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德新校區興建費用 8 億 2000 萬
工程款尚缺1.5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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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校四週年感恩
▓分校主任╱柴子高
華神高雄分校慶祝四週年慶，筆者於今年8月1日起開始在分校事奉，還未滿半

1 主題信息
■

年，所以僅就一些粗淺的觀察，分享一些感恩的事。

2 高雄分校新生介紹
■

分校於2016年12月10日舉行成立禮拜，2017年招收第一屆學生，迄今已有二
屆畢業生。目前分校有聖經碩士科，明年將增加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分校有兩位
老師：柴子高和謝樂知老師，並三位職員：胡宗倫弟兄、唐瑞琪和劉詠伶姐妹。
筆者是分校主任兼輔導主任，而謝老師是分校教務主任。目前分校每週一早上有
同工晨禱會：每週三的崇拜有六次安排與校本部視訊連線，其餘則由分校自行邀
請講員。崇拜結束後，都會有段可以與講員共進午餐加上交通分享的時間；每週
五上午則是輔導小組或禱告會。

3 敢言的傳道人(上)
■
6 不是青春惹得禍
■

■
8 學院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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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今年增添了一些喜事。謝老師跟師母5月19日喜獲麟兒，這是神賜給他們的
第一個寶寶，雖然謝老師與師母變得更加忙碌，但同時也帶給他們許多的喜樂：
同工胡宗倫弟兄與李佳恩姊妹於 11 月 21 日在屏東六塊厝循理會結婚，建立基督
化的家庭。前分校主任李清珠老師的母親，於今年九十四歲生日時，在病榻上受
洗，讓李老師多年來的盼望得以實現。
過去三年分校僅有一位專任老師，自今年秋季開始增加為兩位。謝樂知老師畢
業於艾斯伯利神學院，主授新約。而筆者畢業於路德神學院，主授實踐神學。分
校多了一位常駐老師，是期望減少校本部老師南下的舟車勞頓，也減少同學密集

為環保及節省郵資，煩請改換以電子郵箱寄送
院訊，並請將名條上之姓名、地址、編號及
個人電郵 E-mail 至 info@ces.org.tw
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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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的時間，提升學習效果。此外，增加老師同時也能深化對學生的牧養，兩位老師各帶一組學
生輔導小組，能更多關心學生的生活、學習與事奉。
分校位於高雄靈糧堂「南島國際大樓」九樓，距離與捷運、新左營火車站，三鐵共站的高鐵左
營站，約12分鐘的路程，另外距離捷運生態園區站約8分鐘路程。分校課程多數由校本部老師支
援，所以當老師們下了高鐵後，可以很快地抵達分校。南島國際大樓整潔明亮、設備新穎，每週
有專人來清潔，並定期打蠟。開車的老師跟學生可免費停車。感謝主讓分校位於這個交通便捷，

▓威廉．韋利蒙(William H. Willimon)

且管理良好的大樓。
高雄靈糧堂將大樓命名為「南島國際大樓」，是因領受往南島宣教植堂的負擔。高雄是南台灣
的海港城市，位置上更接近南太平洋。從高雄靈糧堂繪製的南島宣教地圖可以看見，這個區域東
到復活節島，西到馬達加斯加，南到紐西蘭，約有廿五個國家在其中。南島國際大樓透過視覺傳
達，在許多角落都裝飾著南島文化藝術，在淺移默化中讓弟兄姊妹認識南島國家。
筆者曾參加幾次高雄靈糧堂的主日崇拜，發現教會每週都藉由一支影片，來介紹一個南
島國家，讓會眾得以認識該國人口、信仰、政治與社會經濟。並在看完影片後，一起為該
國家禱告祝福，透過禱告帶出宣教行動。感謝主，讓分校座落於一間看重宣教的教會樓
上。盼望分校能更多成為高雄靈糧堂的祝福，培育更多領受呼召的弟兄姊妹成為宣教士。
筆者是華神第三十屆校友，在母校慶祝五十週年及分校四週年之際，受托擔任分校主
任，這是主的恩典，讓筆者有事奉的機會。願主幫助筆者和同工們，能傳承華神五
十年來的美好傳統，為南部的神學教育貢獻五餅二魚，為南部教會培育更多健康的
牧者與宣教士。

