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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反思
專欄

冠肺炎的影響和陰影現在正在全球蔓延開來，從中國武漢到韓國、日本、整
個亞洲，以至後來的歐洲、到現在的美國，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
外。疫情的變化成為每個人生活最關注的焦點，各地感染和死亡的人數也成為每
個人交換資訊的主要內容。這個疫情帶來的影響不僅是生命安全的威脅，更是經
濟和人們生活全面的衝擊。在這次疫情之前，我們大概很難想像有任何一樣東西
可以使全世界每個人的生活改變如此之大，甚至使所有的政經系統大亂。許多平
時人們看為非常重要甚至必要的活動，包括工作、上學、教會聚會，在生命安全
的考慮下，這時都得退位下來。跟人的基本生存比起來，似乎所有的東西都變得
次要甚至可以捨棄。

新

這次疫情不但讓我們看到生命的脆弱和不可掌握，也看到人對死亡的恐懼；以
至於能對全球造成這麼大的衝擊和影響，主因就是在此。在 The Denial of Death
一書裡，作者 Ernest Becker 指出，人對死亡的恐懼在於知道它的不可掌握性和
必然性，也就是死亡可能隨時臨到每一個人。人也是所有生物裡唯一對此有意識
的，人的很多活動其實都是在直接、間接地逃避死亡。Becker 甚至認為人發展出
一種自我保護機制，自認有某種特權，發生在別人身上的不幸不會發生在自己身
上。因此除了少數被社會認為是病態的人，每個人活得似乎死亡並不存在或離自
己很遙遠，直到一些事情的發生提醒了我們，人們會短暫的具有這種意識，但很
快就會恢復正常運作。
在心理學界，這被看成是健康且適應良好的表現，因為沒有人能每天處於
死亡的陰影和恐懼中而活得很自在或健
康，這也是為什麼有人認為疫情若再不
停止，接下來要擔心的不只是全球性
的經濟蕭條，可能也要擔心人們憂鬱
症 (clinical depression) 或焦慮疾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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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除了對死亡的恐懼，很多人也擔心一旦染病，

麼事，祂的恩典必定夠我們用(林後十二9)，祂必不會

我的群組中有人知道其他人的孩子在美國買不到口

要將突如其來的改變看成是不好的事，而是相信這些

新冠肺炎可能對健康帶來長久性的傷害。

叫我們遇見的苦難超過我們所能承受(林前十13)。同

罩，當時政府也不准寄口罩到國外，父母非常著急，

都在神的掌管和計畫之中，雖然我們沒想到，但神早

此外，因為疫情帶來的經濟損失，收入下降，甚至

時，因著神對我們的愛，神允許臨到我們的事，必定

那些住在美國的姊妹，主動幫忙寄口罩給那些人的孩

就知道了，而且祂看這是對我們好的，只要靠著神的

失業和產業倒閉，也是使人情緒憂鬱和焦慮的重要原

是對我們有益處的，為了使我們變得更加聖潔像主，

子。當我們多關心別人的需要，就不會只聚焦在自己

恩典，就沒有甚麼是過不去的。

因。許多國家的失業率已達到幾十年來的新高，同

雖然過程不一定是我們這些短淺近利的人想要的。

的問題上，也看到自己的問題並不是最大的，更會因

時還在繼續惡化中。也有不少人因為封城、封市、或
避免傳染而長時間禁閉在家、無法外出或有正常的

四、多親近神，讓神和祂的話來堅固我們的心

社交，也造成低落的情緒。當然讓人最恐懼和擔心的

因為疫情，大家出門的機會減少了，但在家和獨處

是，我們不知道這樣的狀況還要持續多久，疫情似乎

的時間卻增加了，因此能夠讀經、禱告親近神的時間

到現在也還沒有緩解的現象，生病和死亡的人數不斷

也應該多了。若是我們能利用這個機會多安靜在神面

攀升，但痊癒的人數成長得很慢，我們的醫療體系還

前，把我們一切的憂慮和困難交託給祂，並從神的話

能撐多久？現有的醫療設備和病房能負擔越來越多的

語中得力量，相信不但我們的憂愁和焦慮會減少，我

病人嗎？

們的信心和靈命也會成長。

在這麼多的負向指標下，我們要如何保持自己有穩
定的心情，讓情緒不因著疫情的發展而起伏，甚至自
己能逆向成長？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定睛在神的身上，相信祂掌管一切

五、不停止聚會
如果你的教會還有實體聚會，或打散成小組，也做
了該有的防疫措施，我會鼓勵大家還是至少每週參加
一次主日敬拜。若有個別的原因無法參加，或教會

不論發生甚麼事，我們知道神仍掌權。詩篇廿九10

已全面改成線上聚會，我們還是要繼續參與線上的聚

告訴我們：「洪水氾濫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

會，不要讓自己停止聚會。同時在疫情過後，還是要

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神不但掌管疫情的發展，

恢復平常的聚會，不要因為省時省力而用線上聚會取

祂也掌管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存亡，若沒有祂的允許，

代了實體的聚會。

我們連一根頭髮也不會掉在地上(太十 30； 路廿一
18)。因此，只要祂願意，祂必能保守我們。

二、記得耶穌已經戰勝死亡和陰間
死亡因為亞當犯罪而進入世界，但耶穌藉著祂在
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勝過了死亡和陰間的權柄(林前
十五54-57；啟廿14)。希伯來書二章 14-15節提醒我
們「兒女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了血肉之

同，不論是出於個性或過去經驗，每個人小心謹慎的

教會，分享他們在台灣的事工。但後來疫情爆發，所

程度會不一樣。我們不應當為此論斷別人，而是要憑

有活動嘎然而止，全被取消，她也因此被困在郊區的

著愛心，彼此接納。

公婆家中，不能外出。她的個性是個很需要外出和有
社交接觸的人，因此很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不久後
心情就開始低落和抑鬱，心中也有很多抱怨。

來，信主的人不需要懼怕死亡。死亡不過是肉身暫時

此加油打氣，讓自己不孤單，也鼓勵安慰其他的人。

的滅絕，神的兒女在基督裡有復活和永生。即使真的

我發現在疫情期間，我很多的社交群組互動更熱絡

面臨死亡，我們知道我們是要去一個更美更好的地

了，很多平時因為忙碌沒出聲的人，這時都出現了。

方，與主永遠同住(啟廿一4)。

大家彼此問候、代禱，關係反而變得更親近了。

七、關心周圍有需要的人

進入一個美好到無法想像的天國。連保羅也誠實的

在這個人心惶惶的時刻，是我們傳遞基督平安的福

說，在離世與主同在和留在世間這兩者之中，若按他

音的最好時機。但如果我們自己都沒有平安，如何傳

自己的意思，他情願選擇前者。但這不表示我們厭

遞平安給別人？因此我們自己要先站穩腳步，讓自己

世，只是我們不需要懼怕死亡。

堅定在神的平安和應許中，然後把這樣的平安帶給周

弱，並且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掌控的。生死關頭的
時候，我們似乎也才發現甚麼是我們真正看重和在意
的。在疫情當下，我們過去視為不可少的東西或工作

