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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年前，當時華神院長陳濟民老師的提醒猶如在耳。他說：看到你們這代已

經接棒，我沒有遺憾與虧欠，但是你們下一代的師資預備好了嗎？陳濟民老師的

叮嚀已是華神創校三十多年之後，然而預備委身神學教育者寥寥無幾，或許陳老

師已經看見日後交棒的危機。

傳道人的養成不易，神學教育的師資培育更是巨大的投資與辛苦的尋覓。筆者

邁入人生事奉的下半場之後，經常會數算自己帶出的學生門徒有幾位，而且還會

按照親疏遠近理出排行榜。然而，將近三十年的教學生涯，真正傳承自己核心事

奉理念的門徒竟寥寥可數，頗為洩氣。若是宏觀學院老師團隊合作之下所培育的

門生，內心較受安慰。

二○一四年香港中國神學研究院李思敬院長在華神週間崇拜聚會時分享「撒種

的比喻」，他指出撒種的人絕不能因田地沒有反應，就蹲在地上灰心沮喪。神學

院老師若能在十年內遇見一班同學特別有長進，一定會深感安慰，知道後繼有

人！未來五十年如果華神能夠培育出一位神學家，進而影響整個中國教會，吾心

足矣。「貴精不貴多」，這句話不單用以提醒筆者，若是套用在以利亞的身上也

是極為貼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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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亞交棒

以利亞交棒給以利沙的故事精采而震撼（王下二

1-15）。在迦密山上的以利亞信心十足，能力充沛。

然而卻因耶洗別的一句話：「明日這時候我要你的

命」，就把以利亞嚇得連夜逃命，甚至向神求死。一

日之內他的情緒從高峰跌到谷底。以利亞在何烈山面

對自己的怯弱與孤單，他兩次跟神抱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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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十九10，14）