鄭純宇
國立高雄大學應用武力學系
台灣信義會台南善牧堂

李子婕
台灣科技大學
數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台灣信義會岡山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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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希智

林惟新

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國立高雄工商專科學校化學工程科

琉球基督長老教會

基督教中華循理會忠義教會

個人深感榮幸，能為卓越的中華福音神學院 50 週
年校慶進行講座，我要探討的主題是「講道神學」。
探討神如何透過祂的僕人開口解明祂的道，我的鑰節
是路加福音 10 章 16 節。「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差我來
的。」容我引述偉大的神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
說的話：「基督徒或傳道人膽敢傳揚神，即使假設默
想聖經的啟示是可能的，此一創舉仍須假定，神不僅
加以認可，且透過我們說話，誠如祂在古時藉著眾先
知與使徒曉諭眾人，如今亦然。」以上引自巴特的
《哥廷根教理學》(Göttingen Dogmatics)，亦即他在
講道學方面的教導。
1924 年，從寂寥的瑞士教區，遷至學風單純的哥
廷根大學後，巴特開始探討改革宗神學，以雷霆萬鈞
之勢倡議「敢言的傳道者」(Preachers dare)。巴特
告訴學生：神學讓講道充滿風險，而此正合主耶穌之
意，為要考驗傳道人的氣概、挑戰傳道人，使他們明
白要讓位給神。讓神透過我們的證道發言。神將膽量
賦予傳道人，當神說話了，道才算為道。但就算有最
好的講員負責泵浦，船艙也可能漏水。而世上不缺好
講員。那我們缺的是什麼？講道必須「按著神的聖言
講」，也讓人確實領受神的聖言，傳道人所傳的是耶
穌基督，祂藉著聖靈的權能冒險與我們對話，讓我們
的講道成為神的講道。敢言的傳道者，他們放膽傳

道，好似歷史哲學已經定讞，結論不僅明確，且令人
滿意；他們放膽挑戰全世界，好似小蝦米對大鯨魚，
謎樣的歷史與難測的未來、個人的難題、命運、罪
咎、死亡。傳道人膽敢從外概括而論，大談永恆、確
據、得勝、赦免、公義、生命。就算在講道學上，
犯錯、獻拙、曲解，也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他們怎麼
聽道，就怎麼傳道。他們大放膽量，大膽傳揚神，這
樣的立場認為，講道學不是修辭學，單單憑藉人的努
力；也不是詩學，追求講道型態與風格的功效；講道
學乃是神學，是要人聽一篇道的惟一理由，也是投入
傳道呼召的惟一根據。
一位講道學教授如此描繪當代講道的兩難：今天在
講道的領域中，更容易看見自我表露。從前的牧者不
敢在講壇上談到自己，認為這會妨礙神向聽眾說話；
而今天流行的是擬人化，神透過我們的經驗與我們說
話，從上而下的模式漸漸為對話所取代。講員邀請
會眾一同探索講道的主題，講道的權威來自於講員的
真摯與坦誠。傳道人不再呼籲：「耶和華如此說」，
反倒願意說：「這是我的見解，你覺得如何？」講道
若是傳講眾所皆知的事，例如：我們大言不慚的主觀
性、失靈的民主、無盡的自我崇拜…等，那麼傳道人
還需要勇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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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壯的人才能說：「我們原不是傳自己」（林後四