何等得罪神，也讓她看到現在這樣閒雲野鶴的生活，

馬上都可以停下來。如果，今生短暫的生命都這麼

每天看著後院的藍天白雲和松鼠，是她過去幾年都

重要，那麼永生呢？當我們花了很多心思和時間在這

沒有的休息，也是她在忙碌時很嚮往的生活。當我們

次的防疫上時，我們又花了多少心思在我們屬靈的防

看事情的角度不一樣時，我們的看法和心情就會不一

疫上？如果我們連死都不怕，還有甚麼是我們不能捨

樣。閉關在家的時候，若我們能將此看成是一個難得

去、不能放下的呢？

未來的時候。也許疫情之後，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出發。

是可以藉著網路上的社交媒體，和朋友保持聯絡，彼

這次的疫情使我們都變得謙卑，看到我們是何等軟

直到有一天，神藉著一件事讓她看到自己的抱怨是

會時，也可以邀請平時不會來教會的家人一起參加，

耶穌來要將我們從這種恐懼和撒旦的權勢中釋放出

我們知道我們的一生都掌握在神手中，不論發生甚

職，剛開始一切都進行得很順利，每天忙於奔走各個

候完成。這也是我們可以停下腳步，整理過去和瞻望

在家裡，不做非必要的外出或社交，但我建議我們仍

三、相信一切事情的發生，都有神的美意：

士的妻子跟我分享，他們這次回去美國本來是要述

1-7)。因此，只要不違反聖經的教導，防疫的規定我
們都應該盡量遵守配合。但也要想到，每個人都不

此守望，一起度過這個困難的時期。在家做禮拜或聚

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這裡清楚指出，

口，凡事為了愛人而做，甚至寧可為了不絆倒人和別

發生的一切，去看見其中正面的價值。曾有一個宣教

麼是我們平時沒時間做但很想做的事，可以趁這個時

六、繼續社交生活

聖經要我們體恤彼此的軟弱，不以自己的信心誇
人的益處，而犧牲自己的自由和權益 (羅十四 ，十五

有肢體生活，和弟兄姊妹彼此支持，並藉著代禱來彼

把教會帶進家裡，成為一個傳福音的機會。

十一、彼此接納

不論目前所處的環境如何，試著用神的眼光來看所

的休息時刻，相信我們的心情會很不一樣。想想有甚

雖然因為減少被感染的機會，大多數人現在選擇待

可羨慕的，因為是離開這個罪惡的世界，脫離罪身，

八、用神的眼光來看環境

聚會不但讓自己的靈命得到餵養，也讓我們能持續

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

因此，對基督徒來說，死亡一點都不可怕，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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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了別人而感到喜樂。

九、在可能的範圍內，繼續做我們平時做的

我覺得對基督徒來說，每次的苦難都是一次神給我
們的考試，驗收我們平時屬靈生命的成果。這次的疫
情好像是一個共同大考(聯考)，我們考得如何 ？ 當人
心惶惶的時候，我們心中有從基督來的平安嗎？如果
沒有，是哪裡出了問題？耶穌說：「我留下平安給你
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

除了因為疫情必須停下來的事，若我們還可以繼續

賜的。你們心裡不要憂愁，也不要膽怯」。(約十四

做的事，我們仍可以繼續做，不需要因為疫情而改變

27 )這份平安主已經賜給我們了。我們寧可失去生
命，也不能失去主給我們的這份平安。

我們所有的生活方式。例如：我們工作的人，仍可以
繼續工作，或改成在家線上工作。我們運動的人，仍
可以繼續在戶外運動 (只是要注意防疫安全，例如保
持社交距離等)，或改成在家運動。盡量在安全的考量
下，讓自己的生活少受到疫情的影響，這樣即使疫情
持續下去，我們一切仍能盡量照常運作。在必須改變
調整的地方，我們可以試著找出一個因應的方式，然
後再慢慢建立起一個新的規律。人喜歡熟悉和規律的
生活，太多的變化會容易讓人焦慮，對年幼和年老的
人更是如此，因此若能盡量讓生活保持常規，會對維
持身心的健康有益。

十、保持彈性、增大我們的適應力

圍的人。我們也可以多關心別人的需要，在可能的範

雖然前面說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盡量保持生活的常

圍內做我們能做的事，例如，打關懷電話、傳送愛的

規，但在心理上要讓自己保持彈性，接納任何可能的

簡訊、為有需要的人代禱、分享口罩等。

變化，這樣當變化來臨時，就不會措手不及。我們不

這次疫情真正可怕的地方不在於它奪走人肉體的生
命，而在於它帶給人的恐懼。如同馬丁路德在 1527
年面對威丁堡的黑死病時說的：「我不怕正肆虐的瘟
疫，卻相信恐懼本身纔是災難的禍首。」耶穌也告訴
我們：「那殺身體，不能殺靈魂的，不要怕他們；惟
有能把身體和靈魂都滅在地獄裡的，正要怕他」。(太
十 28)只有神才是真正掌管我們身體和靈魂的主宰，
也是我們該敬畏和信靠的對象。求主幫助我們，不論
未來疫情如何變化，讓我們緊緊抓住祂，定睛在祂身
上，不看周圍的風浪，只看
那賜平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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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事實已經證明這個說法是錯誤的，韓國一開始
最大的群聚感染來自教會(雖然基督徒會強調那是一間
異端的教會)，新加坡一開始群聚感染也是教會，義大
利已經有多名神父因為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但問題
是這樣的現象是否說明上帝沒有醫治的大能？上帝沒
有能力保護祂的兒女免於瘟疫的傷害？

仰反思
疫情信
專欄

▓院長特助╱陳志宏牧師

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加溫時，為了阻止疫情
的擴散，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各樣的措施希望阻斷
病毒的傳播。而基督的教會面對疫情的蔓延，政府的
管制措施、特別是有關聚會的限制，每個基督徒會
有對疫情嚴重與否不同的判斷，對教會當如何因應也
會有相當分歧的主張。基本上，越是極端的主張越容
易被注意到，發言的聲量也越高，而且兩邊極端的意
見還會彼此批評、攻訐，造成弟兄姊妹之間關係的緊
張，同時也讓傳道人在決策時面對巨大的壓力。
面對疫情，兩個極端分別為「 超超前部署派」與
「對上帝有絕對信心派」。當然大部分基督徒的反應
是介於這兩個極端之間，我們可用圖一來表示：
圖一

