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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福音的腓利
最近，我有幸為一位早期中國內地會宣教士連福川

（Frank Learner）的中文版傳記寫序。在原著Rusty 
Hinges  1 中，作者以口述方式描寫他在中國西南部藏族

人中22年傳福音的工作，非常引人入勝。最初吸引我

注意的其實是它的英文書名，後來發現這樣一個創意的

書名背後的「故事」是：對於很多藏族人來說，他們

的心門就像「生鏽的鉸鏈」一樣，那麼難以打開，那

麼抗拒讓耶穌基督的福音之光照進來。然而，連福川

不畏艱難險阻，穿越中國西部的高原，宣講著耶穌。

當我讀到連福川描述他多年來在藏族人當中傳福音的

事跡時，思緒不禁回到使徒行傳新約教會最早的其中

一位傳福音者―腓利，他從耶路撒冷下到迦薩一條

塵土飛揚、乾旱難行的沙漠道路上，與埃提阿伯太監相遇的故事。   

熟悉使徒行傳的人都知道，使徒行傳第八章實際上標誌著，新約教會正開始致

力於將耶穌升天前的最後囑咐：「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力，

並要在耶路撒冷、猶太全地和撒瑪利亞，直到地極，作我的見證」（徒一8），成

為首要關注之事。路加在第八章一開頭就說到，由於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之死，

早期教會大遭逼迫。這迫害的結果導致不知名的門徒們分散（有趣的是使徒都留

在耶路撒冷），他們將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帶往所到之處；路加在八章4節告訴我

們：「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順帶一提，傳道（εὐαγγελίζω）這個詞，無

論是在第八章（出現在第4、12、25、35、40節），還是在路加寫的兩卷書《路

加福音》和《使徒行傳》中，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前後共出現25次。其實，路

加在第八章中用了幾個不同的希臘文（κηρύσσω╱宣講，διαμαρτύρομαι╱證明，

λαλέω╱傳講）來描述腓利、分散的門徒、彼得和約翰的傳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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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路加描述

