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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戴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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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上帝的信實與恩典，華神今年（2020年）正式邁向五十週年的歷史時刻。

五十多年前，上帝感動了一些台灣教會領袖的心，並藉由他們創立了「中華福音

神學院」，亦同時是台灣第一個研究所水平和跨宗派的神學院。「研究所水平的

神學院」這個信念背後說明了，我們必須承認隨著教會中弟兄姐妹的教育水平提

高，故此接受神學訓練的神國工人也必須回應整體社會的進步需要。「跨宗派的

神學院」則是表明了基督教會各教派之間在多元中連結的重要性。

自1970年創校以來，華神已培育了2000多名畢業生分散在台灣、亞洲、北美、

歐洲和全球各地，忠心在當地的教會服事，牧養主的羊。此外，我們也非常感

恩，過去華神亦積極與不同的宣教機構合作，成為國度夥伴的關係，繼而差派校

友到全球的宣教工場服事，把福音傳開。五十年後的今天，華神仍然持守起初的

異象與使命，藉由我們主要的重點課程－道學碩士，訓練與裝備牧會人才，服

事本地或各地華人教會的需要，而通過我們的跨文化研究碩士和職場事奉碩士課

程，回應全球宣教以及職場宣教的趨勢與需求。

當然，考慮到我們所處身於日益複雜和多樣化的世界，華神還引入了其他同樣

重要而且具研究所水平的學位課程，例如教牧輔導道學碩士、教牧碩士等。除此

之外，我們亦為有意提升個人牧養、管理、關懷、解經講道、宣教等各層面的專

業知識與能力之事奉者，提供神學碩士、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等進階課程；

同時為了使有心事奉者，能利用業餘時間，接受正規神學教育，延伸神學教育為

平信徒提供系統化的聖經與神學裝備，以進一步強化被莊稼的主呼召的工人，能

在神國的拓展事工上，更有效的服事。

除了以上種種課程的規劃和背後的信念與看見，面對過去華神五十年來的使命

傳承，在接任華神管理與領導職務時，上帝給我特別的感動，那就是三個簡單，

卻很重要的詞：所知（Know）、所是（Be）和所為（Do）。上帝提醒我，這是作

為華神正式和非正式培訓與裝備神國工人的最重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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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舊約時代上帝所揀選的子民以列人而言，

節慶是他們對上帝信仰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的

重要媒介。以逾越節的設立為例，上帝這樣吩咐

摩西說：「日後，你們到了耶和華按著所應許賜

給你們的那地，就要守這禮。你們的兒女問你們

說：『行這禮是甚麼意思？』你們就說：『這是獻

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色列人在埃及的時候，

祂擊殺埃及人，越過以色列人的房屋，救了我們各

家。』」(出十二25-27) 每一次以色列人過逾越節，就

是再次紀念上帝拯救他們脫離埃及奴役的奇妙作為。

當約書亞帶領以色列人走乾地渡過約旦河後，他並

沒有趁耶利哥城的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立刻發

動奇襲，殺他們個措手不及；他反而帶領以色列人先

守逾越節 (書五10)，這正是表明以色列人，不是靠著

自己的勇氣與謀略與迦南人爭戰，乃是靠著那位守約

施慈愛，又充滿拯救大能之上帝的幫助去得地為業！

當他們在耶利哥平原慶祝逾越節時，就是數算上帝過

去許多恩典的作為，且預備迎接上帝在未來所要給予

一連串新的恩典。

華神於1970年10月正式成立，開始第一屆道學碩士

班的招生，到今年剛好滿五十年。當回首過去五十年

華神的歷史，我們真要說上帝以恩典為年

歲的冠冕，祂帶領華神所走過的路徑都滴下

脂油。從一開始篳路藍縷的建校初期，在士林

福林路100號臨時院址舉行開學典禮，到1979年

6月位於台北市汀州路的華神大樓落成，華神開始

有屬於自己的產業。1987年8月福音大樓完工啟用，

華神繼續向左向右擴展。為了申請加入教育部，華神

在桃園八德購地，於2019年9月完成第三次遷校，上

帝為華神接下來的第二個五十年，預備了遠離塵囂的

環境，和更寬廣的發展空間。

2020年10月5日下午，華神將在八德校區舉行五十

週年院慶暨八德校區獻校感恩禮拜，我們竭誠地邀請

華神過去已經畢業的所有校友們，與關心華神的教

會、機構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來到八德校區與華

神的師生、同工在上帝面前一同聚集、歡慶，把最大

的頌讚、榮耀歸給祂！

當天晚上，我們將在台北公館水源會館舉行校慶晚

宴，因為在耶和華神所定的日子，我們要歡喜快樂，

要在主裡一起分享美好的筵席與彼此相交的喜樂。盼

望校友及各位華神之友，能把10月5日的時間分別出

來，讓我們一起數算上帝的恩典，同沐主恩！

▓副院長╱陳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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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五十週年慶典數算主恩

顯然，「所知」一詞傳達了在上帝的話語以及三位一體真神的知識上增長的意義。然而，這樣的知識一定不是

某種抽象的知識，或是神學知識，而是我所說的：一種體驗性認識（experiential knowledge）。實際上，在整本聖經

中，「所知」的概念始終是活化在我們日常生活與神相遇的實際經驗中。因此，對於華神的學生和老師們來說，

我們都渴望呼應保羅的禱告：「使我認識（know）基督，曉得（know）祂復活的大能，並且曉得（know）和他一

起受苦，效法祂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裡復活。」（腓三10-11），以致於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能更多、更大的

經歷與知道認識祂。

「所是」一詞則反映出品格靈命形成的重要性，這是對每個神國工人都至關重要的。當沒有人注視時，我們的

為人是對「我們是誰」的真實衡量標準，以及對「我們的存在」的真實描繪。通過對我們品格的口語／非口語的

見證，我們的事工就得到了驗證（或是失去信用）。在華神，我們努力協助學生形塑他們的「所是」，通過團體

生活和活動塑造他們的品格，我們期待在神學院這個大家庭中，每個人（也包括老師與同工）都能經歷到如基督

般的品格形塑與成長。

第三個單詞「所為」，直接說明了將「我們所知道」和「我們是誰」的行為付諸行動。有效的事工並非憑空發生

的，而是我們的「所知」協同我們的「所是」，合力翻轉為行動而產生出來的。因此，我們的目標是期待看到每一

個走過華神之門的學生，努力追求卓越，並在行動中尋求上帝的榮耀。就像大衛所言「…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