不過隨著不同的神學信念與教會文化，個別的教會
會友的反應可能呈現出如圖二或圖三的狀況：
圖二

圖三

「超前部署」是最近很流行、常被引用的名詞，「超
前部署」當然有其比較嚴謹、學術的解釋，不過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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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通俗的話來說，就是「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預
備」。就是當問題還沒有很嚴重時，先判斷如果問題進
一步惡化該怎麼辦？然後先採取下一步的行動。例如在
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很嚴重時，有的教會在二月份
就先買額溫槍備用，這是根據2003年 SARS 的經驗，那
一年有幾個月的時間，到教會聚會或到公共場所都要量
體溫。如果沒有一開始就買，到了三月才要買，多半要
等很久才拿得到，或者要用比以前高的價格才買得到。
「超前部署」固然是好，但是要考慮到其所要付出
的成本，包括資金成本與社會成本，如果超前部署」
過度，變成「超超前部署」，那就會帶來問題，例如
有些人大量屯購許多口罩、有一陣子出現搶購衛生紙
的現象，那都是「超超前部署」的行為，積壓個人資
金事小，造成需要口罩的人買不到口罩、造成社會的
恐慌才是嚴重的問題。
面對疫情，教會採取「超前部署」的態度與做法是合
宜的，聚會前、後場地確實採取消毒的行動，聚會量體
溫、戴口罩，多幾堂崇拜讓每堂聚會人數降低到人與人
可以維持一定安全距離的範圍、停止年長者的聚會。二
月開始有的教會已經採取實體崇拜與網路直播同步進
行的聚會方式，到三月下旬，越來越多教會暫停實體崇
拜，只透過網路直播進行主日崇拜。在這個過程中，環
境的因素和政府的政策是判斷是合理的「超前部署」，
或是過度的「超超前部署」的行為。在台灣的處境，如
果三月第一主日之前就要求教會要停止實體主日崇拜，
就是「超超前部署」。但在歐美疫情大爆發，許多在歐
美旅遊的旅客、留學生大量回台灣，台灣確診人數從兩
位數突破三位數，而且每天都有新的確診人數之後，
停止實體主日崇拜，就是一個合理的決策。
疫情一開始之初，另一個極端是「對上帝有絕對信
心派」，隨著疫情的延燒，這一派的主張已經差不多
銷聲匿跡，但不代表目前沒有這樣信念的信徒存在，
只不過不太敢高調地發表意見。可能我們需要討論的
是，「對上帝有絕對信心派」的主張背後的信念為何？
這樣的信念有何需要反省之處。基本上「對上帝有絕
對信心派」主張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
有醫治能力的上帝，當基督徒聚會時，上帝會保護祂
的百姓不受病毒的感染，我們要對上帝有信心，要憑
信心繼續聚會來表達我們對上帝的信靠、敬拜。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上帝有應許祂的子民不會罹患
傳染病？可以免於一切瘟疫的威脅？如果聖經從來沒
有給我們這方面的應許，那麼我們為何要把這樣的觀
念強加在上帝身上，要上帝遵行我們的意思！
是的，原本上帝一開始創造世界時，上帝所造的都
是好的，伊甸園應該是沒有疾病的。但是自從亞當夏
娃選擇吃了分別善惡樹上的果子後，罪就進入了世
界，許多的問題與敗壞就一一產生。疾病是人墮落、犯
罪後的產物，我們生活在一個滿了許多罪惡的世界，
我們就會繼續受到疾病的傷害與轄制。當然上帝有能
力醫治，祂是耶和華拉法的上帝，聖經也應許我們，因
著主耶穌所受的鞭傷我們要得醫治，但是醫治的主權
在上帝，祂可以決定什麼情況醫治，什麼情況不醫治，
祂可以決定醫治誰，不醫治誰。全然的醫治要等到新
天新地才會實現，現階段我們生病可以禱告求上帝醫
治，但不能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宣稱憑信心禱告就能
免於疾病的威脅。(參羅八21-23)
所以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一方面我們要迫切禱
告，求上帝保護我們免於病毒的感染；另一方面我們
也要採取一切可能的防護措施，保護自己與他人免於
病毒的傳染，因為很多新冠肺炎的患者在沒有明顯症
狀時其身上的病毒已經有很強的傳染力。我們採取積
極的防護措施與我們相信上帝樂意保護我們二者之間
是不衝突的。就好像上帝已經應許要把迦南地賜給以
色列人作產業，但是約書亞還是要帶領以色列人把迦
南地的城池一個一個攻佔下來一樣，上帝的恩典並不
會除去人應當承擔的責任，但是單單有人的努力卻沒
有上帝恩典的幫助，我們也無法成就大事！
其實在傳染病流行期間停止實體聚會某個程度有聖
經的根據，利未記規定不潔淨的人有很多事情是不能
做的，主要的精神是大家不能接觸到不潔淨的人，如
果有人碰到不潔淨的人，碰到他的人也要被算為不潔
淨直到晚上。大家想想，這個精神是不是就是凡接觸
過確診的人，就要自我居家隔離一段時間的精神呢？
再問一個問題，不潔淨的人是否可以到會幕獻祭或參
與聖殿的敬拜？應該是不行的，因為他們會使別人不
潔淨。而有關大痲瘋的條例，罹患大痲瘋者要關鎖七
天，若檢查過症狀消失了，還要再等七天才可以算為
潔淨。這就是隔離十四天的作法。