表面上以利亞是在控告以色列人背約，實際上卻是

埋怨及抗議上帝不守信用，祂所應許的話語並沒有應

驗，亞伯拉罕的子孫雖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麼

多，卻沒有一人真實信靠上帝。以利亞的上帝在哪裡？

神刻意引導以利亞去到何烈山（王上十九7-8），

從迦密山一口氣走了四十天，直到紅海東南部的何

烈山，這段路程當年以色列人花費四十年才完成，此

際以利亞可謂是「怨氣沖天」。何烈山乃是神與摩西

立約的西乃山，此際宛如當年神在西乃山向以色列人

顯現一樣，有雷轟、閃電、地震……神藉此啟示以利

亞，祂並未忘記與亞伯拉罕、摩西所立之約。西乃之

約是亞伯拉罕之約的延續，而以利亞之約又與西乃之

約一脈相承。以利亞自認替上帝嘔心瀝血，上帝卻指

出救恩自始至終都是祂單方且主動完成的，這是神給

那些灰心喪志之人最大的安慰。

神並未直接解決以利亞信心的裂縫：為何迦密山的

光榮勝利不能延續下去？為什麼滅掉四百五十個假先

知的大獲全勝，卻敵不過潑婦的一句話？神這時卻交

待以利亞可以開始交棒。神會為他伸冤，也會對付以

利亞的勁敵耶洗別，但卻是透過門生以利沙來執行，

而且是間接假手於下一位以色列王耶戶來完成（王上

十九16-17），這中間得等候十年。以利亞似乎不再

有機會回到職場，屬乎他的年代即將畫上句點。這場

景很像當年的摩西，好不容易帶領以色列人出埃及、

過紅海以及曠野漂流，摩西哀求神讓他過約旦河親眼

見證迦南美地，神卻指示要他交棒給約書亞（申三23-
28），摩西之心境如何？ 

以利亞嚥得下這口氣嗎？他信心的出路在哪？神對

他說：「我在以色列人中為自己留下七千人，是未曾

向巴力屈膝的。」神揭開先知眼睛，祂並未棄絕預先

所揀選、所認識的百姓（羅十一2-5），而以利亞必須

用信心來看見這個應許。

師徒三推三進

交棒給以利沙的過程是經過編排設計的文學結構，

師徒兩人三推三進。老師說：「耶和華差我往伯特利

（耶利哥、約旦河）去，你可以在這裡等候」，學生

回答：「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不離開你」，老師冷淡地推辭；學生熱情地跟

進，始終不離不棄，於是師徒二人從伯特利開始上演

十八相送，從伯特利經過耶利哥直到約旦河，同樣的

對話竟出現三次。

在約旦河東岸，以利亞用自己的外衣打水，水就左

右分開，師生二人走乾地過河，這場景頗似當年摩西

與約書亞帶領以色列人渡過紅海與約旦河的神蹟。約

旦河東岸曾是摩西將領導權交給約書亞之地，而帶領

以色列人到約旦河是神託付給摩西之使命，同時約旦

河也是摩西一生不得越過的界線。成熟的領袖不只努

力臻至目標，更知道在到達界線時應當放手，交棒給

下一代。有不少年邁的牧師不願交出權力，結果使年

輕傳道在接班時吃盡苦頭。

了解自己有界線，才能設定目標，在將臨界線前積

極培育接班人才。如果無意識界線將至，且感嘆無人

接班的領袖恐有失職之嫌，而抵達界線卻仍舊強渡約

旦河者就更為不妙。其實神不讓摩西進入迦南地也是

一種祝福，設想年邁的摩西若仍要帶兵打仗，將是何

等的負荷啊！

華人教會經常發生老牧師「退而不休」，年輕接棒

者有名無實，這有如摩西強行進入迦南，而約書亞無

用武之地。官場流行一句話：「上台靠運氣，下台需

勇氣」，唯有勇者才能既大方又冒險地將自己辛苦打

拼出來的江山拱手相讓。近日校友以「不忘初心，方

得始終」鼓勵筆者，人心複雜難測，初心易得，始終

難守。筆者感謝在這段時間一同陪伴禱告的天使，他

們是貼心且忠實的幕僚。

師生交棒的地點是在第三站約旦河東岸，此處是曠

野，亦是化外之地，屬乎神祕之所，當年以利亞就藏

身在河東的基立溪（王上十七3）。約旦河東邊既是

以利亞登上事奉舞台的起點；也是人生謝幕的終站。

當年他孤軍奮鬥；現在終於有傳人。交接典禮選在文

化體制之外、與政治宗教區隔之地，因為神有特別的

異象要給接班人。 

以利亞有接棒之後進，應該無憾退場，然而以利亞

沿途的冷淡表現似乎「心不甘，情不願」，是不樂意

交棒？是擔心學生的成熟度？是要測試以利沙的決心

與警醒？反之，以利沙堅持相隨是因仍需老師相挺？

是認為老師尚未傾囊相授，必須挖寶到最後一刻？筆

者思忖，如果有以利沙這樣寸步不離、隨伺左右的學

生，究竟是心滿意足，或如同以利亞一樣，想獨自走

完事奉與生命的最後一段旅程？

師徒衣缽相傳

以利沙在老師升天後，也照樣用老師身上掉下的外

衣打水過河，宛如從前以利亞從西乃山下來後呼召以

利沙，將外衣搭在其身上（王上十九19），代表師

徒的衣缽相傳。猶如畢業典禮頒發畢業證書、撥穗授

袍，亦是象徵學院精神的傳承。

衣袍是外在傳承的記號，需要內在相稱能力的印

證。以利亞最終以正面善意地回饋以利沙依依不捨、

如影相隨的堅持。以利沙要求雙倍感動老師的聖靈，

然而以利亞知道賞賜能力的是神，所以只告訴學生如

果能「看見」他被接離開，便是得恩賜與否的憑據。

但是「眼睛看見」並非以利沙獲得加倍聖靈能力的先

決條件，而是神願意給以利沙能力的證據。賞賜能力

的主權在神，神要揀選誰就揀選誰，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屬靈權柄的傳承與交棒，不在於慣例或體制的運

作，不是擁有華神畢業證書或拍畢業照，就能傳承屬

靈權柄。關鍵乃是神在主導與聖靈賜恩，這是以利亞

交棒給以利沙之經文中最激進的思想。

以利亞升天是在旋風中進行，場景驚心動魄，在亂

流氣旋（turbulence）中，有火馬戰車將師徒兩人隔

開，顯示神大能的介入。以利沙不但看見老師離去的

異象，且大聲地呼喊出「我父啊！我父啊！以色列的

戰車馬兵啊！」，簡直就是一場信仰宣告——神才是

以色列真正的保護者與能力源頭，而工人只是神在地

上施展保護與能力的代表。回程以利沙說：「耶和華

─以利亞的神在哪裡呢？」（王上二14）這是一種事

奉宣告，用老師的外衣打水，將約旦河分開，眾人就

知道接棒與傳承已完成——以利亞的神與我同在了！

作為牧長或師長往往擔憂下一代不爭氣或能力變

差，怎麼即將接棒卻還展現出不成熟、不沉穩、抗

壓性低等等。相信當年母會牧師或學院師長一定也曾

如此評價筆者，是否合適當傳道人，更遑論將來會成

為神學院院長。任何訓練與陪伴門生的年日都極其有

限，然而聖靈的訓練與相伴卻是一生之久。尊長或許

信不過下一代，卻要相信神的大能與動工。

以利沙在日後的事奉中果然多次彰顯聖靈的能力。

越過約旦河，返回繁華的大千世界，無論是帶來祝福

的用鹽整治惡水，或是奉耶和華的名咒詛童子，使

四十二位童子遭熊擊殺，故事簡潔未多作解釋。其中

擊殺童子的事件頗為爭議，較說服筆者的解釋是先

知的舉止不可測度且超越理解。以利沙是個危險的人

物，任何人都不能以粗鄙無禮的言語侮辱先知，無論

君王或孩童都不能惡意地褻瀆戲弄神的僕人，尤其以

利沙還具有以利亞加倍的靈。

以利沙一生兩次見證神的火馬戰車，第二次是亞蘭

大軍圍城時（王下六），少年僕人驚惶失措，先知卻

看見滿山火馬戰車圍繞保護著。以利沙臨終前，以

色列王約阿施來看他，同樣尊稱他為「我父啊！我父

啊！以色列的戰車馬兵啊！」（王下十三14）甚至以

利沙死後所生發的事情更為驚人——死人骸骨碰到他

的墳墓都能復活。聖經記載以利沙施行的神蹟奇事精

彩絕豔，以利亞加倍的靈誠然持續支持以利沙一生的

服事。如此同樣地祝福各位畢業生領受師長、牧長加

倍的靈。

與「正在成形中」的聖徒同行

牧者與師長大部分的時間，都在陪伴一群在生命中

摸索前行之人，端詳仍在建造中的生命，見證「人

類存在的未完成性」（unfinishedness of human 

existence），意即所謂「正在施工中」的生命，同時

有幸能與許多「正在成形中」的聖徒同行（注1）。 

師徒交棒之際仍有許多考量與不安，擔心下一代在

傳承之後所展現出的生命與事奉狀況不符所望。即使

以利沙的表現積極而正面，為師的仍躊躇不決、推三

阻四。以利亞三次想差開徒弟，可以對比基督三次以

「你愛我嗎？」挽回彼得，基於他曾三次否認主，

因此主以簡單又深刻的方式，邀請彼得三次認信。彼

得最後不敢再自信滿滿，只謙卑地將球拋回給老師：

「主啊，你是無所不知的；你知道我愛你。」（約

二十一17）或許牧者師長需像主這般地放心交棒，信

任下一代在聖靈的引導之下，仍可以按其方式解決當

代的問題。

細心的讀者可能會問：那個時代只有兩位強人先知

嗎？肯定不是！但聖經專注描繪以利亞、以利沙師

徒，確實有其傳承特質：不畏政治強權，且有神蹟

印證神的同在。那麼其他先知的角色呢？在伯特利、

耶利哥的先知門徒是支持或反對以利亞門徒之間的傳

承？聖經將之模糊化，而是把舞台鎂光燈聚焦在以利

亞、以利沙師徒身上。每個神的門生都有各自不同的

舞台，或在人生某階段中有突出的表現。因此，當神

呼召讀者您登上人生舞台時，請勇敢地承接神賜下的

挑戰與機會，並向神祈求同在，與加倍的聖靈能力。

筆者在教書生涯退休前幾年，突然被委派接任院長

職務時，正值華神關鍵時刻，面對擴校遷校、募款壓

力及師資培育的重大挑戰，可謂走在一條前所未有，

需要披荊斬棘的道路上。神多次透過這句經文作為筆

者承接重責的印證：「人若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

乃是照他所有的，並不是照他所無的。」（林後八

12）奇妙的是筆者也領受神的三個應許：一、在不同

場合都需放輕鬆，屆時神必會賜下當說的話語；二、

主「教導我的手爭戰，教導我的指頭打仗。」（詩

一四四1）；三、天上地上各有一群禱告天使為筆者

守望。因此，當遭遇校務瓶頸居處身心疲憊之際，筆

者竟呼喊出自覺好笑的禱告：「華神列祖列宗（指歷

任院長）的神在哪裡？」，意思類同於：「亞伯拉

罕、以撒、雅各的神在哪裡？」，或是「以利亞的神

在哪裡呢？」

深願以利亞的神成為華神畢業生的大能膀臂與靠

山，更是每一位服事主工人之磐石。

注釋：

1. M. Craig Barnes, When God Interrupts , （中譯本

《上帝的混沌理論》），校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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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梳理中國基要主義運動的歷史，不可或缺的一定