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詩七八72 ）無論做何事，如同做在主身上，使那呼召我們的主得著尊崇！

所知、所是、所為，三個簡單有力的詞，構成了華神神學教育的哲學精神。如果您感覺到莊稼的主在全職牧養

或全職跨文化宣教中呼召您，邀請您在禱告中考慮這所剛滿五十歲的學院，因為她將是您更好認識上帝的地方；

您的所是將被磨練和塑造為更像基督的生命，並且您將被裝備成為更合主所用的器皿，為的就是要更有效的完成

祂所託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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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碩士╱郭懿萱

經10個月在尼泊爾的訓練，當中可以感恩的事

情真是不可勝數，從抵達當地開始經歷文化衝擊，到

面臨疫情提早結束訓練，又因為疫情停留，經歷艱難

的返鄉歷程，卻處處看見神的恩典與帶領，不僅僅是

身體的操練，在靈裡的操練更是深刻，其中特別感謝

學校師長、同學的關顧，讓遠在異鄉的我們知道在家

鄉還有人掛記著。

回想初到尼泊爾時，同學當中只有我得了會高燒不

斷的登革熱，除了當地肢體的就醫照顧外，馬上就收

到同學幫忙PO文代禱的消息，那時心中很是感動，就

像在前線打仗受傷後，背後支援的戰友們紛紛趕來支

援，跟我們一起打這場屬靈的仗。

在工場幾個月後，聽聞戴牧師會來探訪在尼泊爾的

我們，學校的同學們紛紛來詢問我們在這邊有沒有想

念什麼吃的、需不需要防蚊液和蚊帳、有沒有缺什麼

藥品等等，後來我們收到了一些藥品，而且還有令人

思鄉的月餅、鳳梨酥和太陽餅，這些得來不易的食

物，大家小心的分食著，臉上露出滿足的笑容。雖然

攜帶的東西有限，但收到這些物資時仍興奮的向神獻

上感恩，感謝主讓我們在愛中被扶持成長，感謝每一

顆掛念我們的心。

最後就是關於我們回國的過程，因為疫情的緣故一

波三折(九折都不為過吧！)在疫情爆發之時，學校雖

已組織了小組來決議我們的去留，但「人心籌劃自己

的道路，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國際機場關閉、

航空公司停飛等等的政策，讓我們來來回回買了三張

機票、改了不知道幾次的日期、有希望又沒希望的來

回收拾行李，彷彿像放羊的孩子喊著飛機來了，然後

又沒有飛機了，心情像在洗三溫暖，最後都不知道該

不該公布要回去的消息，甚至到起飛前的幾個小時才

拿到機票，被通知要前往機場才真的是飛機來了。老

師們總說在工場上要保持彈性，這堂來自上帝的彈性

訓練課程，真是永生難忘！

起飛到返抵國門這段期間，學校師長、同工、同學

們都及時關心著我們的狀況，在出發前有同學幫忙

詢問韓國外交部轉機問題，甚至轉機過程中有同學

的護照遺失也立即發動代禱(感謝主最後事情圓滿落

幕！)，抵達台灣後還有龐大又可愛的接機團來迎接我

們，行政同工也馬上幫忙確認我們有沒有缺乏、不適

應等等，真的很感謝主讓我們平安的回來，也非常感

謝學校一路上給我們的關顧、接待及安排，讓我們疲

乏之時可以不需要擔心這些的事情，讓我們在隔離期

間還有48屆學長姐們特地送來的愛心奶酪、同學們的

愛心送餐，真的在被服事中看見神的愛，每每回顧發

生的一切都好感激也好感恩！願看顧我們的阿爸天父

紀念、祝福在當中擺上的每一位肢體，讓華神成為彰

顯基督榮光與愛的神學院。

            ▓跨文化研究碩士╱賴瑋婷

入華神，一年級對我而言一點都不容易，但神

的恩典實在夠用，透過許多人不停的代禱，及師長同

學的鼓勵和幫助下我完成了一年級。過程中因著不能

適應，曾經考慮是否應該轉科，畢竟第二年的工場實

習肯定會是個很大的挑戰。但是最後還是決定跟隨初

衷繼續留在宣碩，相信恩典的主如何幫助我走過一年

級，也會繼續帶領我前面的道路。

在尼泊爾的適應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反而十分親

切。這十個月裡，我們花最多時間在學習語言、文化

及與當地人建立關係。感謝神因著生長在馬來西亞，

尼泊爾語的發音與馬來文的發音相近，甚至很多單詞

是一樣的，所以學起來沒那麼吃力，也感謝神賜給我

一張長得像當地人的臉，在建立關係上也少花了一點

力氣，常常被當成當地人，也因此得著許多的恩典。

前三個月我們住在訓練中心，認識了許多來自不同

國家的同學，期間彼此扶持與鼓勵，甚至現在依然保

持聯繫。每個同學的適應能力都不太一樣，尤其對於

美國的同學來說文化衝擊比較大，而我在華神的經歷

讓我能夠體會美國同學的感受，能夠與她分享自己是