信仰的認識深淺不一，對疫情的判斷或過嚴或過鬆的基
督徒，每個教會總是會有一些走極端的基督徒，當然屬
於兩個極端中間比較緩和的群體佔大多數，但是如果在
教會中同時存在「超超前部署派」與「對上帝有絕對信
心派」兩個極端的人，不論牧者做了什麼決定，或者是
還未做什麼決定，總是會遇見強烈的批評與挑戰，而且
還要處理兩方對立主張的弟兄姊妹之間的衝突。
在此處境之下，我們需要教導弟兄姊妹有關保羅在
羅十四1-8所提醒我們的真理：「信心軟弱的，你們要
接納，但不要辯論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都可吃；
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不可輕看不吃的人；
不吃的人不可論斷吃的人；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了。
你是誰，竟論斷別人的僕人呢？...只是各人心裏要意
見堅定。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
因他感謝上帝；不吃的人是為主不吃的，也感謝上
帝。...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每個人對
疫情嚴重到什麼程度的判斷不一樣，每個人的信心程
度不一樣，我們就學習接納別人就是與我不一樣。我
們學習不去批評、論斷和我們想法不同的弟兄姊妹，
有可能我們不同作法的背後原始的出發點都是為了愛
神愛人。當然我們也要學習反思自己的生命表現，我
的主張的出發點是出於愛還是懼怕？
我相信很多人都有看過這張由新加坡聖約播道會
曾金發牧師所製作 「瘟疫中的我是處於什麼狀態」
的圖(圖四)。如果教會還有些基督徒是處於「驚慌狀
態」，我們只能說這樣的基督徒是保羅所謂「信心軟
弱」的基督徒，「信心軟弱」的基督徒我們還是要先
接納他們目前就是這樣，我們可以為他們禱告，透過
各種信息與他們分享，盼望他們可以從「驚慌狀態」
進入到「學習狀態」，然後再進入到「成長狀態」。
一個基督徒如果一直處於「驚慌狀態」，就代表他們
真理的根基還不穩固，也代表他們生命的某些層面還
沒有得醫治。所以這樣的基督徒需要的不是批評、論
斷，而是教導與醫治。羊群的成長是需要時間的，需
要牧人一步一步引導他們，求主幫助我們可以成為好
牧人，認識每一隻羊，也在他們前頭走！
圖四：新加坡聖約播道會曾金發牧師製作

身為教會的牧者，我們不需要像政府官員面對那麼複
雜的議題，就是在防疫與經濟發展之間要如何拿捏、判
斷的精準。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教會的防疫措施要採取
到什麼程度，是否要停止實體聚會？而教會總是存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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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研訓中心主任／莊舒華
新型冠狀病毒疫情初初開展之際，有人在社交媒體

時代雜誌在2015年10月號的封面標題「救命啊！我

在 X 世代之後的 Y 世代，因著父母的緣故被給予

上發佈一則貼文，內容提到2003年的SARS容易感染的

的父母是 Y 世代」，大大提醒了我們，這群從小到大

了很多的機會，卻也造成他們不容易離開舒適圈，習

族群為25-45歲，而2020年疫情最容易感染族群則為

追隨自我，一切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代已經成為了教會

慣自我中心的表達與自我意識的高舉。因此這個族群

40-60歲。文末最後指出「這不是同一批人嗎？」

兒童主日學的父母。這群父母過往是由嬰兒潮或 X 世

期待的是經驗與真實。如果我們要介紹福音給他們，

代前期（1961-1976年出生）所養育而成，X 世代在

要先講的是耶穌基督而非教會。他們大多喜歡聽你

成長過程中，儘管比嬰兒潮有更好的受教育機會，卻

跟耶穌基督的個人故事。換句話說，他們對於「生命

也因為在夾心階層當中，所以在事業前途、經濟壓力

改變」與「你個人的經驗」是抱持著敞開的態度（注

跟家庭負擔中都要承受較多的壓力，而這些背景形塑

6 ）。那些敢於向人表露自己掙扎、願意與人分享自

了他們的不安全感，使得 X 世代發展出對於人或組織

己故事的人，就會成為他們認同與學習的對象。他們

的不信任感，並且期待完美，愛孩子的方式就要是盡

抗拒權威與教導者，需要的是生命師傅與同行者，以

「這不是同一批人嗎？」這句話乍看之下，好像
前面的陳述實在是多此一舉。但「這不是同一批人
嗎？」放到現今教會的牧養現況來看，或許也是對我
們的一個警訊與提醒：因為教會此刻所面對的 Y 世代
社青斷層與衝突，正是過去20年前無法承接的青少年
族群（注 1 ）。倘若教會不積極面對這樣的危機，我
們再往未來移動10年，便將遭遇 Y 世代與 Z 世代成為
教會中堅或者中空的嚴峻挑戰─教會最容易流失的族
群，在二十年之後，依然是同一批人（注2）！

上一切努力來幫助孩子成功。這樣的不信任感與對孩
子成就的要求，也會影響他們在教養 Y 世代時對於孩
子來到教會參與的委身度與穩定度。
這群 Y 世代父母的共同特質是怎麼樣的呢？他們是

面對世代間的差異性，在尋找解決方法的過程中，

數位原生世代、配偶種族多元、較多晚婚，並且在家庭

我們或許需要先多一點了解是什麼樣的大文化影響了

父母角色的運作中較不受傳統性別限制。不同於「照猪

他們，因為不同的世代並非只能選擇對立或說服，而

養」的嬰兒潮，有別於「照書養」的 X 世代，他們的教

是在彼此的對話與接納中，按著恩賜與特質一同來建

養幾乎是透過網路社群的「晒娃」與支援共養群組來彼

造神的教會。

此形塑自己的育兒觀念與知識補充。在前兩個世代父

Y 世代泛指1980年至1990年代中期出生；而 Z 世代
則是 1990 年代後期至 2010 年出生的世代，過往我們
容易將這兩群人都歸類為年輕世代。但若從市場行銷
的角度切入了解，這兩個世代的年輕人，不論在成長
環境與各樣觀念上的養成都大不相同─例如 Y 世代
的出生年代，世界的經濟與科技都在起飛，洋溢的是
樂觀與希望，而 Z 世代則經歷了2007年的全球金融危

母養育下的 Y 世代在成為父母之後，甚至更期待用一種
比較開放式的態度來養育孩子，把個人主義與自我表達

享的力量。
來到以「聽者」為中心的 Y 世代，透過分享信仰故
事的方式，也就是將個人在故事裡的經驗與談話，
透過敘事途徑在文化中與福音做連結與經驗的分享
交換，幫助他們進入信仰的思考將會更為有效（注
7 ）。因為故事的形式會將神學反應在某些個人的經
驗裡，也就是對於福音的回應、身分的認定與在基督
耶穌裡對信仰的救贖意義，幫助他們在上帝的故事中
能找到參與的位置，並發現自己的身分認同。