要談到神學教育，第一個原因是，在基要主義和自由

主義的爭論當中，圍繞著神學教育的鬥爭，而且特別

的激烈，並且從他們的神學教育理念中，明顯地暴

露出兩個派別的不同，這也是他們從20至40年代間

的主要爭論點。此外，中國近現代的教會歷史，我們

可以從多種學科去切入、研究，從坊間各樣不同的書

籍也可以看到，甚至研究者不一定是基督徒，這裡我

們主要採取神學和歷史的角度切入，因為在研究基要

主義運動時，神學和歷史的方法非常根本，是最基本

的。

我們已解釋過基要主義基本上，不是太參與社會文

化議題，對追趕20世紀上半期不同的社會潮流也不

感興趣，他們最關注的就是傳講福音、基要真理、宣

教，這是他們幾十年來一以貫之的中心關注點，所以

他們對社會、文化的參與，相對於自由派來說，是非

常少的。如果只單純從社會、文化議題的角度，去研

究基要主義的話，恐怕用武之地並不大，所以通常從

歷史學、社會學、思想學的領域去研究中國教會史，

都會比較關注於自由派的教會領袖或神學家的思想、

事工；因為他們常以基督教的角度去關注並談論社

會、文化議題，所以從歷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的角

度，去關注他們的話，用武之地是較大的，這是情有

可原的事實。

所以應該先了解他們的神學，再把他們的神學放進

歷史的環境中考察，如此較容易說明基要主義的歷史

現象，也較符合他們的精神，了解他們的事工帶給社

會的後果，和社會與文化的互動，這些方面其實有很

多議題值得去探討。要清楚了解基要主義運動，最

根本的就是要抓住他們的神學是什麼？他們的社會和

歷史觀又是什麼？這些都是神學性議題，其實越看中

國教會過去的神學教育，越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那我

們就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教會在神學教育上，做過什

麼，經歷過怎樣的發展階段，如何辦神學教育？

中國教會神學教育的過去
與今日及教會現狀檢討與未來展望

其實中國教會從很早就開始辦神學教育，時間大約

是馬禮遜到中國不久後，可見神學教育對宣教和建造

教會的重要性，人才是必備的基礎條件，所以馬禮遜

那一代的宣教士看到了這點，就在東南亞、馬六甲等

地，創辦了第一間基督教學校──英華書院，後來遷

到香港發展成為名校，可說是開創了宣教士主導的中

國神學教育先河。

基督教學校在中國的發展歷程

19世紀各宗派進入中國後，開始在各地辦了各式

這類型的學校，這些學校就是神學教育的雛型，或

被認為是神學教育的草創階段，就是從英華書院時期

樹立了標準，所以它基本上是屬於通識教育，不僅是

單純的神學教育，不僅是學習聖經、學習宣教、牧養

教會，這些都很重要，但此外它也有通識教育，數理

化，或一些實用技巧，讓學生有一技之長，有謀生能

力，所以其實它是一個結合，是跟類似高中的教育結

合在一起，不過它扶植教會的目的是很明確的。而當

時的教育水平不高，是隨著宣教的發展才逐步提升，

直到晚清才出現類似二年制大學水平的學校。早期傳

教士都是多面向的，他們可以一邊建造教會、傳教，

同時教書，甚至做一些簡單的醫療事工；他們是當時

學徒式教育的主要師資，把學生當孩子養，邊學邊做

事，不單純是坐在教室裡讀書，雖然以現在來說不是

很專業，但還是早期神學教育的開始。

直到20世紀宣教士在中國的發展，中國神學教育水

平才提高，開始出現專門培育傳道人的神學院，尤其

20世紀初，神學教育經歷了「超越」的變化，就是辛

亥革命、義和團事變後，中國意識到要向西方學習，

除了現代化沒有其他出路，所以全國上下都對外開

放、改革，建立現代化教育、科學工業化。西方傳教

士也看到這點，他們認為這是教會宣教的大好機會，

加上自由主義思潮在傳教士間興起，所以各教會便投

入大量人力、物力、財力去興辦學校，當時教會的社

會事工有爆炸性的增長，當中也包含高等教育。

19世紀只辦到二年制大學，20世紀初，各宗派都辦

了自己的學校，最後覺得太浪費，因而合併、資源共

享，才出現13所高水平的四年制大學，這些教會大學

中都有神學系，或神學院，而他們的迅速成長，帶動

以大學為基地的神學發展。而且此時的美國教會，也

投入大量人力、財力，因此這是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

的黃金時期。

教會大學的結構及神學思想

教會大學多為數個教會合辦，只有少數（如：聖公

會的聖約翰、浸信會背景的上海滬江大學、天主教背

景的北京輔仁大學）或是獨立宗派才會自行創辦。如

果說獨立神學院、教會教育機構，和教會網絡是基要

派主要的活動平台，那自由派主要的活動平台就是

教會大學和沿海大城市當中的教會機關。因為很多自

由派的領袖、神學家，基本上都受過高等教育，喝過

洋墨水、留學過，都是高知識分子，回國後不是在協

進會等教會機構擔任要職，就是在大學裡擔任教職，

所以教會大學基本上就是自由主義的天下、溫床、基

地。而且學院式的神學教育，第一追求學術，第二神

學思想、信仰較開放，比較傾向於自由派，又是很多

宗派合而為一的機構，加上當中的氛圍、走向、理

念，都和自由派神學並社會福音指導思想息息相關，

所以在神學思想上很難把持。

教會學校面臨民族主義的挑戰

但是這種自由學院式神學主義，並沒有維持多久，

到了20世紀下半期，學院式神學教育面對的挑戰與日

俱增，外部的挑戰與壓力，其實在1925年之前就已

經開始，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興起，在整個20年代

都持續不斷的有反對基督教的運動。而這些運動又和

反對帝國主義運動連在一起，因為整個教會的宣教事

工，包含教會學校，都被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在精神上

奴役中國人民的一種工具，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這樣的說法在20年代中國社會當中的影響越來越大，