如何靠著神及大家的陪伴度過煎熬的時期。感謝神，

每一段經歷都不是白費的，每一步都是恩典的記號，

曾經以為非常痛苦的事，如今卻成了別人的祝福。

接下來的七個月我們入住寄宿家庭，感恩神透過語

言助手為我們介紹了她的家人能夠接待我們，是個非

常舒適的環境，他們也把我們當成家人看待。我們生

病，他們為我們擔心；我們有生活上的需要，他們為

我們提供；我們需要學習的（語言、文化、洗衣、做

飯），他們耐心教導；他們不只是朋友，也是我們在

尼泊爾的家人。他們都是印度教徒，對基督徒有著不

好的印象，甚至不相信鬼神之說。但感謝神使我們與

他們有好幾次的信仰對話，讓他們知道我們所信的神

是誰，願神繼續在他們身上動工，有一天能成為主內

的家人。

因著疫情的緣故，我們原本到印度短宣的計畫取

消，返程的日期也改了七遍，神給我們上了一門危機

處理課，同學們彼此的幫助和體諒真的非常寶貴。感

謝華神大家庭在這段期間不住的為我們禱告，關心我

們的狀況，一直到我們隔離也陸續送上祝福，讓我們

的身心靈都得飽足。

這段旅程要感恩的人太多，包括工場導師團隊、當

地基督徒同工、所有語言助手、兩位親愛的室友，每

一位都讓這段工場實習加添了色彩。雖然在疫情中，

信實的神一樣如期的把我們帶回了台灣，也為十個月

的工場實習畫上了完美的句點。這是一段恩典的旅

程，願您也能在生命中經歷這位恩典的主！

▓跨文化研究碩士╱蘇琬茹

！下雨了嗎？」「沒有呀！」「什麼！不是下雨，

那是什麼呀？」原來，是鴿屎雨。唉唷！這尼泊爾歡迎

我的方式挺特別的，第一次收到這種見面禮。看來這裡

的鴿子，不會飛鴿傳書，似乎也沒有像聖經裡說的一樣

馴良呢！在台灣，路上看見的不是汽機車就是行人，這

裡卻...有點兒不太一樣。初次走在加德滿都的街上，東

瞧瞧西看看，哪樣都新鮮，與牛、羊、雞、狗、貓、猴

子同行在大馬路上，可是一點兒都不稀奇，只有我們這

些外來人，才會像劉佬佬進大觀園般興奮的拍照。

「尼泊爾地處高海拔地區，座擁世界上最高的八座

山峰，其中以聖母峰聞名，在這神祕的國度裡，有古

老的文化遺產，是許多觀光客想要前來一窺神祕面紗

的國度」——這是未到尼泊爾前的我，對這塊土地的

粗略認識。實際生活在這塊土地時，才感受到雪山

帶來的觀光效益，並非使每個百姓均得飽足，人人都

有工作可做，那不過是冰山的一小角。這地的人民很

質樸、單純又善良且容易滿足，但大多信奉印度教下

人民的生活與宗教緊密相連，宗教與文化的枷鎖，促

使百姓在生活、思想的各個層面都受到不同程度的束

縛。而尼泊爾人崇拜信仰的這三億多個神明遍滿在大

街小巷，甚至地底下都可見，神所造的動、植物也都

成為他們深信的「神明」。

抵達尼國最基本的，是先從接地氣的生活模式開

始。水在加德滿都谷地極為珍貴，洗澡、洗頭、洗臉

刷牙要分次完成，沒有在台灣一條龍的洗漱模式；至

初

咦

歷

「 於供電，更是不會有所謂的停電通知讓我們預備心。

其中「語言」更是項既有挑戰又有樂趣的學習，講錯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講對大家也開心拍手相互鼓勵。

即便說的不標準，但當地人聽見外國人說他們的語

言，會露出驚訝與欣喜的表情，這讓我知道，表達的

不只是語言，而是一種願意與接納的態度。

在疫情蔓延至尼國前，政府突然宣佈鎖國封城，因

此回台行程經歷了7-8次的變動，在不確定性的等待要

去面對道別，在心理層面上為我們帶來一定程度的煎

熬，需要時間去消化情緒，不斷的調適心情。隨著疫

情的發展，許多國家陸續派飛機接人回國，但在醫療

資源缺乏，且沒有足夠安全衛生意識的尼國人們，他

們能去哪裡？看見封城後的人們從積極、有信心到焦

慮，原本生活困難的家庭到更困難，自殺率攀升，人民

因生活基本需求無法被滿足所帶來的負面情緒高漲，

對政府政策的不滿，這些原有的問題，在疫情之下被

放大的一覽無遺，而我們能做什麼呢？在封城的時光

裡，能做最多的就是陪伴與禱告。彼此的距離瞬間縮

短，見面的時間變多，一起在自家樓下做簡單的運動，

分享不同文化中有趣的事情，經歷疫情風暴中所需要

幫助的一切，一起看電影分享耶穌基督，在生活中彼

此扶持，這些再平常不過的事，都成為最珍貴的回憶，

一點一滴建立的關係，為日後的福音分享鋪路。

回顧這短短十個月的生活，每一個細節裡都經歷神

的祝福，也許看似捨棄了什麼，辛苦了什麼，但其實

收穫滿滿且回味無窮！在這高潮迭起的跨文化生活篇

章中，鍛鍊出更堅定依靠神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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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碩士╱游思佳