人相遇是神的事，不是我們的事。誠如巴特所言：

的問題，將透過我們神奇、全能，且善於批判的內在

質、企圖撥亂反正、追求某種理想，最終都免不了走

5 ），才能勇於回應耶穌的囑咐「聽從你們的就是聽

「儘管世界敵擋神，神的聖言仍在世上成全其功。」

理性獲得解答；只要制訂出合適的方法論，我們就

入死胡同，因為這都是取代神的短期操作。所以兩手

從我」（路十 16 ）。巴特幫助當代傳道人發現，講

開口說話、顯現，並介入的三一神，對於迷信人定勝

能解釋眼前的現象。我們覺得如此就足以理解自我與

空空的我們只好發出疑問：「主啊！是誰？的旨意為

道本質上是神學的努力、是神親自說話。講道若退化

天的現代世界而言，實在消受不了。於是從 18 世紀

世界，眼見為憑，僅止於此，不作他想。「就我的經

何？我又該如何面對？」幸好神說話了，「藉著祂的

為道德原則的勸誡、幸福生活的方針、左翼右翼的政

起，神被消音，屬神的啟示飽受質疑，神被牢牢地囚

驗而言」取代了「神如此說」。當代思維脈絡無法接

兒子曉諭我們」。

評，則裨益幾微。巴特呼籲傳道人要見證神的聖言，

於人的內在，而人則認為自己終於可以隨心所欲地統

受巴特的主張，他認為忠實的講道根基在於「神說話

雖然眾教會在背景與型態上各有不同，但每週的聚

治世界了。巴特主張，一旦如此，將會有兩種現象發

了」（Deus dixit ）。神已經說話，亦即聖經的默示；

會，聽的都是同一本古書，信的都是獨一神的聖言，

生：一、耶穌基督不再被清楚認定是惟一的主，二、

最後也是神說了算，亦即終末 （eschaton）；更驚喜

最後更妙的是，所有神的子民還願意說「感謝神」。

我們篡奪了原本是祂的大位，我這是直接改述巴特於

的是，神「此時此刻」（hic et nunc ）也在說話。那

如果這些還不夠，像我這樣的人還會挺身而出，斗膽

1934 年提出的《巴門宣言》，我們不再透過神而認

神如何說話呢？主要是透過祂的傳道人。芭芭拉布朗

為神辯護，藉此幫助會眾重返人群之時，能擔任「基

識自我，反倒透過自我而創造神，基督是神獨特且惟

泰勒於大齋期在杜克大學講道時，問聽眾說：「有誰

督的使者」。

一的體現，卻被塑造為我們經驗的集合體、被塑造為

曾向你大膽地揭露真相？如此真實、痛苦到讓你想殺

我們的某種理想、我們的可能性，單由人的意識所左

了他的真相？ 沒錯，基督就是這麼被釘十架的。」

這就是我透過這次講座所要探討的奇妙連鎖反應，
從耶魯神學院畢業時，我納悶像自己這般不完美的
人，要如何傳講這本看似編輯不夠嚴謹的聖經，就
在此時，我讀到巴特的《哥廷根教理學》。這本書的
內容為傳道人登上講壇之際，舉步維艱的心得。我在
這方面的事奉稍有經驗，不能說是舉步維艱，比較像

程、可解釋的人性、去神祕化的宇宙，一切都受我們
普羅米修斯式的渴望所驅動。我們不想聽，外於自我
主觀的三一神發言。失靈的、內化的、直覺的、沉默
的神根本不是神。

下是她寫給我的短箋：「我違抗父母，投入中學教
育，我以為自己的叛逆期結束了，但神另有打算。
一位朋友說服我到中央矯正機關教一堂課，但此事卻
改寫了我的人生，事情接二連三地發生，我辭了中學
的教職，改租省錢的套房，變賣一大半資產，而如今
我每週在監獄裡教授四堂課，卻樂在其中，我怎麼會
走到這一步？要不是聽了八年前您在杜克教堂的一篇