特別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在廣東建立基地後，從1925

年的北伐開始，因為北伐的口號就是「打倒軍閥，打

倒帝國主義」。

在這種民族主義競爭中，矛頭也指向了宣教事工，

包含西差會所辦的事業、教會學校。所以北伐期間，

國民、北洋政府都提出收回教育權的要求，並要求教

會學校需要有條件的登記：教會學校的校長必須是中

國人，且不能強迫學生做禮拜，或學習聖經類課程；

要讓學生有選擇權，否則學校就必須關門。這對教會

學校的神學教育是很大的挑戰。至於內部壓力，就是

基要和自由派的分岐，我們知道這些神學院是自由派

的天下，他們對耶穌所行的神蹟嗤之以鼻，想拆毀這

些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在信仰上根本無法造就人，且

基層教會也越發不信任他們，這些學院式神學院基本

上是待在教會大學的象牙塔裡，是菁英式、追求極高

學術標準的，他們背後有國外的財力支持，並不依靠

中國教會供養，所以就和中國基層教會嚴重脫節。

學院式神學院在20、30年代每況愈下，招生越發

困難，真正的基督徒或教會宗派，都不願意把子弟送

到學院式神學院去，因為送去基本上就是毀掉他的信

仰，更不用說成為傳道人，很多學生入學只為了學英

文、拿文憑、混口飯吃，至於屬靈的狀況很糟糕，因

此招生人數越來越少，到30年代更是直線下降，嚴重

衰落。

中國神學院、和聖經學院的崛起

1920年代是獨立神學院逐漸上升的時期，在中國的

宣教工廠、神學教育界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一方

面自由派學院式神學教育在衰落，另一方面中國神學

院崛起，就是在教會大學系統外，由差會或教會直接

興辦的神學院迅速崛起，當中金陵神學院和華北神學

院實力最強、最具全國影響力。當然還有很多宗派合

辦的神學院，但是名氣沒有前兩者大，金陵神學院是

1913年由幾個差會在南京合辦成立的，因為教職員來

自各宗派，所以既不偏向自由派也不偏向基要派。

至於真正定位為基要主義神學院，且水平最高的是

1915年成立的華北神學院。之後在20年代後期，興

起大批基要派主導的聖經學院，包含1916年成立的湖

南聖經學院，和1920年成立的天津聖經學院等。聖經

學院是直接由差會或教會興辦，和教會大學無任何關

係，所以在20年代後期，神學教育界發展最快的，是

這些獨立神學院，且當中大部分都是較保守、較偏向

基要主義的。可以說，華人神學教育的傳統，就是在

此時逐漸形成。

以宣教、牧養為本的華人神學教育傳統

接著細談華北神學院和湖南聖經學院，為何提這兩

間學校呢? 因為關乎華人神學教育的傳統，華北神學

院是長老教會背景的，但是它服務於中國各教會、各

宗派，至於它的辦學理念是跨宗派的，且一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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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中國學生人數最多的，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金