尼泊爾有一個很特別的族群「流

亡藏人」，學者稱他們是「沒有國家的

人」。從血脈、地理看來是中國人，但

因政治、宗教、文化的迫害，有些西

藏人選擇翻越崇山峻嶺，跨越中尼的邊

界，為了追求理想國，成為一群沒有身

分、沒有國家、沒有保護和依靠的百

姓。而我，就在這近十個月的海外實

習，與一群「流亡藏人」相遇了！

  記得，在農曆春節前，我們全家陪著

寄宿家人，也是我的Nurtrue（語言培育

師）， 去到離加德滿都約23公里的喇嘛

學校，一起接他的妹妹CC回家過寒假，

所謂的「家」不是CC出生的家鄉Dolpa，

那是一個要坐兩天大巴，接下來要走三

天山路，才能到達的高山。妹妹在六歲

之前和爸爸一起住，因為媽媽過世沒有

人照顧，所以六歲時被爸爸送到喇嘛學

校（包吃住、包教育、全免費），之後

就沒有再回過高山上的家，妹妹在校三

年，姊姊去看妹妹不過三次，這是第一

次接妹妹回到我們同住的家。

  這孩子剃個大光頭，穿著朱紅色的

僧服，不喜歡拍照、不愛笑、很酷、像

個小男孩一樣，總是掛著兩行鼻涕，

回家後我跟姊姊說：「妹妹應該是感

冒了！穿僧服不保暖的...」姊姊說：

「沒有，小孩子都是愛流鼻涕的...」

（西藏孩子都很耐凍？）回家第二天早

餐前，我忍不住衝動地問姊姊：「妹妹

以後可以選擇不當喇嘛嗎？」她說：

「可以，但要等十年之後...」再問：

「那她可以像妳一樣在基督教的寄宿家

庭住嗎？」她說：「不行！」我說：

「為什麼？」她沒有回答。再問：「那

妳為什麼可以在信耶穌的寄宿家庭長

大 ？ 」 她 說 ： 「 因 為─我 比 較 幸 運

呀！」最後脫口而出：「那妳可以和她

分享妳的幸運啊！」在場的大人們都噗

滋笑了，剩下我一個人很認真的想這個

問題...。

  然後我開始「分享幸運」！在經過

姊姊的同意下，連續三天，上完語文課

後，我和CC單獨約會，我們一起去買衣

服、吃棉花糖、喝熱牛奶、去附近的幼

稚園玩遊戲，逛猴子山...等，原本一

個不喜歡拍照、不愛笑的孩子，後來竟

會主動要我幫她和米老鼠的壁畫拍照，比出一個和米

老鼠一樣調皮的動作，笑得很燦爛，我心裡想，這個

孩子回來了！因為，她本來就是一個孩子啊！而不是

什麼要成佛的喇嘛呀！

回家後高興的和同學Namrata分享：「我在幼稚園發

現CC站在教室外邊，停了很久捨不得離開...」我的

同學在除夕當天，陪CC算了一個上午的數學。接下來

我們開始和姊姊溝通，想陪妹妹看聖經故事。所以一

個「小型佈道會」開始了，透過下載到平板電腦的尼

語版兒童聖經故事，連續三天晚餐後，家裡面四個大

人陪著一個孩子，從耶穌誕生、被鬼附的格拉森人、

到第三天耶穌釘十架和復活的故事，由姊姊看著平板

說故事給妹妹聽...

過程中，語言培育師因為自小離家，在基督教寄宿

家庭說英語、尼語，但很多藏語都忘記了，妹妹又聽

不太懂尼語，於是，我們的另一個家人，就是喜歡去

教會，但自稱是佛教徒的藏族姑娘，說得一口流利的

藏語，她也在一旁聽尼語聖經故事，一邊用藏語補充

說明給孩子聽。最後，故事結束後由Namrata用英語來

為孩子祝福禱告，而我呢？就在旁邊守望禱告，這個

跨國團隊事奉，每個人都有自己的限制，但每一個不

足，都是一個機會，使我們能夠謙卑的與人連結。讓

每個人都有可以做的部分，重要的是，都願意為了家

裡一個微小生命的需要，一起努力。

記得，第一天聽完聖經故事結束後，我和Namrata

說：我們一起為這個家禱告吧！聖經說當耶穌差派兩

個、兩個門徒出去傳福音，住到他們當中，要門徒對

那個接待家庭說：願你們平安！平安就留下在那個

家裡。這是我們來到這個藏族群居地，除了謝飯禱告

外，第一次一起禱告。從那天起，我們就開始同心為

我們在尼泊爾的家、還

有社區鄰居祝福禱告...；

我也希望，若有機會，可

以帶領CC接受耶穌，因為

除了耶穌之外我們沒有一

個人可以永遠陪著她，至

少給她一個機會聽見福音，

至少給她自己一個機會自

己選擇要不要耶穌？

就在第三天晚上，CC聽

完耶穌受死復活的故事後，

勇敢的Namrata，請姊姊問妹

妹：「你要邀請耶穌住在你

心裡嗎？」兩個藏族家人都

愣住了，她們互望了很久，

然後佛教徒姑娘說：現在告

訴她耶穌的故事，等她長大

後再自己選擇就好...。我倆

都沒有回應（因為深知福音是一個重要且迫切的行

動！）我們還是眼睜睜地看著姊姊，剛好妹妹問了

姊姊：「耶穌是真的嗎？」姊姊也勇敢的對妹妹做見

證：「我今天能夠當老師教尼泊爾語、說英文，都是

因為耶穌的緣故。」妹妹又問：「那心在哪裡呢？」

姊姊按著心跳的地方─在這裡。

之後，Namrata要姊姊問妹妹：「她相信耶穌為她而

死嗎？」沒想到姊姊回過頭來問說：「其實，我也不

知道為什麼耶穌要為我死？」我回想起，當佛教徒姑

娘聽見格拉森人的故事後，也分享過曾親眼看到鬼就

坐在她床邊的事情），原來，不只妹妹需要福音，這

個信了主，卻還沒有受洗的姊姊，和喜歡去教會的佛

教徒姑娘，也需要福音！最後，姊姊再試問一次的結

果，妹妹回答：「我願意接受耶穌！」

奇妙的是，雖然事後姊姊驚恐的告訴我們，她的父

親會殺了她！因為父親曾交代過，不准再讓妹妹信耶

穌，只不過，當妹妹回喇嘛學校後一個月，姊姊也決

定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詩篇67:6-7「地已經出了土產；神─就是我們的

神，要賜福與我們。上帝要賜福予我們，地的四極都

要敬畏祂。」

我們這群跨出異鄉腳蹤的人，領受了當地的土產，

就像那已經下垂成熟的黃金稻穗，是上帝透過環境苦

難，親自催熟的果實，那是神賜我們繼續勇敢前行

的食物，或許你會說：到收割的時候不是還有四個月

嗎？然而，當你願意舉目向田觀看、跨步前去，會聽

見全地之主說：「莊稼已經熟了，可以收割了...所

以，你們要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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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ekit 上課的喇嘛學校

要帶總是背對我們的Choekit回家

一個泡沫是一個夢想？

在姊姊懷中聽耶穌的故事

披著金黃色哈達受洗的
披著金黃色哈達受洗的TseringTs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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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也許是人類歷史中除了詩以外，最悠久也最