視為最高價值，給予孩子在過去成長當中所得不到的

所以，面對這個世代的父母，教會可以更多思考如

「自由」，讓他們有選擇權來做自己，並且更注重像朋

何幫助他們建立一個可以彼此信賴的信仰群體，例如

友一樣來與孩子互動，而非教導他們。可以想見，光是

孩子年紀相仿的父母小組、媽媽讀書會或給予聚會幼

在育兒的教導上，世代之間的差異性就已浮現。因為對

顧的喘息服務、教會親子共學的支持…讓他們在當中

於這世代教養最困擾的地方就是「長輩」（注4）。

有可以安全分享與彼此支持的空間，並且有人願意

機、政治高度的不穩定。 Y 世代是看著網路科技正要

再者，這個世代更多的看重兩性在教養角色上的分

進入他們的群體來聆聽他們的掙扎與需要；不是口傳

起飛，而 Z 世代一出生就與網路生活在一起，社群軟

擔，父親在親職上的參與也不同於之前的世代。上個

宗教教義做更多的規範要求，而是引導他們一同探索

體的發達與依賴更多影響著 Z 世代的社交型態。舉凡

世代的父親多為傳統威權，會盡上養家的經濟責任，

許多信仰實踐的可能性；是聆聽陪伴禱告與他們的生

種種都將影響這兩個世代對於許多價值觀的選擇與判

但不懂得如何與妻兒溝通對話，也缺乏相關知識來學

活處境同行；是分享曾有的掙扎與他們的日常挑戰連

斷（注3）。

習如何教養孩子，家庭關係是建立在倫理與責任上。

結；是欣賞他們的世代特質所帶來的正面影響，給予

但 X 世代後期與 Y 世代的父親卻是被期待要在情感與

在教會事奉成全的可能機會；是讓他們在其中看見每

教養層面上都要有更多的投入（注 5 ）。然而，在上

個世代都在上帝的故事裡有其意義與角色，並鼓勵他

一代父職缺席的童年經驗下，這世代的父親更需要有

們全家一起加入這個大故事裡面，而這故事會代代相

人幫助他們彼此連結，學習如何做父親，不只在親職

傳、繼續傳唱……

礙於篇幅，我們這次要先來談談關於 Y 世代的牧
養，特別是父母。

教育著力，也在家庭信仰傳承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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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活出真理才能感染他們。因為，他們相信的是分

注釋：
1. 在對青少年信徒人數或信仰狀況做最多統計數據研
究的，當屬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該宗派針對長
老會的青少年信徒做調查分析，根據 1985 至 2005
年的團契聚會人數統計，青年信徒倏地下降率高過
全國青年人口下降率的三倍。參張懋，〈從 PCT 青
年現況看青年牧養〉，《新使者》，2007年8月，
4-7 。台灣長老會青年的年齡定義是十一至四十
歲。若我們把年齡下修到台灣普遍定義的十二至
二十四歲的話，下降率可能會更高。
2. 香港更新傳道會的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從近期出版的
《 201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指出 25-44 歲這組
大專至職場信徒的比例少於香港整體人口結構，
遠較 1999 年所減少的幅度更劇。參胡志偉，〈牧
養青年信徒的危與機〉，2015年6月12日。http://
faith100.org/牧養青年信徒的危與機/17742
3.曲潔君，〈年輕人通通都一樣？錯了！從Y
世代與Z世代的差異，看如何抓住年輕人的
痛 點 ！ 〉 。 h t t p s : / / w w w. s m a r t m . c o m . t w /
article/36323733cea3。2020年3月5日
4. 《親子天子》跨世代父母教養觀調查，執行時間
2016 年 6 月 16 日至 6 月 26 日，調查對象為家有 18
歲以下小孩的家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5,088 份
（2016年8月親子天下雜誌）。調查發現，44% 的
Y 世代父母遭遇的「育兒之壁」是「長輩」，與上
一代教養觀念衝突最困擾他們。
5. 馬惠芬，「男性眼光中父職參與、父職自我效能與
親子關係滿意度之自我評估研究─新竹科學園區周
邊幼兒園所調查資料之分析」，碩士論文，輔仁
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碩士班，2003年。https://hdl.
handle.net/11296/4cunt3。
6. Sara Guldalian, “The Millennials: Reflections on
Reaching a Lost Generation for Christ,” Missio
Apostolica. 21 , no. 1 (May 2013): 41-47.
7. Jeff Cloeter, “On Millennials and Story,” Missio
Apostolica 21 , no. 1(May 2013):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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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生都能很快融入團體，大部分學生都需要一些時
間做調整。A同學在實習教會裡一直感受到自己是個局
外人，弟兄姊妹待他很友善，但他沒有感受到被完全
接納成為家人，無法敞開。他需要經歷一段過渡期。
B同學離開母會到另一教會實習，在帶領青少年團契
的時候，發現自己不免會比較兩個教會，導致期待落
空、情緒焦慮等。後來是透過禱告回轉到神面前，再
次提醒自己：是神親自在青少年的生命裡動工，自己
要學習更多謙卑。

▓學生牧育事務處
一碗好喝的花生湯，秘訣在於將剝好殼的花生用大
火快炒，然後浸泡鹽水、剝皮後冷凍一晚，破壞裡頭的
分子結構，在不斷悶煮之後可以得到軟綿的花生湯。
要成為神合用的器皿，勢必也要經歷一番水深火熱。
華神以培育學生靈命、學識與事奉為目標，並期盼同
學能維護健全的身心和家庭生活。神學生們天天浸泡
在各科讀書進度、報告、考試，同時參與學校與教會大
大小小的活動，包含聖誕節、跨年直到復活節等一系列
的教會活動。神學生每週都要奔波在學院與教會之間。
一群被神所呼召的弟兄姐妹，他們進入神學院之
後，身分馬上從平信徒轉變成神學生。此一身分轉
變，除了行事曆上可見的行程倍增之外，他們的內心
同時爆炸性地充斥著不可見的人際張力。
神學生，身分介於「平信徒到全職傳道人」之間。
在接受神學院裝備的這段期間，神學生不再屬於過去
平信徒的群體，但也尚未進入傳道人的群體。他們處
於一個已然與未然之間的模糊地帶，生活大量曝光並
且時刻被各樣關注、測試和挑戰。例如母會、新的實
習教會或機構、學校團契、新小組、校友、學長姐，
師長同工、學校家眷…等，都屬於新身分要重新適應
的環境。面對身分認同、自我形象的重組，不斷地
與自身、社會價值、他人眼光有衝突和拉扯之下，他
們非常需要被傾聽和同理。但偏偏「神學生」不屬於
任何一個群體，他們被過往隸屬的平信徒群體區隔出
來，又無法完全融入未來將投入的傳道人群體之中。
此轉型階段，正如同文化人類學家Victor Turner（維克
多 特納）提出的閾限期（ Liminality ）。特納指出，
處於閾限期的人，暫時失去社會地位或階級，成為無
名小卒，一般會展現出服從與謙卑，並且跟隨一切規
範中的言行。 由於身分的轉換，此時也是他們最敏於
周圍環境變化的階段。
․