傳道人必須勇於見證，只講真理的基督。匠氣的修

道，我不會知道這是神對我的旨意。您談到財主與耶

辭、抓住聽眾的技巧、推銷幸福的原則、化解度日的

穌的互動，耶穌要他變賣所有，分給窮人，但他卻憂

焦慮…這些可能都是精采的演講所需的技巧，但不是

憂愁愁地走了。您接著問：各位敢跟從耶穌嗎？這句

講道。講道的任務危險多了， 要與神對話、為神見

話如雷貫耳，要不是您超狂的道，我怎麼會進入超狂

證、為神辯護，像我們這樣肉體化又有限的人，似乎

的神為我預備的超狂計畫？至深銘感，珍敬上。」心

是化身為聖經正典的震撼彈為神所點燃，射向祂的子

康德一度勇敢地喊出「勇於求知（Sapere aude）」，

不夠格來傳講全能的神。我到底是談論神，還是為己

理學、社會學、性別研究、經濟學…都無法解釋這位

民，惟有神知道我下個主日的落點。是巴特讓我鼓起

就是要求證據，並且自主地、無神地運用理性，但最

誇口？ 此外還有自欺的問題，還有誰像我這般自欺欺

女士的見證。珍的故事惟有每週冒險傳道的人，才足

勇氣，使我一生能與神對話，聽他藉著耶穌基督毫無

終仍退化為隨俗浮沉的工具。政治實體發現，只要人

人，容讓會眾以愛心為藉口，容忍我表裡不一、誇強

以證實。神說話了（Deus dixit ），神一旦應許「我要

保留，毫不含糊的曉諭、命令我們這般怯懦之人，當

民以為自己擁有主權，就很容易受治理，通常人民只

說會，這樣的人還能傳講神的道嗎？

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神。你們要知道

傳揚上帝；命令傳道人鼓起勇氣傳講神的事。我如今

敢追想過往的奴隸身分，卻不敢承認此刻的奴役狀

藉著這一系列的講座，大膽挑戰同為傳道人的各位，

態。美國約有兩百萬人被關在監牢中，有千萬人以毒

同樣喜樂地傳揚這一位大膽向我們說話的神。儘管我

品進行慢性自殺，好似某種病毒已蔓延全國。儘管市

們總覺得對神的認識不夠，但可以確定的是，以色列

場的鎖鍊，緊緊地拴住我們，我們仍誇耀自己的自主

的神，教會的主，祂恩言浩博、毫無懈怠、多方啟

自由。而最偉大的超級市場就是美利堅欲望公司。資

示、超凡卻不晦澀、循循善誘、治理有方。因此巴特

本主義號稱人人皆可自由追求夢想，但前提是只要你

的《教會教義學》，首載五個世紀以來篇幅最長的

願意當市場的奴隸。「我才不要讓講壇上的人，告訴

三一論。告訴我們向神開口之前，神必須先開口。但

我該如何度日。」這是杜克大學的一位學生，向我解

好消息是，三一論顯明了，神充滿慈愛、樂意曉諭，

釋他為何拒絕聽我講道的理由。我們美國人最愛掛在

聖父、聖子、聖靈是三位一體的神，也說明這一位複

嘴上的是，富蘭克林所謂的自我發明：「美國讓你創

雜但和諧的神。「我們生活、動作、存留都在乎祂」

造自我、讓你不斷再造自我、讓你誤以為自己才是生

（徒十七28） 同時也凸顯神自我溝通的存有，聖子耶

活的主宰。」誠如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所言：

穌恆常與聖父溝通，聖父之於聖子的互動與啟示亦為

「現代性聲稱我們有選擇敘事的自由，自由派稱之為

永恆，聖靈在聖父、聖子之間不斷地運行為一。

「自由」，但你卻沒有不選擇敘事的自由。」大部分

巴特說：「晦澀難解沉默的神，根本不算是神，至
少不是以基督道成肉身、呼喚我們的神。」講道是口
頭溝通，此模式恰巧合適如此卓越、活潑、外向的
神，而講道的難度也是獨一無二的，巴特認為，現代
人的誤解在於與神個別的相遇，受到人性結構的侷
限，傳道人只消發現聽眾的共鳴點、觸及聽眾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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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神，絕非人的主。我們倚賴自然律、可預估的過

在認識一位杜克畢業生後，我的人生也轉了彎。以

聽眾認為，他們聽講道是因為他們想聽，以為他們可
以隨心所欲地控制溝通過程，隨時過濾、斷絕、刪除
資訊，但若是你可以決定誰才是你的救主，那麼這位
「救主」肯定不能救你。就如同瑪莉蓮羅賓遜的小說
《萊拉》裡，有位角色說到：「若是沒有主，眼見就
是一切了。」

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聲稱：「神性是人
性的反映，神學不過就是人類學。」巴特指出，受當