受歡迎的文學體裁。不論是孩童、樂齡、學生、三姑

六婆，不論是雋永的寓言，逗趣的童話，傳世的小

說，街坊的傳聞，電視上動輒百集的肥皂劇，也不論

聽過多少遍，人們的耳朵總會隨著敘事的旋律而舒張

開來，心情隨著情節的跌宕而起伏，靈魂感同主角的

經歷而宛如身受。商人們敏銳於故事的力量，使電子

或平面廣告的文宣重點，漸漸從商品本身衍伸至背後

的生產者，透過描繪其心路歷程，試圖引發消費者對

特定議題（如健康、環保等）的共鳴，進而產生對商

品的認同感，錢包就心甘情願地，抑或在不知不覺

中，變薄了。不論是文學創作或是商業行銷，故事透

過人物的 ēthos 觸動了我們的心靈。

不同於今日的 ethos 是指個人、群體、或社會的精神

特質、性格與風氣，講道學的 ēthos 代表著傳道者的形

象（image）、品格（character）或生活態度（manner 
of life）。在此用 ēthos（ἦθος）而不是 ethos（ἔθος）是

因亞里斯多德用前者，指稱演說家透過修辭技巧在聽

眾心中形成具智慧、德性和善意的形象；至於後者則

是柏拉圖心目中對於形塑演說家品格有所助益的習性

（habit）。1 雖然英文著作多用 character 來翻譯亞里斯

多德的 ēthos，但對亞氏而言，ēthos  主要關注的並非演

講者的品德，而是透過演說呈現出來的德性外貌。不過

為了行文方便，以下仍用品格作為 ēthos  的中文翻譯。

講道學對傳道者品格的思考和反省源自於古典修辭

學的傳統，但是在延續的同時也不斷添加並修正，產生

出基督教的特色。兩者間的相似、差異與張力可以從不

同作者的論述中看出來。下文將依序從古典修辭學、保

羅的林前一~四章、奧古斯丁的《論基督教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第四卷中，探究古典修辭學與講道學