為要了解同學切身經歷，並且能明白神學生的感受
和需要，學生牧育事務處於第一年第一學期的「實習
教育」課程，讓剛進入神學院的新生填寫「實習反
思」。此項作業，讓學生在教會實習的過程中，主動
感受、觀察，更深刻的紀錄與回應所遭遇的事件、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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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思考自身在此階段扮演的角色，盼能進一步的
思想未來所要扮演的牧羊人角色。
「實習反思」統一採用ORID方法書寫。此方法源自
Laura Spencer的Win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一書，
分四個步驟 。第一步驟：先由客觀（Objective）的角
度了解外在事實的情況。讓同學記錄當週實習印象深
刻的事件，從看到、聽到和對事件的描述來觀察神學
生時期的人際關係張力。人的情緒稍縱即逝，若非仔
細留意，很容易錯過一些訊息，尤其是忙碌的時候。
所以第二步驟即是：描述感受與反映（Reflective）。
記錄藉由客觀事件引導學生覺察自己內在的情緒和反
應。第三步驟：詮釋該事件的意義（Interpretive），將
感受與背後的故事連結在一起去作探討，找出情緒波
動的源頭，判斷是否連結到過去一些不愉快的回憶，
思想在其中得到的提醒和學習。從事件引發的感受到
學習，以至於做出最後的決定（Decisional）。這也是
反思的最後一個步驟，這個決定將影響未來的行動。
因為當某個事件引發類似的情緒，神學生可以調整自
己的反應而帶出不同的行動與結果；幫助學生自我省
察生命的狀態，並突破現況。這些紀錄也讓我們能夠
了解神學生在實習現場遇到的困難。
根據所取得的 160 份實習反思，我們按照神學生所
面對的不同人際關係層面進行分類，包括個人、家庭
與教牧同工。他們如何以一個神學生的閾限身分，在
教會中自處？如何處理這些不同層面的人際關係？這
段閾限期，他們如何被型塑成為一名傳道人？

個人：在融入中被破碎，經歷生命改變
從這些反思記錄中，我們發現，神學生的身分必須
不斷地瓦解和重組。為了更整全的學習、更深入的牧
養，他們必須將聖經知識、神學、經歷、家庭背景、
生活等等全部都被拆開，然後再重組。這過程中，他
們必須釐清、整理，再確認定位，其中充滿了撕裂、
淚水與疼痛。
每個神學生的特質都不一樣，在不同的情景中會有
不同的自我省察。例如要融入一個新環境，並非每一

C同學在一次福音茶會中，被要求分享小時的成長見
證。但是過去他在家庭中有許多撕裂、破碎的回憶，對
他而言，這樣的分享是非常痛苦的。但當教會一再邀
請 ，他決定鼓起勇氣面對。結果，他不但與人分享得
救見證，自己也再次被耶穌基督的救恩醫治和安慰。
神學生除了身分轉換，還要適應環境的轉換。 D 同
學正是一位離鄉背井的海外生，不但如此，因著受裝
備，她與丈夫和孩子必須暫時分離。雖然都是華人，
屬近文化，看似一切適應良好，飲食、作息、課程進
度都能一一克服，卻在教會實習當中卡關。在一次帶
領兒童主日學時，這些隱藏的壓力顯現出來。在自己
的家鄉當了十多年的主日學老師，卻對管教孩子開始
束手無策，對自己的教案內容沒有自信，開始疑惑、
太在意其他同工的眼光。
還有一些海外生，剛進入神學院，還未適應在地文
化、學院生活時即要進入跨文化事奉。另外，也有同
學經歷多重身分的轉變。例如：新婚、生育、退休等
等。在這些自我破碎中，他們有些遇到良善的實習導
師，耐心陪伴，在適當的時候給予鼓勵，使他們漸漸
被重建，勝過低潮。

家人：無法接受孩子的身分轉變
有些神學生得不到家人的支持。神學生當中仍然有
些父母尚未信主，有些父母雖不明白，但祝福孩子選
擇的道路，有些是家人對基督徒有強烈的反對，於是
對孩子拋下工作選擇成為傳道人萬分不解，更別提他
們能支持孩子走上「全職呼召」的道路。Ｅ同學的父親
即是如此，父親對孩子的不諒解與指責使他進入神學
院之後充滿自責，認為自己的不完美是家人信主的絆
腳石。一系列的控告在心中不斷地發酵，直到一次又
一次被聖靈安慰、被主的話釋放才漸漸好轉。再次經
歷主愛的Ｅ同學，也再次明白要將家人交在上帝手中。
另外，大部分家人對孩子能回應神的呼召非常支
持，可是有時對孩子身分的轉換並沒有覺察。回自己
母會實習的Ｆ同學，儘管他的身分已經是神學生，實
習時仍一如往常在教會固定崗位服事。不同的是，他
必須開始擔其他的角色。例如在退修會擔任領會。面
對這個新的狀況，他說：「回家跟父母分享自己接下
這項服事，母親卻問為什麼教會要我負責。我直覺回
答往年也都是神學生負責。」

雖然只是一次退休會敬拜的主領，但是父母往往在
發生事件時才能感受到變化。大部分的同學因著進入
教會實習，通常為著能更多學習，願意更加委身，付
出更多的時間或接觸沒有操練過的事工。然而家人的
角度則可能不同，有些長輩心疼兒女，希望自己的子
女不要太操勞。
傳統華人教會文化認為傳道人就是「隨傳隨到」，
但過往幾年下來，眾多牧者傳道疲於奔命最後倒下，
這是教會應省視留心之處。儘管Ｆ同學是位PK（牧家
兒女），他的母親是位師母，一般人或許認為牧家更
能夠接受教會額外的要求，但實則不然。有時候更是
牧家，所以擔心孩子承擔太沉重的壓力。

