生即將進入倒數階段，於四月十四日
截止報名，敬請把握機會完成報名手續。台北與高雄
同步訂四月二十九日舉行筆試，口試日期台北校本部
方面為五月十三、二十日，高雄分校則為五月六日。
錄取名單將於六月五日公告，敬請考生留意時間。有
關詳情請上華神網站查詢：http://www.ces.org.tw。

【2017 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 5/1-3 隆重登場】
「2017林道亮紀念講座」即將在五月一至三日舉行，
邀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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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華人教會
以改教的十架神學與歷史眼光，紮實地「回到福音•
回到聖經•回到歷史」。請即上網報名，把握這難得
機會。
另外，為嘉惠不便前來參加的教會弟兄姊妹，開放現
場連線直播，好讓這豐盛神學筵席及其中種種議題及
神學反思，真正成為普世華人教會的助益。有關網路
連線請E-mail至alumni@ces.org.tw，以免向隅。

貴格會大坪林教會
講員：胡維華老師
講題：創世記六講—永恆與今日的交會
日期：4/8 （週六）09:00-12:00、14:00-17:00
台中基督徒榮中禮拜堂
講員：周學信老師
主題：靈命深化的第一步—忙中取靜
4/22（週六）14:00-17:00、19:00-20:30

【教會如何面對同性婚合法化？】

4/23（主日） 講題：真禱告 經文：路加十一1-4

同性婚姻議題在台灣社會持續發酵，目前同性婚法案
已進入修法階段。這個議題不但涉及真理的問題，同
時也涉及法理問題，因為事關國家婚姻制度的取向，以
及傳統婚姻價值與結構的改變。教會如何因應？究竟
應該採取何種立場？華神教牧中心與校友會將於四月
二十四日（週一）上午9:30至11:50，邀請基督教花蓮
美崙浸信會成鳳樑牧師主講「教會如何面對同性婚合
法化？」，對此議題將有深入分析，請於四月十九日前
請完成報名手續。聯絡：E-mail︰alumni@ces.org.tw。

高雄基督徒七賢路禮拜堂
講員：何世莉老師
4/29（週六）
09:00-10:20自我認識—詩十九
10:40-12:00帶來安慰的回憶—詩七十七
14:00-15:20願你的國降臨—詩八十三
4/30（主日）講題：遷移 經文：耶二十九

2016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6年8月1日～2017年7月31日

目

全學年需要
（預估）

二月份收入

二月份支出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64,814,900
11,575,400
2,365,000
6,644,000

3,607,145
414,873
950
88,512

4,401,799
481,874
1,500
217,025

-794,654
-67,001
-550
-128,513

合

85,400,000

4,111,480

5,102,198

-990,718

項

計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二月份奉獻

二月份餘絀

單位：新台幣元

105學年度
累積收入

105學年度
實際支出

累計餘絀

35,409,436
6,526,278
1,135,650
2,219,240

37,715,368
5,363,202
867,549
2,472,103

-2,305,932
1,163,076
268,101
-252,863

45,290,604

46,418,222

-1,127,618

現有擴校基金

-483,378,728
750,000,000
2,447,370
266,62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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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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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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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標需求差距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