討論品格的異同之處，以及品格對今日傳道者的意義。

古典修辭學中的 ēthos
西方修辭學發端於只有口說語言，沒有書寫文字的年

代，在吟遊詩人（bards）口中被傳唱四方的荷馬史詩，

如《伊利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已

隱約顯露出古希臘人的修辭意識。雖然吟遊詩人無意

發展修辭學理論，只單純地透過模仿來學習演講詞，

但因著記憶的需要，作品自然地呈現結構工整、條理

分明、動人心弦的演說詞。其後隨著文字的發明、希

臘城邦的民主發展、公民的社會參與等背景，產生了

將修辭理論概念化（conceptualization of rhetoric）的需

求。據傳最早的修辭學著作來自於 Corax 與 Tisias 師徒

二人（也有一說，他們是同一個人）的教學筆記，他們

教導人們準備演講詞的方法，好在法庭上向陪審團辯

護自己的案件，畢竟當時沒有律師這個職業。隨著教

學內容漸漸地流傳到雅典及整個希臘世界，人們開始

留意到公眾演說中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演講者要爭取

聽眾的好感。2 這是古典修辭中品格（ēthos）的雛形。

修辭學的奠基之作是亞里斯多德於西元前335至323
年間，在雅典教書時針對這個主題所寫的《論修辭》

（Rhetoric）。這是亞氏的教學草稿，未經編修校正

作為出版之用，而是經由後人的細心編輯，才讓歷史

上第一本系統化的修辭學經典存留於世。亞里斯多德

定義修辭學是「在任何特定情境下發掘出勸服人之

工具的才能（faculty）。」3 除了採用外在的人證、

物證與事證，來達到說服效果之外，亞里斯多德指出

演說家應透過三種具藝術技巧的修辭證據（rhetorical 
proof）來說服聽眾，分別是邏輯性（logical）、情感性 

(emotional）與倫理性（ethical）的修辭證據，也被稱

為 logos、pathos 以及本文所探討的 ēthos。為什麼品格 

（ēthos）能成為有效勸服的修辭證據呢？關鍵在於信

任感，人總是傾向相信好人，特別是在確定答案不可

取得的情況之下，演說家的可信性（credibility）成為

最有說服力的品質，而這個可信性就來自演說者在人

們心目中的形象。如同上文所言，亞氏的品格並非指向

演講者的品德，而是透過精心設計的論據、編排、用語

和風貌，在人們心中產生一個演講者具備智慧、德性

和善待聽眾的形象。因此亞氏的品格無關乎倫理性的

生活行為，而是取決於演講主題、講稿佈局、用字遣詞

和口語表達的抉擇（choice）來贏得聽眾的信任感。

亞氏對品格的討論被廣為接納且流傳後世，歷經希

羅時期眾多修辭學家的持續發展，品格成為修辭智慧

中不可或缺的一環，甚至基督教傳道者也認同品格是

勸服效果中關鍵的力量，但是基督教修辭學並非全盤

採納古典修辭，特別是亞氏對品格的見解，而是發展

出不同的內涵。

保羅在林前一~四章的 ēthos
哥林多前書一~四章是保羅為自己的傳道者品格

（preacher-ēthos）所發出的辯護，因此先了解保羅與

哥林多教會之間的張力將有助於釐清辯護內容，並進

一步反映出基督教傳道者與亞里斯多德之間對品格的

不同觀點。

哥林多城在西元前 146 年被羅馬軍隊摧毀，之後於

西元前 44 年被重建為羅馬的殖民地，因著地利之便，

短短的百年間就發展成為繁榮的貿易重鎮。當保羅於

第一世紀中葉來到哥林多時，這已經是一座富裕、自

負、高度物質主義和充滿多神崇拜的城市，Gordon 
Fee 就形容哥林多城宛如古代世界的紐約、洛杉磯或

拉斯維加斯。4 另一方面，隨著修辭學成為羅馬教育

體系的最高級學科，以及對於在古代社會，想出人頭

地的年輕人所不可或缺的演講能力。在這樣深受希羅

文化影響、如此看重口才與智慧的哥林多城社會與修

辭背景之下，保羅的外貌、織帳棚維生的工作，以及

相對平淡的表達風格，使他被哥林多教會那些富有、

居社會高位，且追求口才與智慧的人所輕視。如同

Duane Litfin 所言，林前一~四章反映出哥林多教會鄙

視保羅的演說風格，批評他的表達不符合人們對智慧

與口才的期待，因此不如其他教會領袖受歡迎。5 因

此，這段經文意在辯護保羅的使徒職分以及被輕視的

傳道者品格。

保羅在林前一~四章的基本論點是呼籲哥林多信徒，

要揚棄古典修辭學的標準，改從兩方面來評估傳道者

品格。第一是傳道者的信息，在哥林多前書一章17節與

二章4節保羅兩次申明他的信息「不用智慧的言語」、

「不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包含在這兩節當中的則

是他肯定自己的信息全然圍繞「十字架的道理」（一

18）、「釘十字架的耶穌」（一23）、「耶穌基督並他

釘十字架」（二2）。換言之，保羅強調傳道者品格應

該從信息的內涵是否根植於基督論，尤其是基督的十

架事件來判斷。第二個評判標準則是傳道者的呼召，保

羅認為，傳道者品格來自於賜下信息並且差派傳道者

的上帝。保羅在書信的開端即指出自己的身分是「奉神

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一1），他形容自己「照

神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三10），並呼

籲人們看待他如同「基督的執事，為神奧秘事的管家」

（四1）。因此神既是信實召人的神（一9），那麼蒙他

所召的傳道者自然具備配得效法的傳道者品格（四6，
四16）。保羅清楚地指出傳道者品格之所以具備可信性 

（credibility）並非古典修辭傳統的加冕，而是來自以十

架為中心的信息和賦予權柄去傳揚此信息的上帝。

奧古斯丁在論基督教教義第四卷中的 ēthos
奧古斯丁的《論基督教教義》一書不但對西方修辭

學傳統產生承先啟後的作用，也替往後基督教講道學

的長遠發展奠定了堅實的基礎。尤其是本書的第四卷

被譽為基督教修辭學的第一本手冊，6 當中對傳道者

品格（ēthos）的討論幫助基督教會合宜地修正與應用

古典修辭的理念，在肯定其修辭智慧的同時，也反映

出基督真理的色彩。

奧古斯丁承襲亞里斯多德的觀點，肯定品格具備有

效勸服人的力量，但是對於品格的內涵卻與亞氏有截

然不同的見解。不同於亞氏將品格視為演講者經由講

詞與表達，在聽眾心中模塑出的可信任形象，奧古斯

丁指出傳道者在羊群中，為主而活的生命，才是真實

的品格。他提醒基督教的傳道者，能夠順應不同的主

題，而採用不同的風格，固然是很重要的演講技巧，

然而傳道者的生命見證更能促使聽者順從。正如耶

穌雖嚴厲譴責法利賽人和文士「能說不能行」的惡劣

行徑，但也提醒人們應當謹守遵行他們的教導，既是

如此，奧古斯丁認為，為人師表的傳道者若能言行一

致，對會眾的生命肯定有加倍的助益。畢竟智慧與口

才的結合方能夠有效地傳達真理，建造他人的生命，

但言行不一的牧者不但無法造就自己的靈魂，也會使

信徒跌倒。7  

有鑑於此，奧古斯丁認為，最有效的勸服發生於傳

道者能融合修辭智慧與生命品格的情況下。當傳道

者能在眾人面前活出無愧的生活，行事光明，愛神愛

人，如此便能無畏地運用各種修辭風格與技巧來引發

弟兄姊妹最深的順從，因為他並非用高言大智來取悅

人，乃是見證主。真正具有愛的品格，將能使傳道者

支配言語，而非被言語支配；不是為了展現修辭來被

人肯定，乃是以修辭來顯明真理。如果傳道者缺乏講

道的恩賜，奧古斯丁的建議是「使自己的生活不僅能

為自己贏得獎賞，還能為別人樹立榜樣；當使自己的

生活方式本身成為一種動人的講道。」8 由此可見，傳

道者品格在勸服人歸順真理一事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由以上討論得見品格（ēthos）對於勸服效果的重要

性，並於古典修辭中嶄露頭角，被亞里斯多德奠基，

並在保羅與奧古斯丁的著作中基督教化。三者都同

意，品格是一篇演說或講道中有效說服人的關鍵因

素，然而他們對品格的觀點也具備本質上的差異。保

羅並非對希羅時期的修辭理論一無所知，但他倡議真

正的傳道者品格（preacher-ēthos）應可從信息的本質

與神聖的權柄辨識出來。當傳道者具備神聖權威的委

任並且無畏地傳講十架信息時，才能顯出他的道是值

得被信任與聽從的。曾受嚴謹修辭訓練且擔任修辭學

教師的奧古斯丁，在歸正之後，幫助基督教傳道者正

確合理地，將修辭理論應用於聖職事奉中。不同於亞

氏認為具說服力的品格肇因於講台的刻意經營，在聽

眾心中形成的好印象，奧古斯丁強調真正的品格會顯

現在傳道者被神的愛所掌管，且委身愛人的生命品

行。唯有真正基於愛神愛人所散發出的生命品質，才

▓專任老師╱凃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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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傳道者坦然無畏地運用口才於傳揚真理的行動。