陵神學院。它的教學特點，第一：以聖經為權威，聖

經是神無誤的啟示，大量的聖經課，包含希臘文、希

伯來文，非常強調聖經教導，系統神學也很強，因為

長老會強調要給學生一個完備紮實的系統神學教育。

隨著建校水平不斷提高，課程內容也擴大，變得比較

活潑，讓學生也能學習一些文化、地理、歷史、音樂

相關課程。

但是從始至終還是以信仰跟聖經的教導為主，這方

面還是遠遠超過金陵及其他大學的神學院，也因此為

中國培養了大批傳道人，這些傳道人不論在中國或海

外都常見到他們的名字，是許多20世紀中國教會的骨

幹，甚至80年代中國改革開放，很多老牧師還是回來

撐起教會的講台。華北神學院還有一個特點，不僅是

課堂學習，還非常重視學生動手的機會、本領，學生

必須在暑假或週末到當地教會去侍奉、宣教，所以華

北神學院培養的傳道人都非常能幹。

湖南聖經學院是另一個中國基要派、聖經學院中的

先鋒。基要派興辦的聖經學院，在規模數量上，遠超

過神學院，而湖南聖經學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非常

傑出，該校是由內地會葛英華宣教士和洛杉磯聖經學

校合辦的。所以湖南聖經學院的另一個身分是洛杉

磯聖經學校中國部，在20、30年代，一直到1935年

之前都發展的很好，學生人數只略少於華北神學院。

招生範圍遍及全國，特別是中國南方。更重要的是他

們招了一批著名、在全國都很有影響力的牧者，這批

中國基要派的領袖人物，以湖南聖經學院為平台，創

辦許多影響全國性的事務，也是當時中國時代論的大

本營，這亦是為何時代論在中國教會的影響是如此巨

大。

雖然湖南聖經學院定位略低於華北神學院，但是課

程設計大同小異，且學術水平、招生標準，都有逐年

的提升。課程設計也是以聖經為主，不過畢竟是聖經

學校，所以較少其他的課程，整體來說較為單調，也

沒有音樂課。但卻比華北神學院更重視學生「動手」

的能力，每年都讓師生組成10至12個逐家佈道團，

湖南河流很多，特別是暑假時，會讓他們坐著船，沿

著河道航行，每到一個村莊，就下船逐家傳福音。此

外，學生也常去長沙監獄等最艱困的地方，或是透過

函授、通信的方式進行神學教育，在全國傳福音，這

就是學習的一部分，讓學生一邊宣教一邊學習。

透過上述兩者就可看出基要派的理念、特點，以聖

經為主的課程設計、學術訓練、書本知識、課堂學

習，都和宣教、牧養的實踐緊密結合，注重並致力於

師資、物力、學術聲譽及地位的提高，卻也不會因此

削弱基要派的辦學特點。所以基要派的神學教育是很

紮實的，並非不重視教學品質，華人神學教育傳統的

形成，從華北神學院、湖南聖經學院就可以看到，是

兩個非常好的例子。

49年之後中國大陸教會與海外華人教會的發展

49年之後，因為中國大陸政治形勢的變化，導致中

國大陸的教會、神學院與海外華人教會分離、分道揚

鑣，各自走上不同的道路。以海外華人的神學教育來

說，1949至1970年間，華人的高等神學教育較少，

基本上以機構為主，主打聖經學院類的培訓，但是到

1970年代，海外華人神學教育有一突破，這個標誌為

1970年華神（中華福音神學院）及中神（中國神學研

究院）的出現。

以中國大陸來說，抗戰期間很多神學院，因屬英美

背景，包含華北神學院、湖南聖經學院，遭受各式各

樣的衝擊，甚至被迫關閉。雖然抗戰後紛紛復校，但

很快內戰又興起，所以並沒有完全站穩，1949至1952

年間又受到新的衝擊，基本上都被合併到幾個較大的

神學院體系中，比如華北神學院因為內戰被迫遷到湖

西，最後於1952年跟南方的幾所神學院合併到金陵

神學院中；至於北方的就合併到燕京神學院，西方的

就合併到西安神學院。所以，在1949年前的基要派神

學院，最後都「被合併」消失了。在1949年前，所有

中國神學院當中，除了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基本上

都不能說是一個研究院，因為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

比較嚴格的只招收大學畢業生。直到1980年改革開放

後，才又開始呈現向上發展的趨勢。

21世紀神學教育的挑戰

從神學教育角度來說， 今天的21世紀處於關鍵位

置，美國的神學教育受世代交替、日益世俗化之影

響，年輕人對教會的親和力大大減少，所以美國（包

含自由派、福音派）的教會，都是在不同層度的衰落當

中，特別是在北方會嚴重一些，這些都實際地影響到

神學教育。美國的神學教育大部分都是50至70年代，

福音派運動如日中天時建設起來的，至今隨著美國進

入後基督教時代、後基督教的社會文化，導致教會收

縮變小，支持神學院、和神學院服務的群體，都在縮

小，因此挑戰是非常大的：招生不足、財務困難等。神

學院面臨必須接受調整、思考未來出路的情況，再加

上高科技、新通訊技術、教學手段的發展，現在不僅

是美國，包含許多國家的社會情況也是如此。

即使是基督徒，工作越來越忙，社會壓力越來越

大，傳統神學教育，比較學院式、全時間的學習模

式，已經越來越難以吸引學生，現在的社會讓人們越

來越難放下工作、事奉，然後搬到學校，住上3、4

年，去修讀道碩學位，現在越來越偏向遠距教學、網

上修課、夜間部、部分時間完成學位，所以在各種社

會現實、技術手段下，傳統神學教育難以維繫，這種

挑戰在世界各地亦然。

21世紀新世代的年輕人之思維、學習思考方式，和

上一代都非常不同，在美國就屬於戰後嬰兒潮出生的

一代，對福音派教會的好感、親和力都很低，所以美

國的神學教育陷在此危機中，困難重重。雖然美國首

當其衝，但其他華人教會恐怕也需未雨綢繆，甚或已

同樣面臨著類似的壓力。這是危機也是轉機，因為迫

使神學教育界要有所創新，充分利用現在的技術手段

來進行轉型。至於中國大陸的教會，經過疫情後，該

不該有新的調整，如何進行神學教育，不論被逼或是

自願，如何更多適應弟兄姊妹們生活上的需要，如何

吸引新一代年輕人，在這個歷史關頭，神學教育面臨

如此之大的挑戰。

回顧中國教會的神學教育史還是有用的，中國神學

教育的發展時間雖然不長，卻歷經好幾個階段，學

院、菁英式神學教育的衰弱，和教會嚴重脫節，這也

像當今的神學教育，墨守成規，到了一個地步就會和

教會事奉、信徒生活脫節，這也是神學教育難以維繫

的原因之一，所以有些教會就不一定倚靠神學院，認

為神學院可有可無，以前是不可或缺，教會培訓的人

才就是從神學院出來的，現在不一定了，很多美國教

會的牧師都沒有上過神學院，後來才回去進修，那我

們該如何教導這些人，教育的方式一定要有所不同。

中國神學教育史帶給我們的提醒

中國神學教育歷史，其實對我們也有很多提醒，改

革開放後有許多想恢復教會大學的呼聲，希望將神學

院和教會大學合併，但到底是獨立神學院好，還是

教會大學下的神學院好，值得我們思考。不能全盤否

定，但盲目追求綜合教會大學會有一定的風險。教會

大學還是最適合培養博士類研究型人才，因為當中的

研究環境很好。但從美國教會的神學經驗來看，美國

大學裡的神學院有幾個是教會能真正信任的呢？是能

真正培養撐起教會事工的牧者的呢？其實沒有幾個，

所以大學是培養尖端、博士水平人才的好地方，但是

對教會牧者的培訓大概還是獨立神學院較好。所以一

窺歷史對我們還是有許多提醒，不是沒有幫助的。

基要派的神學理念，在今天還是塑造著華人神學教

育的一個重要因素、基本的底色，福音派的神學教育

也大同小異，就是以聖經教導為主。所以今天在某種

程度上，我們還是活在1949年之前基要派的神學教育

傳統陰影壟罩下，沒有完全擺脫。但是今天的我們，

面對不一樣的社會現實，包含技術手段、如何積極教

學，需要我們做出根本性的調整，但是在調整時，不

要忘記歷史帶給我們的教訓。甚至19世紀馬禮遜的

通才、師徒教育型模式，對我們今天還是有借鏡的意

義，過去的神學教育，邊學邊做，師傅帶徒弟式的教

育，還是有它的優勢，且今天我們在談論這種新的神

學教育思路時，很強調靈修、實務的操作、門徒造

就、神學教育品格的造就等，某種意義上就是回歸到

最初的神學教育理念，並非完全擺脫了早期神學教育

的模式。

中國教會歷史中的神學模式是多種多樣、且歷經好

幾個階段而生的，其中有的菁英式神學教育失敗過，

所以值得我們思考對於菁英、學院式神學教育的目的

是什麼？規模要多大？其實希望藉由那樣的平台，為

教會培養牧者是不切實的，如何培養牧者和未來的教

會領袖？在中國教會歷史上有各種模式、思路可供參

考，因此在思考中國、華人神學教育時，要多回顧歷

史，如何成功，又是如何失敗的，如此我們可以少走

一點彎路。

1949年後中國教會的發展

1949年之後，中國教會和港、澳、台脫節，分道揚

鑣，沿著不同方向發展，漸行漸遠。1950至80年代的

中國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教影響之大，政策對教會的

影響空前絕後，決定教會的命運，甚至影響教會內部

生活，是發展事工的關鍵因素。這點在1949年到文革

結束期間特別明顯，此時教會思考的是要如何調整與

適應這種現實、生存，這當中大致經歷三個階段：

1949~1957年反右運動之前，這時教會的處境相

對好一些，社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重，有政治運動，

但不是太過激烈或頻繁，這時教會的三自運動開始發

展，逐步奪取中國教會的主導、發言權，雖然神學院

或教會大學在1950年初都被國有化或合併，但是教會

本身的架構、框架還在；但是1957年反右之後，政治

形勢越發激進，無產階級不斷革命，意味著一波接著

一波的政治運動，衝擊全國，且影響範圍甚大。經過

反右和大躍進的打擊，教會已經嚴重衰弱，去教會崇

拜的信徒嚴重減少，許多教會無法正常運作，1958年

時各城市都關閉大部分教堂，然後把剩下不分宗派的

信徒聚集到同一個地方，教會呈現急遽衰弱的狀態。

家庭教會的出現、成長，與三自教會的衰弱

1960年代初，大躍進的失敗後，中共將政策調整的

溫和一點，等於是讓教會喘了一口氣，但緊接著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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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文革開始，宗教自由、憲法的權力通通被取消。其