教牧同工：在敏感的關係中，學習讚美神
神學生覺得最困難的人際關係，是在服事現場與他
們最密切的屬靈長輩或牧者、同工。Ｇ同學在進入神
學院之前，即和他的實習導師共同服事多年。儘管在
敞開、安全的關係當中，Ｇ同學寫到，「實習導師表
達自身也需要時間來調整這樣的改變。」屬靈長輩會
如何拿捏放手的程度，關係到職場的倫理和界線。
有些神學生年紀尚輕，有衝動型的，因著自身主
見，與教會牧者、同工衝突；有膽小的，害怕表露
意見會產生衝突。Ｈ同學表示，有一次牧者關心他的
實習情形，在和實習導師互動的過程中，提及和同工
溝通的難處，結束後牧者立刻轉向責備同工。這是神
學生在服事現場的壓力來源之一，往往學生期盼透過
實習導師作為與同工溝通的管道，殊不知出口的言語
卻間接的傷害同工。神學生若是解釋得當則可解除誤
會，但若處理不好，可能導致誤會更深，並且累積更
大的人際壓力。
也有些說話直腸子的同學，在使用社群軟體上更
是容易引發許多誤會。I 同學原本和教會長輩關係良
好，但是因為使用 LINE 提醒長輩的發言，令長輩感受
不佳，再不來往。
面對各式各樣的誤會和衝突，有神學生在實習中會
對自己產生質疑：我真的要繼續服事嗎？我真的適合
全職傳道人的道路嗎？
Ｊ同學分享：「面對許多來自服事和人的壓力，我
真的萌生退意，心情很難不受影響。但我知道這可能
是一場屬靈爭戰，無論如何我都要喜樂讚美神！」

結語：在閾限中，學像耶穌
上述神學生們所遭遇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每
週都在他們的服事生活之中，人際關係的狀況層出不
窮。每個同學的適應期長短不盡相同，但是大部分的
同學在這個新的身分中，都得不斷調適，面對不同的
衝擊。正如同 Turner 提出在閾限期中的一些現象，經
歷閾限階段的人，他們原本的地位、財富和權力都被
剝奪以至於達到平等。神學生不論過往的職業背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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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神 50 週年紀錄片╱拍攝與
製作團隊邀請】

什麼，來到華神他們都進入一個新的身分。在被分離
出來的一段時間中，當遭人攻擊、挑戰和批評的時
候，必須學習接受管教，接受不同的考驗。在不斷被
破碎與重建中，學習謙卑，學像耶穌。

2020 年是華神正式邁進五十週年
的禧年，過去半個世紀，華神秉持
上帝所託付之異象與使命，為普世
華人教會訓練與裝備神國工人。為
見證這充滿恩典與脂油的五十個年
頭，華神決定製作大型紀錄片，簡
述五十年間，上帝親自引領華神，
從無到有，經歷七任院長、三次擴
校、訓練兩千多位神國工人在世界
各地忠心服事的薪火相傳見證。

耶穌的門徒跟隨耶穌也是三年的時間，放下原本
的工作甚至離開家人（太 4:18-22 ）。不靠自己的職
業掙錢，而是操練傳福音的時候接受資源（太 10:910）；不憑自己的意念行事，而是按照耶穌的教導背
起十字架跟從祂（太16:21-25）。
華神學生的三年裝備過程也是如此，過往穿梭兩
棟樓之間，如今住在遠離大城市的八德，平日是與世
隔絕的一群人。神學生無論過往在職場上從事什麼
樣的工作、在教會是執事或長老，成為神學生便一切
歸零。辭了工作的神學生委身預備全職事奉，自然不
再有固定的收入，透過教會或學院的奉獻作為生活津
貼。放下社會地位和各樣身分之後，神學生在教會服
事中往往沒有決定權，卻總要被人拿著放大鏡觀看。
其實這也是將來成為牧者的處境。神學生接受這些操
練，漸漸塑造成為牧羊人。

羅馬書五章 3-5 節說「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靈將
神的愛澆灌在我們心裡。」盼望聖靈的同在，使我們從
神領受源源不斷的愛，讓學校與教會可以成為神學生
們的支持，讓他們在看似患難之中，有滿足的喜樂。

附註：
1. 維克多 ․ 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北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6)。
2. 杰沐恩，《跨文化門徒訓練：全方位靈命塑造》(新北市：中
華福音神學院出版社，2019)。
3. Laura J. Spencer, Win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orporate Change With the Technology
of Participation (Iowa: Kendall/Hunt Pub. Co.,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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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華神最新防疫措施與校園消息，收
錄老師們對疫情的信仰反思與回應，華
神防疫╱代禱╱信仰反思專區正式上
線，歡迎牧長、校友與華神之友一同關
心與代禱。

【 華神期刊╱歡迎您來投稿】

這是一段華人神學教育寶貴的歷史，更是中國近代教會
史的重要拼圖，紀錄片不僅回顧華神半世紀對華人教會
的貢獻，也是對中國近代教會史重要的研究與紀錄。如
各位華神之友，認識相關專業紀錄片拍攝團隊，歡迎聯
絡我們自薦或推薦，期待與您同工。聯絡：(03)2737477
轉1521、Email：timothylee@ces.org.tw李傳道。

在耶穌身上我們看見他作為牧羊人的表率，操練門
徒前，他自己先接受試探；差遣門徒之前，他先做醫
治與宣講福音的榜樣。他作門徒的遮蓋（路6:1-5）、
傾囊相授（路 8:9-10 ）。從耶穌對彼得的態度、讚
美、責備與提醒，更看見師生的互動模式。耶穌清楚
的給予門徒大誡命與大使命，並且以身效法。他敞開
坦誠自身的軟弱，也接納門徒的軟弱。
在神學生的實習紀錄中的反思，我們也觀察到，神
學生對神學院或者教會的期待，或者說「求救訊號」。
在神學生此階段的生命轉折中，除了聖經、歷史與神
學的教導，在靈性和生活上，也需要導師。正如同門徒
跟隨主耶穌時，是基督的福音解決他們生命的患難，
另一方面是耶穌真實的愛和關心帶領他們度過心靈的
困境。當實習導師或學校老師給予神學生更多發展的
機會，他們會被認同，甚至在其中被神親自調整生命。
屬靈長輩的陪伴、讚許、指導，對其意義何其重要。

【 華神防疫╱代禱╱信仰反思專區】

華神期刊的宗旨是本於福音信仰，探討內容包括聖經、
神學、歷史、實踐等學術課題，也包括以書評與學術會
議評介的形式之文章。期刊將不採取主題形式的編輯，
除非配合學院的學術研討會主題作彈性的調整。本刊第
十一期將於年底出版，誠邀具原創性且未經發表之學術
研究文章，來稿勿一稿兩投。歡迎您來投稿，截稿時間
為今年八月。相關徵稿須知，詳參基督
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官方網頁，或
聯絡：( 03 ) 2737477 轉 1521、Email：
research@ces.org.tw李傳道。

為經常費奉獻與代禱
從2019年九月搬到桃園八德新校區後，華神的經常費便開始急劇增加。造成經費
需求增加的原因有幾點：
1. 搬遷至新校舍後，汀州校區仍然保留給推廣教育處使用，以便於上班族不必舟
車勞頓。維持兩地的運作，費用自然會增加許多。