保羅看重傳道者品格的神聖來源，奧古斯丁則是強調

品格根植於愛，與他們相比，亞氏的品格側重人為導

向，甚至可以說他所謂的品格，不過是演說家精心設

計的演講，在人心中的投影罷了。9 

ēthos  對今日傳道者的意義

自奧古斯丁以降，傳道者品格始終是基督教講道學

關心的重點，畢竟一個連自己所傳之道都無法聽從的

人，怎能期待別人順服地聽從他呢？近代對此主題最

強而有力的迴響是十九世紀聖公會牧師 Philips Brooks
的講座名言：「講道是將真理通過一人傳遞給眾人。

這包含兩個基本要素，真理與人格。」10 Brooks 所強

調的是，倘若神權威的真理並非經由活生生的人格傳

遞，這不是真講道；但若人只倚賴口才或娛樂效果吸

引注意，卻沒有傳揚上帝的話，這也不是真講道。他

後面接著說：「經由人而帶出的真理是我們對真講道

的描述。真理必須真正通過人，而非單單來自他的言

語、理解與筆觸。真理必須來自他的品格、情感、以

及智力與道德的全然呈現。」11 真實的講道是紙本聖

經上靜態的文字，先被傳道者內化於生命經驗，再透

過傳道者的真我流露出來，呈現道成肉身般的真摯見

證。因此傳道者活在人前的生命品格是否見證真理，

成為講道能否產生果效的要素之一。

然而傳播科技的興起與盛行，正在削弱傳道者品格

對講道職事的重要性。當傳道者的形象不再是與會眾

一同生活的人，而是被放大在電子屏幕上被數以千計

的人所觀看時，人們已經看不見一個活生生的人所表

現的個性、情感、經驗與道德，因為這些與個人品格

相關的素質，很容易被動人的音樂、繽紛的舞台、時

尚的裝扮所遮掩。當傳道者如同明星一樣出現在大大

小小的螢幕上時，他們真實生活中的品格也像社會名

流一般不再被看重。相反地，他們的品格已經隨著社

交媒體上的按讚次數、表情符號、訂閱人數和高分享

率被投射在會眾心中，產生一個虛擬的形象，被那些

從未親眼見過、親耳聽過、真正認識他們，而是只坐

在屏幕前的廣大群眾所欣羨、讚賞與轉發。當教會因

著傳播媒體所帶來的便利與挑戰而漸漸世俗化時，傳

道者品格（ēthos）也逐漸失去原本的價值與意義。當

傳道者不再被人視為「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而是

在螢幕上展現超越常人的形象時，這將會如何影響人

們接收所聽到的信息呢？當電子媒體投射一種不一樣

的光芒在傳道者身上，形塑出與眾不同的品格形象

時，這對上帝話語的傳遞又會帶來什麼樣的轉變呢？

講道情境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傳道者、信息與會眾，

而當傳道者在媒體（不論是舊媒體、新媒體或自媒

體）的包裝下，形成不同以往的品格形象時，另外兩

個要素又將面臨什麼挑戰呢？信息方面，可以仍然堅

持純正的福音嗎？或是必須伴隨電子媒體的傳遞模式

而調整改變呢？至於會眾，當只能看到螢幕上被包裝

的形象，卻看不見傳道者真實的品格時，應該如何效

法傳道者，如同他們效法基督呢？隨著講道與傳播科

技的互動越發頻繁、深入，特別在後疫情時代，線上

聚會的頻率增加，甚至成為常態時，衍生出的相關問

題值得傳道者正視與思考。

雖然我們希望講台上只見耶穌不見他人，也當效法

施洗約翰喊著：「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然而實際

的口語傳播情境中，人的形象實際地在聽眾能否順從

真理一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傳道者應當學習有

益於傳遞信息的溝通技巧，卻不應濫用這些工具來

取得人的注目。同時，傳道者應當再次重回神聖的呼

召，以委身的愛為傳揚真理的出發點，並且期盼我們

真誠的品格能有效地陳述、見證真理。神可以打開天

窗直接用震懾人心的異象傳揚祂的道，也可以差遣天

使天軍吹奏振聾發聵的福音號角，神當然也可以讓各

式傳媒科技為傳道者所用，只要謹慎於非完全中性工

具的使用，並正視其對講道帶來的反作用力。但不論

如何，神最先做的是將講道的職分託付給祂所呼召的

人，希望真理能先運用在傳道者的生命中，再透過他

們的品格、情感與經驗傳遞給人們。這個講道職事的

委託提醒傳道者，看重自己的品格，讓自己的靈魂先

品嚐神的話，好讓真道能經由傳道者的生命傳播給更

多的人。畢竟聽眾不單聽到道，也聽到傳道的「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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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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收入        七月份支出         七月份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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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8,950 11,261,630         -4,692,680 64,011,704 85,647,789     -21,636,085
學   生   助   學    金 12,200,000       266,892   1,017,535     -750,643   9,288,398   7,161,573   2,126,825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40,000        78,713      314,557     -235,844   1,981,878   3,248,178  -1,266,300

合                         計     113,000,000    6,914,555       12,593,722         - 5,679,167- 5,679,167 75,281,980 96,057,540      - 20,775,560- 20,775,560

 興建費用                 七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2,801,284                          662,419,418   -157,58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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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週年講座系列

－韋利蒙神學與教牧講座】

五十週年講座系列之一「2020

年戴紹曾紀念講座」，將於11月9

至11日一連三天於中華福音神學

研究學院舉行。本次講座主題為

「講道神學」，邀請到美國杜克大

學神學院基督教職事實踐教授韋利

蒙（William H. Willimon）主講。

他著有許多關於牧職與使命和基

督教信仰群體的專書，包括《牧

養，就是回到原點—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上帝

多奇異－韋利蒙論揀選．使命與宣講》、《異類僑居

者－有別於世界的信仰全體》（與侯活士合著）、

《小堂會，大啟示—回歸聖道與聖禮》、《道成肉

身－難解難分的天地相融》等。

由於疫情關係，講員將以視訊方式進行本次講座，

並透過線上直播回應與會者提問與互動。屆時歡迎華

神之友及教會同道前來聆聽這難得的屬靈盛筵。其他

詳情請至華神官網查詢。

【華神學前靈修會】

華神將於9月10至11日舉行2020年學前靈修會，講員

由戴繼宗院長及周學信教務長擔任。主題是：「成為

主合用的器皿」。請為新學年代禱，無論在教學備課、

同工服事及同學的課業、教會實習都能靈力充沛，榮

神益人，喜樂滿溢。學院將於9月14日正式開學。

【2020台北研經培靈會－即將登場】

2020台北研經培靈會—「穿透黑暗的明光」將於10

月6至8日假台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

下午研經時間，分別由蔡筱楓老師談新約研經部

分，主題包括「面對今世黑暗的智慧管家」（路十六

1-18）、「愛的命令與行動～超越榜樣、穿透黑暗」

（約十二35至十三35）、「光明之子出死入生迎主

臨」（帖前四13至五23）。黃正人老師主講舊約研經

部份，題目為「加入基督的禱告：得著這個世代」（詩

篇二篇）、「分享基督的榮美：躲避這個世代」（詩篇

廿七篇）、「保守基督裡的合一：向這世代作見證」

（詩篇一三三篇）。晚間培靈則由董家驊牧師從本次

主題「穿透黑暗的明光—守望、對話、見證」談「跨

代同行」（創廿二章）、「跨界使命」

（林前九章）及「跨文化見證」（徒一

至三章）。精彩可期，歡迎屆時踴躍前

往參加。

【華神五十週年特展與校史館開館】

眾所殷殷期盼，籌備多時的華神校史館將於9月21日

（星期一）正式開館，當天下午三時正，將舉辦開館儀

式與華神五十週年校慶特展，誠邀校友與華神之友前

來參與，共襄盛舉，一同撫今懷昔，數算主恩。

五十年來華神走在一條向來未曾走過的路，從1970

年創校之初，宿舍是借的，師資是借的，圖書是募來

的，學生人數個位數起跳，接著一年、十年、二十年、

三十、四十年直至今日五十年了。從1979年起，不再

租借，上帝賜與華神大樓、福音大樓硬體設備，豐富

師資，擴大生源，2019年全校搬遷八德，華神承傳福

音異象，邁向國際華人禾場。

目前校史館坐落於華神八德校本部圖書館一樓，華

神期待透過校史館，承載華神五十年來的記憶，透過

文字、文物展示，激發人再次思想上帝

在華神五十年來的造化之工，更要繼續

經歷耶和華以勒的神的豐富供應，以信

心仰望延續培育神國工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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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方式：電洽（02）2365-9151轉202、204、227或傳真（02）2365-5885
或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E-mail:tee@ces.org.tw