實早在文革前，家庭教會就已經開始萌芽，隨著外部

生存環境惡化，有些信徒便從公開教會轉到家庭當中

崇拜。所以文革期間，家庭教會即成為唯一能生存的

教會狀態。從海外角度來看，文革時的中國基本上已

是無神論的社會，教會完全不見，音訊全無。因此，

當時的海外教會曾對中國教會充滿惋惜之情，覺得普

世教會在中國，花了上百年時間，投入的人力、物

力、精力、財力，都失敗浪費了，他們認為中國教會

完全被摧毀。雖然實際上沒有，但他們不知道。

直到1980年代，社會改革開放、生活逐漸寬鬆，宗

教自由也恢復，像是回到了文革之前，甚至比1949年

還更寬鬆的狀態，這時教會又復興、從地下冒出來，

此時普世教會才了解到，他們在文革期間為中國教會

的悲痛、惋惜，實在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因為神一定

會保守自己的工作，有時人、差會的工作停止，但神

的工作不會停止，教會沒有被根除，到1980年代改革

開放後又重新恢復。

其實有人說1989年對家庭教會非常關鍵，這個時期

的特點，就是三自系統的規模、人數相對較強，因為

家庭教會是先從農村和基層城市開始復興。1980年後

三自恢復的很快，成立了基督教協會，召開第三次全

國代表會議，後來又有一系列緊鑼密鼓，恢復教會的

動作，重新開放許多教堂、禮拜，並為培訓教牧人員

重開神學院，出版社重新印刷聖經，創辦愛德基金會

等社會慈善，開展對外的交流。所以在80年代還是有

新的氣象，這時主要領袖就是丁光訓主教。但是1990

年代之後，三自的發展趨緩，雖然人數還在成長、規

模還在擴大，但是不如家庭教會迅速，特別是1990年

代或21世紀初，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社會成員

的組成成分都有很大的改變。

現代的中國教會，包含家庭或是三自教會，已經形

成多元化的趨勢和格局。從三自來說，他們之所以在

1990年末期到21世紀初期間發展較緩慢，有外在的限

制，也有內在的原因。丁光訓主教主導的神學思想建

設，其實對三自產生很大的創傷，因為丁光訓主教的

神學有自由主義色彩，他為了主張自己的一套，而淡

化因信稱義，消除、改變中國教會基要主義的底色，

但這基本上是不可能的，在家庭和基層三自教會都遭

到非常大的反彈和抵制，對三自的形象更是進一步的

打擊，某種程度嚴重阻擋三自在21世紀的發展。

展望未來教會的發展

回顧過去改革開放到今天，家庭教會成就很大，但

挑戰也很大，之前雖然成長快速，但這幾年隨著內外

因素變化，發展便趨於平緩，甚至停滯、衰弱。其中

政教關係是擺脫不了的，有人曾比喻說，中國的政教

關係，就像是個有中心點的鐘擺，有時向左，有時

向右，好像政策有時緊，有時寬鬆，在當中會略為調

整，但整個框架不會被打破。通常實際情形確實是如

此，但這個鐘擺論能否說明最近幾年的收緊呢？其實

是有點難度的，因為這次收緊之力度及持續程度好像

是前所未有的。

對教會壓縮的程度很明顯，這是外部的挑戰；內部

的挑戰，就像是神學方面的建設，是否有混亂的地

方？又和宗派的興起有關，所以要如何評價宗派的興

起？不論什麼宗派，想要在中國有前途，一定要接地

氣，在初期囫圇吞棗是免不了的，但希望未來能更成

熟，發展出更適合中國的處境，並且和傳統應該要有

一定程度的對接。雖然有些宗派的興起是因為傳統已

經難以讓當今的教會走下去，所以對傳統有些反叛和

拋棄，但有時我們在思考未來的路時，會太急於效法

韓國、美國的經驗，囫圇吞棗，生吞活剝。

總之宗派最好能夠切實服務到教會，能夠接地氣，

其實中國教會的跨文化宣教是非常受普世教會關注

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動向，但還有很多功課得要學。

就早期1949年前的宣教來說，有很多功課可以學習，

當年這些為主獻身的無名傳道人，那種甘願受苦、背

十字架，放棄世界的權勢，不跟世界相爭的精神，就

是我們今天宣教士該有的精神。當走進任何宣教工場

時，千萬不能帶著超級大國國民的心態，或倚靠經

濟、國家的勢力，有意無意地進行宣教事工，因為我

們不是靠著自己的能力、本領，而是靠著神的靈，是

真正謙卑的在當地服務、宣教。雖然會受苦，但還是

要帶著那種無名傳道人的精神，踏進工場。

普世教會其實很看重中國教會，很想跟中國教會學

習，特別是家庭教會，這是西方世界沒有的，如此大

規模且持久，這是中國教會的獨特路線。如果說中國

教會對普世教會神學上有什麼獨特貢獻的話，最標誌

性的就是家庭教會，這值得我們去珍惜、思考。中國

教會的底色，與過去基要主義運動息息相關。最後我

們應該展望未來，就算是現在前所未有的壓力、空間

的收窄也好，或是突如其來的疫情衝擊也好，既是空

前的危機，也是機會。老子說「福禍相倚」，壓力或

疫情確實造成了不便，但這也促使教會轉型、去探索

新的路向，國外教會的模式在中國不一定合適，甚至

危機重重，中國本土產生的東西，也許那個價值會重

新浮現出來。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回顧中國教會史之

重要原因。（全文完）

自從今年五月初，華神遞出定稿版的

立案申請書後，華神申請在教育部下

立案、招生的日子已經進入倒數計

時的階段。

個人因著華神加入教育部需要

配合教育部對大學、研究所的規

範，被蔡院長延攬至華神擔任她的

特別助理，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華神

在法規與制度面上能夠與教育部的

規定接軌。在這將近三年擬定法規與

研究相關辦法的過程中，個人到目前為

止對加入教育部的優點與缺點的體會如下。

加入教育部後的祝福與挑戰

其實優點與缺點正是一體兩面，同樣的要

求、既是優點，也是缺點。在教育部的體制

下招生，自然要接受教育部各樣的規範，許

多方面必須制度化、公開化、透明化，而且

要定期接受評鑑。優點是，在制度化的過程

中，我們必須不斷地提出問題。我們為何要

如此規定？每個規定或條文背後的精神、理念

是什麼？這些理念、精神符合聖經真理的原則

嗎？缺點是，當我們訂了這些辦法，當然必須執

行，而執行這些辦法需要投入許多的人力與時間，

每位老師、同工的工作量會比以前增加許多。而

且要將為師生人數成千上萬的大學所設計的法

規，套用在只有兩所研究所，不到兩百位學生，

僅十幾位老師的學校，就如同要大衛穿上掃羅的

盔甲，非常地吃力。

加入教育部會影響華神的辦學方針與精神嗎？

當然會！重點是，好或不好的影響。這全看華神

的團隊，包括老師與同工抱持什麼心態及作法去

因應教育部的要求。不可諱言的，加入教育部的

確會提高華神對學術方面的要求，且老師發表論

文與升等的壓力會大大增加。不過在教師評鑑的

三大重點項目中―教學、研究、服務中，評估

的比重及標準是由各個學校自行訂定。老師還

是可以按照不同的恩賜、熱情、負擔來發展自己

的特色。有的老師可以投入更多時間在學術研究

上，有的則是在課程設計、教學法上更多著墨，