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神」（出六7），忠實的證道便
能成就不可能的可能。

代認定的神學，其實符合費爾巴哈的指控。談論神，

大二的我在歐洲流浪，一晚在阿姆斯特丹時，有個

不過就是哄抬人性，不過就是引發迴響、煽情的一場

來自俄亥俄州來的人咧著嘴笑問我：「老兄，想不想

誇張的騙術。年輕的巴特自信滿滿地從神學院畢業，

成仙？」他攤開掌心，在我眼前的是一顆白色小藥丸。

並開始牧會，要不是他被迫講道，這條路應該能走得

當時的我19歲，但我沒什麼冒險精神，所以沒接受邀

很順遂。巴特說：「我開始發現，要將在學校所受的

請。直到後來奉召傳講基督才比較敢於冒險。摩西懇

訓練運用於講壇，向會眾傳講已經愈來愈難，過往的

求神「求顯出的榮耀給我看。」（出卅三18），摩西當

神學訓練對我而言，似乎有點站不住腳，什麼自我意

下只得見神的背影（出卅三 23）。「願裂天而降」則

識、經歷耶穌等，我忠心地按照所學，按表操課，但

是以賽亞的央求（賽六十四1）。對於神的啟示、神的

一切似乎如鯁在喉，我無法再心口如一了。」戰爭爆

顯明，再怎麼渴望，也不見得會照我們的設想。神的

發時，巴特在報紙上看見景仰的教授們，紛紛以愛國

啟示常是潛藏歧義的，並非不證自明。以賽亞不是求

為名，服從德國的動員政策。若巴特景仰的教授都不

更多地領受神的話，因為以賽亞書意味深長的啟示，

予區分，何謂德國文化，何謂神國自由，那像他這樣

已證明先知領受了豐富的曉諭，先知此刻求的是神的

的年輕傳道人，又該如何開口傳揚神的啟示？ 巴特

同在。甲要與乙同在，則甲必須擁有實體，但實體還

說：「我們講不成道，我們無法真確地傳講神，不僅

不等於同在，甲還必須自我揭示，乙才能體會甲的同

是因為我們自身，也因為主題本身。多數美國人表示

在。克萊奧弗斯勒如此說：「非裔美籍的會眾，不太

自己相信神，但要證明他們所信的不是道成肉身的耶

有興趣聽別人講神的事，他們想聽神自己講。」以言

穌，其實不難。」缺乏神學理解力，我們就缺乏知

語表明同在，是神透過聖經奠定的模式，也就是基督

識，也無從催生出親近神的實務訓練。這位在世上短

與我們相會了，神說話了（Deus dixit ）。雖然拉丁文

世界，但這些由人的渴望所定義的神，不過是偶像罷

傳道人需要敢於藉由外在的道，刺激那些不願改變

暫駐足的猶太人，痛苦受死後，又無預期復活，並且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um 表示「有限的無法承載無

了。巴特這麼認為不是因為他悲觀地看待人性，而是

看法的聽眾，無論探索者為何方人物 「真理必須民

必再回來的上帝，無論我們是否渴望與祂親近，高抬

限」，但感謝神「神可以取人的樣式」（Deus capax

因為他樂觀地相信，三一神揭示自身的權能，讓神與

主地向所有人開放。」為什麼？為何如此？等這一類

自我為神的任何企圖、高抬人的美德、吹捧人的氣

humanitatis ），祂堅決要作我們的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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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在此的為難，當前面的世代從轉盤電話進入到按
鍵、再到手機，是以數十年的時間在進行改變，然而
現在的世代卻是在十幾年間讓手機不再只是單純的打
電話，而有了更多從前意想不到的改變。如同前面所
提及各種因素所帶來的塑造，倘若過去的世代是在這
樣的環境下成長，我們能否有把握說我們不會變成這
樣？
因此，在面對Z世代的牧養時，我們或許該有一個
體認，Z世代是什麼呢？「Z世代是早前的世代所作
的決定產生的文化產物」。 8 因著過去世代在前進的
當中所作的各種決策與發明，帶來了形塑他們的時代
舞台。既是如此，那麼如何養育他們，也將會成為改
變Z世代的一個重要變數。 9 換言之，一個「家庭宗
教化」的程度多寡，也就是家庭在談論信仰的頻率、
參與宗教活動的密度、親子共同參與服事與助人的次
數…等。在這些具體行動下所帶來的宗教化影響，或
許將會成為影響青少年信仰成熟的重要因素。