中華福音神學院

2. 八德校區比原先舊校區擴大許多，設備也增加很多，又有廣大的綠地植栽要維
護，所以每年的維護費用也會巨幅增加。

周學信教授

3. 為擴張神國的帳幕，華神增聘了多位自己培育的老師來教課，加上增僱的維護
同工以支持因擴校而增加的工作，人事費用也大幅攀升。

集結近年引起迴響的文章輯錄成書

綜上原因，每年的經常費大約增加了2,500萬元，致使每月的收入與支出無法達到
平衡，因此需要您的代禱與奉獻，大力支持華神刻不容緩的需要！

打造兼具理性與感性的基督徒通識教育

神學通識30課》

教會、神學院都開不了的《

本書有四部
第一部 「教會傳統節期」追溯猶太節期傳統，從歷史
角度認識信仰。
第二部 「認識信仰教義」掌握教義的目的：正確傳講
耶穌。
第三部 「信仰vs.文化」反思宗教多元論、女性主義、
反智主義等近代思潮下，教會如何持續擁有
活潑的靈性。
第四部 「基督徒生活的十個關鍵議題」。

2019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9年8月1日～2020年7月31日

項

目

經 常 及 設 備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合

計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三月份餘絀

108學年度
累積支出

累計餘絀

5,180,435
454,892
2,052,446

3,272,525
-3,200
-1,944,165

45,165,203
6,973,980
1,649,565

54,974,918
4,762,292
2,658,907

-9,809,715
2,211,688
-1,009,342

7,687,773

1,325,160

53,788,748

62,396,117

- 8,607,369

三月份收入

三月份支出

98,460,000
12,200,000
2,340,000

8,452,960
451,692
108,281

113,000,000

9,012,933

興建費用

單位：新台幣元

108學年度
累積收入

全年需要
（預估）

三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181,317,147
820,000,000
271,689
638,68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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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區建築費用
每年需要 2,400,000 元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邀請你透過本書，更了解基督教教義的基本架構，也
對當代思潮有更廣泛而精要的認識。以兼具理性與感
性的方式認識神，讓你的信心不僅有血有肉，更有堅
實的骨幹，健康地長大成熟！

經 常 費：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擴校專戶：CESINAI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3308 Wendover Court, Richardson, TX 7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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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0 Thrift Ave., White Rock, B.C. ,CANADA V4B 2K7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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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專線：(02)2365-9151轉202、204、264或傳真 (02)2365-5885
或E-mail：tee@ces.org.tw 或網路報名https://tee.ces.org.tw〈學生入口〉
繳費截止：新生6月2日、舊生6月5日。課程起迄：6月15日至9月5日

2020學年度 暑期班（夏）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15）
01.現代司琴法之隨處可行篇：和聲與節奏
＊下午3:30～5:45
02.現代司琴手之左右夾攻篇：移調與轉調
＊晚上7:00～9:15
03.聲樂（上）＊晚上7:00～8:05
04.聲樂（下）＊晚上8:10～9:15
05.利未記
06.腓立比書
07.歌德大教堂時期的信仰與藝術

王珮伶
蔡慧卿
蔡慧卿
黃立仁
魏啟源
戴佳茹

週二課程（晚上7:00～9:15）
08.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Ⅱ
＊上午10:00～12:15
09.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
＊下午2:00～4:15
10.摩西五經導讀
11.從彼得前後書看苦難與榮耀
12.用手語敬拜及傳福音

劉幸枝
于厚恩
陳慈美

週三課程（晚上7:00～9:15）
13.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30～4:45
14.啟示錄
15.敬拜學
16.從基回比較看穆斯林宣教

王俐俐
吳存仁
白嘉靈
王瑞珍

週四課程（晚上7:00～9:15）
17.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3:10
18.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晚上7:00～8:10
19.聲樂（下）＊下午3:20～5:50
20.聲樂（上）＊晚上8:20～9:30
21.實用司琴法初階
22.為成人說故事
23.實用釋經學
24.哀傷輔導與危機中的陪伴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王俐俐
陳韻琳
陳美如
周玖玫

週五課程（下午2:00～5:30）
25.創意兒童主日學教學法進階
＊6/19～8/14，下午2:00～5:30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26.實用釋經學
＊同步線上討論：每週二晚上9: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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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伶

台北宇宙光全豐學園教室
27.威信型遊戲輔導
＊6/29～30、7/27～28、8/24～25
＊上午9:30～12:00 & 下午1:00～3:30

柯悅敏
柯悅敏

劉斐如

陳濟民
金振宇
葉貞屏

葉貞屏
28.過了癮得自由
＊7/20、8/3、17上午9:30～12:00 & 下午1:00～3:30
華神八德校區
施永昌
29.信仰真偽辨：認識異端＊晚上7:00～9:15
＊6/17、24、7/1、8、15、22、29、8/5、12、19、26、9/2
台中思恩堂豐富教會教室
30.身心失調與牧養＊7/4、11、8/8、15、29
＊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朱芳蕙

華神高雄分校教室
31.助人歷程與技巧＊7/4、18、25、8/1、29
＊上午9:30～12:30 & 下午1:30～4:30

孫榮岩

2020學年度 密集班（夏）課程一覽表
第一梯（7/6～10）
吳獻章、孫榮岩
32.苦難神學
＊上午9:00～11:50、下午2:00～4:50
第二梯（7/27～31）
33.同性戀議題面面觀
＊上午9:00～11:50、下午1:30～4:20

陳志宏

第三梯（7/29～31）
34.引爆教學力：啟發青少年主動學習的創意教學法
＊上午9:00～11:50、下午1:00～2:50
洪中夫
第四梯（8/10～14、8/17～21）
35.教會團體領導與衝突解決＊下午2:00～4:50 李耀宗
第五梯（8/17～21、8/24～26）
36.基督徒的自我關係＊下午2:00～5:30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37.摩西五經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6/18、7/2、9、16、23、30、8/6、13、20、27
38.約翰福音（創啟地區）5/30～31、6/20～21
39.系統神學（溫哥華學區）5/18～25
40.敬拜禮儀學（溫哥華學區）6/14～20
41.約翰福音（溫哥華學區）7/13～20

趙慧香
左大萱
莊育銘
周功和
簡英材
黃子嘉

聖地之旅 搶先報
2020/11/14、12/6、2021/1/23，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2021/2/7～18 前往以色列、約旦、紅海及彼特拉等地
授課、帶隊／戴繼宗

★6/5 前報名者團費可省

4,000 元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31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