抑或有些老師可以投入更多時間在關懷、輔導學

生上，並且與教會有更多連結。華神在制度面的

設計是比一般大學更看重教學與服務的，這應該

也是神學院不同於一般大學的特色。當然有些老

師會比以前投入更多時間在研究方面，這也是值

得鼓勵的發展方向。

華神加入教育部後，學生就會更

看重學術、知性的學習，至於靈性

的培育與實踐就會變少、變弱嗎？

答案是，不一定。針對系所的設

立，教育部會想瞭解各個系所存

在的必要性為何？要培育出怎樣

的學生？將來畢業後他們要從事

哪方面的工作？且學生需具備怎

樣的核心能力？之後還要瞭解各個

系所要如何透過整體的課程設計（包

括正式與非正式教育）來培育出這些

核心能力。課程結束後還要評估老師的

教學是否達到當初設定的課程目標。

心繫教會牧養 加強學術研究

按照這個理念與精神，華神目前向教育部申請

成立兩所研究所，分別是神學研究所與教牧宣教

研究所，兩所研究所下還有不同的招生組別。各

個系所要培育出怎樣的學生？答案其實應該要問

送學生來華神接受教育、訓練的教會，而不是教

育部。教育部只負責要求學校設立制度、按照辦

學理念與特色訂定目標，並且定期評鑑學校是否

達到自訂的目標。

所以華神訓練出的學生還是應該以教會的需要

為依歸。如果教會最需要的是能夠建立教會的牧

者、是門徒訓練的導師、是能夠陪伴、安慰人的

輔導者、是能夠投入跨文化宣教的人才，那麼華

神的課程設計模組就必須提供可以培育出這些人

才的核心能力，然後定期檢視、評估每門課程

是否達到其設定的核心能力。當然華神也可設

計以培育神學教育人才為主的課程，

因此對於學術能力的要求當然是不

可少的。

如華神能善用教育部輔導幾百所大專院

校，從經驗中累積發展出來的規範，這會幫

助華神的辦學品質有長足的進步與提升。

如果華神面對這些規範與要求只是用人在

江湖，身不由己的態度，去勉強自己符

合相關規定，那麼加入教育部不但未蒙

其利，反受其害。今世之子，在世事之

上，有時要比光明之子更加聰明。求主

幫助華神因加入教育部從而提升辦學經

驗，好培育出華神一貫堅持的異象和使

命―訓練學識、靈命、事奉都能合乎主

用，委身於教會建造的時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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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都通達時務，知道以色

列人所當行的，他們族弟兄都聽從他們的命令。」

（代上十二32）

歷代志上十二章，記載了在希伯崙歸順大衛、擁戴

他作王的勇士名單，其中最令人眼睛一亮的，非以薩

迦支派莫屬。「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都通達時

務，知道以色列人所當行的，他們族弟兄都聽從他們

的命令。」（代上十二32）這些族長都通達時務，

更白話的說，就是對時代的徵兆與精神：正在醞釀或

發生之事情背後的動向與思維，能夠洞燭機先，做出

準確的判斷，知道神的百姓當如何回應，並且剛強行

事，而他們的同工團隊、從上到下都樂意聽從他們的

智慧與指揮。這樣的人，無論放在那裡，大家一定都

很想多認識、甚至網羅入自己的團隊。

話說2020年已經過了一半，21世紀的起頭以911

恐怖攻擊拉開序幕，極端伊斯蘭原教旨主義者，挾持

民航機撞向象徵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紐約雙子星大

樓，兩棟大樓在全球媒體關注下倒塌，驚悚的畫面傳

遍了世界每個角落。美國也以戰爭行為來回應，向恐

怖主義意識形態宣戰。接下來的20年，各機場的安檢

陸續升級，空中旅行的人們只好耐著性子，接受這種

恐怖戰爭帶來的不便。到了2020年，恐怖主義似乎

稍有收斂，伊斯蘭極端思想卻仍然在某些地區蠢蠢欲

動，隨時伺機爆發，奪走人命。1993年，卻有一批

愛主的基督徒，本著愛鄰舍如同自己的精神，發動一

個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為穆斯林世界禱告30天」的運

動，在每年齋戒月期間，當全球19億穆斯林（截至

2020年6月為止，總人數佔全球78億人口的四分之一

左右）從日出到日落，不吃飯、不喝水，刻苦己心向

阿拉禱告，祈求洗去罪惡、得著阿拉的饒恕、並提升

靈性的期間，基督徒則為這些屬靈上的以實瑪利後裔

代求，使他們在異夢、異象當中看見耶穌，進而尋求

真理，或者可以得著生命的救恩。而神也的確垂聽祂

兒女的禱告，在各地陸續傳出穆斯林歸主的運動，把

新希望與新生命注入這個看重律法主義的龐大族群。

另一方面，2020年初，從中國武漢傳出新型冠狀病

毒引發的肺炎（WHO後來給它定名為Covid-19）。中

國政府雖然知道疫情，卻壓制了吹哨人的警告，等到

疫情爆發，武漢緊急封城，首都北京緊接著只准出、

不准入，全中國也禁止國內飛機航班起降的情形下，

企圖壓制疫情的蔓延；卻也有同時逃出武漢的人已經

隨著一帶一路飛向伊朗、義大利，也有飛向美、日、

韓等地，疫情在歐洲迅速延燒，然後擴及全球180幾

個國家，成為人類有史以來，最大的pandemic，截

至六月中已超過750萬人確診、42萬人死亡。

接下來的國際情勢急轉直下，速度之快令人瞠目結

舌，隨著美中貿易戰在2019年開打，世界兩個最大

的經濟體之間落入了「修昔底德陷阱」，川普政府極

端反中，對中國政策從過去四十年姑息、綏靖，變成

火車對撞。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百年馬

拉松》、Peter Navarro的《致命中國》這兩本書已經

昭示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轉向，並且把中共政權與中國

人民分開來對待，視中共政權為綁架中國人民與中華

文化的黑幫邪教。疫情蔓延開來，接著美中兩國互相

甩鍋，指責對方要為疫情所造成的人命及經濟的損失

負責。兩邊的媒體也鋪天蓋地的報導，互不相讓，儼

然新型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以超越傳統國界、

地域的方式，以「超限戰」（中國著名軍事評論家喬

良少將的著作）的方式全面展開。世界上的民主自由

國家紛紛向中國索賠，並加速產業鏈外移，與中國脫

鉤。美國對付中國的法案，一個一個推出，並迅速通

過。中共政權這個世界碩果僅存的唯二共產政權（另

一個是北韓）則對內加大維穩力度，封鎖不利於自身

的一切報導。對外，則發動大外宣，打媒體戰，甚至

中共外交人員也以戰狼的姿態，以「敵我者，雖遠必

誅」的姿態回應，新冷戰時代眼見就要來臨，山雨欲

來風滿樓。

另一方面，香港反送中示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香港國安法在六月初通過後，一國兩制，「五十年不