▓青少年研訓中心主任╱莊舒華
若我們要來認識正在竄起的新世代，也就是約從
1995 年後到 2010 年間出生的這群兒少，不知道在我
們的腦袋裡會連結出多少的現象與解釋？這群在學者
專家口中的 I（Internet）世代，或者Z世代，正帶領著
我們走向一個與過往經驗截然不同的未來，這個世代
改變的快速已經不是用幾十年的時間來做測量，而是
在一天內就能發生讓我們感受驚奇的變化。
這樣的一個世代，從起初就是在各樣環境發生不
預期的意外下展開。1999 年的 921地震、2000 年的
911事件、2003 年的 SARS、2007 年的金融海嘯，以
致到今年幾乎使全球活動停擺的新冠肺炎，足以成為
他們成長舞台上的背景，而這樣的不穩定與經濟的衰
退，也為他們帶來對未來的不安全感，或認為沒有什
麼是不能被突破的框架。

世界面對Z世代的興起期待非常，然而反觀教會
界，卻能感受到對這世代的無力感正預備著如浪潮般
襲擊而來。美國宗教新聞社的研究報導，這十幾年間
美國的基督教正在經歷大衰落的困境； 5 甚至有學者
指出，Z世代將是美國宗教史上最不敬虔的一代。6 有
人稱其為活在數位巴比倫的新世代。
面對這樣的世代，教會當如何因應與改變呢？無獨
有偶地，在近來許多探討牧養Z世代的研究書籍中，
時常提起了詩篇78篇1至8節的經文，或許也能成為我
們在牧養最初的起點與反思。

最後，讓我們感受到最大的挑戰乃是來自網路，這
個出生就在 wifi 環境下長大的世代，只要一鍵上網就
能連結古今中外的所有資訊，當過多的資訊送到他們
的面前，如何判斷與回應，就成為他們如何經營未來
人生的挑戰。3

詩篇78篇落在詩篇的卷三，有學者研判這是在被擄
時期所編輯，在被擄的時期，以色列群體面對信仰的
低潮，亞薩試圖從先知的角度帶來提醒這個群體。在
78 篇的 1 至 8 節提到了三組角色－列祖（父親）、子
孫（孩童、年輕人）與世代。父親的角色在於教導，
子孫的角色在於明白曉得，而世世代代就在這樣的
信仰傳承中維繫與神的約跟關係。這段經文提醒著以
色列人，每個世代都必須認識神所啟示的話語、記念
神的作為、遵守神的命令，並記得自己是誰，也就是
在救恩關係裡的位置與回應。 7 所以，「述說給後代
聽」的這個行動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也是信仰傳承的
延續。以色列群體透過節期、宗教儀式與日常生活的
各種操練，在其中塑造了不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與生
活經驗，在被擄的異地維持了民族的獨特性與認同。

這樣的世代在世界的眼光看來，正充滿著蓬勃的朝
氣與可能性，創業圈將其稱之為改變社會的新世代力

世代的差異性並非屬靈問題所造成，而是生活經驗
帶來的差異。身處Z世代的環境，我們可以體會到其他

另一方面，個人的自由被極度的高舉，也被視為是
理所當然的權利。個人自由推展到極致，就是「安全
空間」的膨脹，只要有各樣的人、事、物會造成個人
的不安全感受（微侵犯），這些都可以成為抗議或繞
道閃避的理由。 1 同時，性取向的不固定，對於個人
選擇的包容性大大提昇，這個時代也在各樣風向的推
波助瀾下，重新改寫了人類數千年來不曾動搖過的婚
姻與家庭定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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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如同他們成長的背景形塑了這個世代，這個世代
也正運用著他們的資源與特質接續著對文化的創造，
而我們都將深受他們所帶來的影響。4