繳費截止日期：新生9月1日、舊生9月4日。課程起迄：9月14日至12月26日

搶先報

台北天母福音堂教室

37.福音書導讀，週五晚上7:00～9:40 于厚恩

9/18、25、10/16、23、30、11/6、13、27、12/4、11 

台北南港心欣城市教會教室

38.福音書導讀，週三晚上7:00～9:15 左大萱

9/16、23、30、10/7、14、21、28、11/4、11、18、25、12/2 

華神八德校區

39.舊約歷史書導讀  ※同步視訊課程 陳明正

9/16～12/2，週三晚上7:00～9:15 

火把桃園悅納教會教室

40.摩西五經導讀，週五晚上7:30～9:45 邱琳雅

9/18、25、10/16、23、30、11/6、13、20、27、12/4、11、18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會教室

41.為成人說故事，9/19、10/17、24、11/14、21 陳韻琳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高雄分校教室

42.一般書信導讀 ※同步視訊課程 謝樂知

9/15～12/1，週二晚上7:00～9:15 

43.靈修傳統與實踐 林福雄

9/20、10/4、18、11/1、22、12/6，主日15:30～20:40 

旅遊課程

44.聖地之旅＊9/4前報名者團費可省2,000元 戴繼宗

2020/11/14、1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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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45.福音書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于厚恩

9/24、10/1、15、22、29、11/5、12/3、17、31、1/7 

46.宣教應用英文（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邱顯正

9/17、24、10/1、15、22、29、11/5、12、26、12/3、10、17

47.使徒行傳（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于厚恩

9/17、24、10/1、15、22、29、11/5、12、26、12/3、10、17

48.基督教神學（下）（香港但以理）7/4、8/1、9/5、10/3  施永昌

49.舊約歷史書導讀（香港但以理）7/25、8/22、9/26、10/24 左大萱

50.大小先知書導讀（香港但以理）7/25、8/22、9/26、10/24 陳明正

51.婚前輔導與婚後更新（香港但以理） 孫榮岩

7/11、8/8、9/12、10/10 

52.耶穌的比喻（創啟地區）9/19～20、10/24～25 蔡麗貞

53.大小先知書（華神溫哥華學區）7/13～7/22 蔡金玲

54.教會歷史（一）（華神溫哥華學區）8/10～8/17 李亞丁

55.差傳概論（華神溫哥華學區）11/25～12/1 戴繼宗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37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2020學年度 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15）

01.現代司琴手之左右夾攻篇：移調與轉調＊下午3:30～5:45 王珮伶

02.現代司琴法之隨處可行篇：和聲與節奏 王珮伶

03.聲樂（上）＊晚上7:00～8:05 蔡慧卿

04.聲樂（下）＊晚上8:10～9:15 蔡慧卿

05.鳥瞰新舊約聖經 謝清傑

06.羅馬書-進階課程 吳存仁

07.基督教神學（上） 史弘揚

08.約書亞記：出曠野困扼、入迦南安息 蔡忠梅

週二課程（晚上7:00～9:15）

09.歸納法查經＊上午10:00～12:15 劉幸枝

10.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Ⅱ＊上午10:00～12:15 柯悅敏

11.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下午2:00～4:15 柯悅敏

12.親職事工與信仰傳承＊下午2:00～4:30 梁婉華

13.聖詩縱橫 楊美惠

14.教牧書信--進階課程 魏啟源

15.工作神學-進階課程 王文基

16.全民希伯來文 黃立仁

17.詩篇靈閱與選讀 劉幸枝

週三課程（晚上7:00～9:15）

18.從耶穌的比喻看耶穌的宣教＊上午10:00～12:15 陳毓華

19.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30～4:45 王俐俐

20.生活創意打擊樂 林序慈

21.一般書信導讀  ※同步視訊課程 張奇軍

22.婚前輔導與婚後更新 孫榮岩

週四課程（晚上7:00～9:15）

23.聲樂（下）＊上午11:00～12:05 駱惠珠

24.用聲樂方法說話＊下午2:00～3:05 駱惠珠

25.聲樂（上）＊下午3:10～5:25 駱惠珠

26.實用司琴法初階 王俐俐

27.靈修傳統與屬靈操練-進階課程 林福雄

28.保羅生平、宣教與信息 王瑞珍

週五課程（晚上7:00～9:15）

29.創意兒童主日學教學法進階＊下午2:00～5:30 劉斐如

30.創意聖經教學 陳美如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31.福音書導讀  ※同步線上討論                           Don N. Howell,Jr.

週三晚上10:00～11:00或中歐時間週二晚上7:00～8:00 李衍煬

32.大小先知書導讀  ※同步線上討論 吳獻章

週二晚上8:30～9:00 邱琳雅

台北浸信會頌恩堂教室

33.舊約歷史書導讀，週六上午9:30～12:10 左大萱

10/17、24、31、11/7、14、21、28、12/5、12、26

台北衛理公會恩友堂教室 

34.摩西五經導讀，週六晚上7:00～9:30 林烽銓

9/19、26、10/17、24、31、11/14、21、28、12/5、12、19 

台北大直長老教會教室

35.一般書信導讀  ※同步視訊課程，週二晚上7:00～9:15 謝清傑

9/15、22、29、10/6、13、20、27、11/3、10、17、24、12/1 

台北石牌信友堂社教中心教室

36.大小先知書導讀 ※同步視訊課程，週二晚上7:00～9:15 張長暉

9/15、22、29、10/6、20、27、11/3、10、24、12/1、8、15 

保羅行蹤Ⅱ： 希臘之旅   

                            2021/3/6、3/27、4/24 

                            上午 9:00～12:00 行前上課

                            2021/5/5～16 前往希臘等二國

                            授課、帶隊／陳美如

★ 9/4 前報名者團費可省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