變，馬照跑、舞照跳」的承諾，嘎然而止。東方之珠

的民眾，好像以「退此一步，即死無葬身之地」的急

迫感，面對政權的節節進逼，不論男女老少都有，

上街示威、抗議、遊行。曾經商貿雲集的亞洲金融中

心，富豪們無不急著把資金轉到海外避難，有辦法的

人都在預備或早已移民海外，比較1997年回歸中國時

的大出逃，有過之而無不及，海外華人教會想必很快

就會迎來一批批操香港口音的基督徒。

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因為白人警察執法過當，造

成黑人George Floyd的死亡，美國種族歧視的痼疾，

再度引發70多個城市的暴動，有些人為了社會公義

挺身而出，有些人趁火打劫，更有人懷疑美國共產組

織ANTIFA伺機搞破壞，讓美國政府難堪。發生在中美

兩國的一些大事，在疫情仍然嚴峻的時節，看得見的

世界乘著互聯網、社交媒體全面開戰，以中國主導的

BATH（Baidu, Alibaba, Tencent, and Huawei）把以

美國主導的FAGA（Facebook, Apple, Google, and 

Amazon）通通擋在中國的防火牆外，是一座新冷戰時

代的柏林圍牆，把中國廣大的民眾關在牆內，除非奮力

翻牆，否則無法接觸外界的資訊；而外界不論是憚於

中國的媒體審查，或是覬覦14億人口的廣大市場，談

到中國的事情，常常自我審查，不敢講真話，形成另外

一道恐懼的高牆。看不見的世界，不論是病毒、價值觀

或是屬靈爭戰，話語權爭奪戰，都看得令人目不暇給。

究竟孰是孰非，究竟是Social justice, social distance, 

or social media？人類的身心靈，都成了戰場。 

台灣在這些紛亂當中，卻好像處在颱風眼，全民

「順時中」在疫情風暴裡，除了稍有不方便，出入得

戴口罩，與其他國家比起來，貌似世外桃源，顯得出

奇的平靜。國語教會向來比較不過問政治，可是對於

這場全面展開，影響全球的趨勢與戰爭，也不能輕輕

忽忽的說「平安了，平安了！」其實沒有平安（耶六

14）。 如何效法約伯「我以公義為衣服，以公平為外

袍和冠冕。我為瞎子的眼，瘸子的腳。我為窮乏人的

父，素不認識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不義之

人的牙床，從他牙齒中奪了所搶的。」（伯廿九14-

17）或至少該像個知識分子「風聲雨聲讀書聲，聲聲

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不是嗎？中國境

內的教會，從疫情爆發、不得實體聚會以來，已經有

成百上千的基督徒團體成立，少則數十人，多則上千

人，「連結福音夥伴」藉著Zoom敬拜、團契、辦特

會、專題演講、打破宗派的藩籬，同心為萬國禱告就

是最好的「回應時代議題」的方式之一。

鏡頭拉回華神，跨文化研究碩士班在尼泊爾的同

學，從今年3月28日決定撤退回台後，歷經尼泊爾緊

急封城、關閉機場，機票一改再改，包機一波三折，

終於在全院及眾教會與華神之友的禱告守望下，在6

月11日全員同機回到台灣，進駐防疫旅館，自主隔

離14天。透過網路，與其他師長同工、學生家長，

一起見證2020年的華神畢業典禮。這十個月的海外

工場訓練、體驗與實習，真是莊稼的主親自設計帶

領，訓好訓滿，語言學習、文化觀察、生命交流、

危機處理、情緒管理無一不超過人所求所想，也讓所

有代禱者經歷上帝是不誤時、不誤事的信實之主。

願主興起，使仇敵四散；

也願主繼續使用華神，

訓練更多以薩迦支

派的族長，成為

通達時務，有忠心、

有見識、有膽量，

能帶領神的

百姓前行，

擴展神遍

及普世國

度的時代

工人。

▓宣教中心主任╱邱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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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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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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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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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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增僱同工以

支持因擴校而增加的工作，人事費用也大幅攀升。

綜上原因，每年的經常費大約增加了3,000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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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9年8月1日～2020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年需要             

五月份收入        五月份支出         五月份餘絀
 108學年度 108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累積支出

經 常 及 設 備 費  98,460,000   5,768,164   6,685,910            -917,746 52,541,537 67,627,570     -15,086,033
學   生   助   學    金 12,200,000    1,484,450      497,241      987,209   8,723,871   5,737,675   2,986,196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40,000         65,000          1,600        63,400   1,792,165   2,651,707     -859,542

合                         計     113,000,000    7,317,614         7,184,751             132,863 63,057,573 76,016,952      - 12,959,379- 12,959,379

 興建費用                 五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16,577,545                          655,564,717   -164,43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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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資  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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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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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神圖書館暑期開放時間與
 借閱服務異動】

本院圖書館自六月十五日至九

月十三日止，開放時間異動為：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12:00，

下午1:00-4:00；週間中午12:00-
1:00、週六及週日休館不開放。另

外，自6月15日起，本校研究部與

校本部全修生、選修生、全修生眷

屬、教師同工等借書期限，將跨越

暑假至9/14（一）歸還。

【 波士頓海外學分班—羅馬書（視訊課程）】
華神波士頓學區自七月六日起至二十二日止，開設

「羅馬書」碩士學分班課程（視訊課程），由吳存仁

老師教授。歡迎報名選讀。

詳參華神波士頓學區官方網頁，或聯絡

教務處：（03）2737477轉1372，電郵 
creditcourses@ces.org.tw。

【 華神四十八屆畢業典禮圓滿結束】
中華福音神學院第四十八屆畢業典禮暨第八任院長

交接典禮在六月二十日，於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

行，約八百多人參與，加上師生，逾千人共同見證應

屆畢業生完成裝備，被差派至各地工場，為主服事，

也見證新任院長戴繼宗牧師從卸任院長蔡麗貞博士手

中接下印信，承接治校重責。

今年畢業典禮由本院候任院長戴繼宗牧師證道（詳

情請看八月份院訊），本屆畢業生：博士科四位，神

學碩士四位，基礎碩士科六十三位；延伸神學證書科

八十六位，結業生四位。頒證之後，由在校生代表習

永曄同學致惜別詞，畢業生代表盧羨天同學發表畢業

感言。末了蔡麗貞院長主持差派禮，畢業生就此正式

踏上征途，進入工場服事。

差派禮結束後，隨即進行第八任院長交接典禮，由

華神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介紹新任院長戴繼宗牧師，

並進行就職問答。適逢華神 50 週年，並首次於八德

新校舉行畢業典禮，使本次歷時三小時的典禮，滿載

主的榮耀。求神大大使用這群奉神差遣的福音使者，

賜各樣所需的能力、智慧，傳揚福音，祝福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