然而，基督徒父母是如何看待信仰在家庭生活或教
養裡的呈現呢？在過往的調查裡，普遍看見在父母與
青少年一起從事的信仰活動中，只有禱告的頻率還算
高，但對於讀經、討論信仰議題卻是少得可憐。10 這
樣蜻蜓點水式的信仰活動，再加上普遍重視課業過於
教會生活的取向，在教會內的信二代如何能不軟弱？
在《走到比錢更遠的地方》一書裡，陳維恩牧師為
我們留下了一段非常發人深省的故事。別姆族人巴德
在將要離世之前，對他的族人信徒們這麼叮囑：
「在離世以前，唯一擔心的就是我的兩個小孩。希
望當我走了以後，你們可以幫助他們，但不是在食物
或衣服方面。我的意思是他們現在年紀還太小，無法
明白神的話，我擔心他們沒有機會知道耶穌所成就的
道路。所以，我把孩子交給你們，請你們將神的話語
教導給我的兩個孩子，讓他們知道耶穌是使我們回到
天父身邊唯一的道路。」11
這位貧窮父親在離世之前，所希望的不是他的孩子
們衣食無缺，而是擔心他的孩子們不知道神的話、不
能經歷基督的救恩。這樣的擔心會是教養Z世代的基
督徒父母所擔心的嗎？
《甩不掉的信仰》一書中提及什麼是「信仰傳承」
呢？關鍵就在於要幫助下一代建立對福音及聖經信仰
清楚並真實的認識。12 面對在研究學者眼中視為「靈
性文盲」的Z世代，他們存在著對福音的認識模糊不
清，並且向神祕學與鬼魂開放的危機。13 身為基督徒
父母在此刻必須承擔起信仰傳承的責任與長進。如同
教育改革推行的108課綱，強調的是結合知識、行動而
成的全人素養，這樣的素養必須是在生活中真實的學
習與發生，不是單純知識的教導與吸收。德國的教育
學者這麼說：「人性只有在實際地理的、歷史的形塑
中才能清楚鮮明地形成；在宗教領域亦是如此」。14

如同詩篇 78 篇所提醒我們的，父親承擔起信仰教
導的責任，幫助孩童能夠明白神的話與具備實踐的能
力，讓興起的每一個世代都能在當中被信仰所孕育的
環境而形塑，才可以培養出能夠抗衡這世界文化潮流
的未來門徒。
面對Z世代的興起與流失，教會首要重新思考對基
督徒父母的門訓與牧養，幫助基督徒父母認真面對自
己的信仰，並對福音與真理有清楚且真實的認識，也
訓練他們能夠有教導孩童信仰的能力，而不是一昧倚
靠教會一週兩到三個小時的聚會與主日學。因為父母
對於信仰的態度與實踐，將會成為在這世代中，堵住
信二代流失的第一道防線，以及傳承信仰最核心的學
習單位。
「我們不將這些事向他們的子孫隱瞞，要將耶和華
的美德和祂的能力，並祂奇妙的作為，述說給後代
聽。…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他們也要起
來告訴他們的子孫，好叫他們仰望神，不忘記神的作
為，惟要守祂的命令。」

注釋：
1. 葛瑞格路加諾夫、強納森海特著，朱怡康譯。《為什麼我
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台北：麥田，2020。頁63-77。
2. 雅各懷特著，古志薇譯。《擁抱Z世代：後基督世代的牧
養思考》，香港：道聲，2019。頁5、26。
3. 同上，頁30-34。
4. 湯瑪絲辜洛普羅斯、丹凱德生著，林添貴譯。《Z世代
效應：改變未來企業經營的六股力量》，台北：時報，
2017。頁17-50。
5. https://religionnews.com/2014/08/01/five-signs-greatdecline-religion-america-gallup-graphs-church/
6. 珍特溫格著，林哲安、程道民譯。《 i 世代報告：更包
容、沒有叛逆期卻也更憂鬱不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
代》，新北：大家，2020。頁149。
7. Mcmillion, Phillip E. “Psalm 78: T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Restoration Quarterly, 43 no 4 2001. Pp.219228.
8.《擁抱Z世代》，頁37。
9.《擁抱Z世代》，頁41。
10. 馬永年、梁婉華整理報告。「2008教會信二代信仰調查
報告」，華神青少年研訓中心。
11. 陳維恩著。《走到比錢更遠的地方：一個台灣家庭離開矽
谷優渥生活，搬至火山小島的宣較故事》，台北：格子
外面，2019。頁188-190。
12. 拉鮑威爾、查普曼克拉克著，朱珮吟譯。《甩不掉的信
仰：將信仰牢牢黏住下一代的良方》，台灣：道聲，
2013。頁41。
13.《擁抱Z世代》，頁182-189。
14. 艾伯特比辛格著，陳惠雅譯。《與孩子談上帝，千萬別敷
衍：為什麼兒童宗教教育很重要？》，台南：南與北，
2016。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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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利蒙神學與教牧講座圓滿結束】
「五十週年講座系列：韋利蒙神學
與教牧講座」於11月9至11日一連三
天順利完成，共吸引五百多位弟兄
姊妹線上、線下參與，講員韋利蒙
（William H. Willimon），透過「講
道神學」之主題，與QA環節中的交
流互動，為我們帶來精彩的演講。
如您錯過本次講座，稍後時間我們
將會把三天講座錄影上載至官方
Youtube 頻道，讓各位免費重溫。

【五十週年校慶學術研討會】
五十週年校慶學術研討會「群體神學：文本內外的群
體塑造」將於12月21至22日（上午9:30至下午4:30）
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辦，由本校老師團隊共同
發表文章，從聖經、教會歷史、系統神學、實踐神學
等不同領域，探討教會與信徒群體塑造的神學反思，
期待在經歷今年疫情所致的「新常態」的當下，再思
「基督群體」的神學意涵與教牧實踐。歡迎
弟兄姊來參與這場精彩豐盛的研討會。相關
詳情請至華神官網查詢與免費報名。

【華神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課程】
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於2020年上學期
（2021年1月）將開設四門課程。元月19至22日「牧
者的為人：教牧領導的獨特挑戰」由張宗培、柴子
高、陳志宏多位老師授課；元月 18 至 22 日「 Holistic
Mission （整全宣教）」由 Dr. Okesson 授課；元月 26
至29日「教牧與諮商在牧養上的應用」由錢玉芬老師
等授課；元月26至29日「三位一體普世宣教神學與宣
教中國運動」由盧聲天、金但以理兩位老師授課。請
教博科和宣博科的牧者留意時間，也歡迎有意進修的
牧者申請修讀，相關訊息請查詢華神官網╱招生╱博

士科，或電洽教博科：（ 03 ） 2737477 分機 1364 、
Email:dmin@ces.org.tw；宣博科：（03）2737477
分機1332、Email:mission@ces.org.tw。

【神學碩士科2020上學期學術講座】
神學碩士科學術講座將於12月7日上午11時至12時，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哲學博士王學晟博士，主
講「出類拔萃的門徒：約翰福音的弦外之音」。講座
地點為八德校區文教大樓三樓A304會議室，歡迎校友
前來參與。

【2021學年度華神招生，12/1起受理報名】
華神 2021 學年度基礎碩士╱神學碩士課程自 2020 年
12月1日至2021年3月2日止(依教育部核准招生時程調
整)，受理國內外考生報名。竭誠歡迎有心事奉的弟兄
姊妹們前來接受裝備，也企盼教會及牧長們推薦肢體
前來華神受訓。

一律網路報名
一律網
路報名
報名時間：2020.12.1

~ 2021.3.2

詳情請參閱華神官網
詳情請參閱
華神官網
相關事宜請洽
教博

Email：dmin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1364 教牧宣教中心

宣博

Email：mission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1332 宣教中心

桃園

Email：admissions @ces.org.tw
電話：03-2737477 轉 1372 教務處招生組

高雄

Email：khc.admissions @ces.org.tw
電話：07-3453213 轉 22 教務處招生組

2020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0年8月1日～2021年7月31日

項

目

全年需要
（預估）

十月份收入

十月份支出

十月份餘絀

經 常 及 設 備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100,924,204
11,801,000
3,800,000

9,973,361
789,314
8,000

7,137,276
433,035
52,568

2,836,085
356,279
-44,568

合

116,525,204

10,770,675

7,622,879

3,147,796

計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十月份奉獻

單位：新台幣元

109學年度
累積收入

109學年度
累積支出

累計餘絀

39,089,095
2,254,498
404,555

20,643,949
950,716
-73,932

18,445,146
1,303,782
478,487

41,748,148

21,520,733

20,227,415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153,273,301
820,000,000
909,691
666,72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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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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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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