了腓利在撒瑪利

亞廣受恩膏和大

有能力的跨文化

事 奉 之 後 （ 其

實約翰在他的福

音書中也以耶穌

必須 經過撒瑪利

亞 為 耶 穌 的 第 一

個跨文化事奉），

第 八 章 的 其 餘 部 分

（26~40節）就集中

在腓利與埃提阿伯太監

的相遇上。當我們讀這短

短十五節經文時，我們會特別

留意路加用幾個不同的描述，來形

容腓利如何把福音傳給這位剛在耶路撒冷禮拜後，正

返回他自己家鄉的太監，每個形容都應當成為我們今

日的榜樣和提醒。

起身去了

首先，第26節告訴我們，主的使者指示腓利起身

下到那從耶路撒冷通往迦薩的路上，腓利就起身去

了。我當然和許多人一樣，也曾無數次讀過這七個字

的短句，卻從未停下來思考其中的深意和應用。仔細

想想，「起身去了」這個簡單的句子，其實是腓利順

從主的使者指示的有力描述。這個命令並沒有提供任

何具體的資訊，如：要做什麼、要去見誰、要待多

久；換句話說，主的使者沒有事先給腓利一個詳細的

藍圖，讓他先行理解和認可，並概略知道會發生什麼

事。此外，這個「去」的命令下達之時，正是腓利在

撒瑪利亞享受神所恩膏的事奉、並看到許多人信主和

受洗的時候（徒八6）；神正大力地祝福腓利手中的

工作。我不禁懷疑，腓利腦海中是否有一個小小的聲

音，告訴及勸誘他現在肯定不是離開撒瑪利亞日益壯

大之羊群的時候，畢竟他親身待在那裡是不可替代

的！然而他還是起身走了。腓利並非被「提拔」去更

好、更舒適的地方和崗位服事。不，事實上，神呼召

他從城市事工轉向曠野事工；從一個必定更舒適和便

利之處，轉到一個乾旱難行和塵土飛揚的曠野之路！

腓利起身去了…他那毫無保留的立即順服，肯定值得

我們注意和效法。

貼近那車走 

在前往迦薩的曠野道路上，聖靈指示腓利貼近埃提

阿伯太監的座車，這位太監正在讀以賽亞書中的第四

首僕人之歌（賽五十三章）。同樣，這只是一個簡短

的描述，然而仔細思想，卻非常有力地提醒了我們所

有人，「貼近」在事奉上的重要性。只有當我們「貼

近」所服事和尋求服事的對象時，才能夠有所果效。

我回想父母早年為姊姊和我所做的一個決定，很適切

地反映他們想要貼近所服事之人的願望和努力。我的

父母當時還在高雄的基督教循理會（Free Methodist 

Church）服事，就決定不把我們送到當地的美國學校

讀書，而是安排我們就讀一所華人小學。每天早上，

父親會開車送我們從高雄到左營煉油廠小學，姊姊和

我是全校僅有的兩位非華人。關於那段經歷有很多可

分享之事，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決定對我的

生活和父母的事奉都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我而言，就

讀華人小學讓我從小就學會中文，我至今仍然很感謝

當時打下的這個重要基礎，讓我能夠貼近神最終呼召

我服事的人群（事實上，我還是戴家娶華人女子為妻

的首例…夠貼近吧！）這個決定也同樣影響我的父

母，除了老是被他們調皮的兒子糾正講中文的洋腔洋

調之外，決心把子女送進華人學校的事實，傳達了他

們渴望認同並更貼近神呼召他們服事的人群。他們不

僅蒙召「貼近」華人，更是蒙召「走進」華人當中服

事。多年後，我的父親贏得了「老華僑 」這個暱稱，

也證實了他貼近華人的成功！

一個更近代的例子是：當我們想要接觸周圍的穆斯

林信徒，並和他們作朋友時，我們必須對他們的文化

和傳統保持敏感，例如禁吃猪肉。如果想貼近他們，

就必須在所有與罪無關的層面，效法他們的生活方式

和習慣。正如保羅在哥林多前書九章22節所說的：

「向什麼樣的人，我就作什麼樣的人，無論如何總要

救些人」。  

跑到 ...聽見 ...便問 

三個短句緊接著描述了腓利對聖靈指示的立即反應

和順從。我們在這三個簡單的行動中，看到腓利急切

地跑向座車；看到腓利專心地聽太監讀什麼；看到腓

利以問話來獲得太監的信任和接受。腓利的急切有力

地提醒我們，傳福音任務的緊迫性，尤其是當「無數

的靈魂正奔向著一個沒有基督的永恆」時；2 腓利的

傾聽提醒我們，觀察和傾聽所處的時代，洞悉周遭隱

藏的空虛、孤獨和破碎之人心聲的重要性；腓利的問

話提醒我們，要設法從與之分享福音的對象身上引出

內心的想法和掙扎，這樣所傳的信息就會更加適用和

及時。 

幾年前，我有機會拜訪埋葬戴德生和瑪莉亞的城

市。訪問期間，應邀與當地幾位官員見面「喝茶」。

在交談中，有人問我對基督徒增長的看法。我在心

裡默默禱告後，分享了人們正在尋求答案的三個提

問：「我從何而來」，「我為何而來」，「我往何而

去」。雖然是三個簡單的提問，但每個答案都會帶來

生命的價值（從何而來）、意義（為何而來）和希望

（往何而去）。我繼續分享說，我們這個時代，沒有

一個「主義」能為這三個基本的生命問題提供令人滿

意的答案，唯有耶穌基督的好消息才能夠真正滿足和

回答。令人驚奇的是，雖然我發現自己處在困難的環

境中，但使用「問話」讓我能夠以溫和的方式分享內

心盼望的緣由。

順帶一提，與腓利對太監的問話相映成趣的是，我

們注意到耶穌也經常使用「問話」來打開祂想接觸之

人的心扉。        

上車同坐 

路加繼續描述太監邀請腓利到他的座車裡去。這個

邀請既表達了太監對腓利的歡迎，也傳達他讓腓利真

正坐到身邊的信任。事實上，這種邀請和信任在今日

傳福音和跨文化宣教中也是至關重要。經由信任和尊

重，我們得到與他人分享耶穌基督福音的權利；然而

這種「權利」往往是我們必須贏得，而非要求或強迫

得來的。我記得在台灣服事的內地會同工的見證，他

們用喝老人茶的方法去接觸不熟悉和不習慣進到教會

的人。他們坐在一起邊喝茶邊談福音；與這些人坐在

一起喝茶，使他們贏得了權利分享福音的好消息。     

傳講耶穌 

最後留給我深刻印象的，是路加在第35節對腓利的

描述：「腓利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從許多方面，這最後的描述是這個敘事的高潮。腓利

分享的耶穌，就是聖靈在舊約時代，藉由先知以賽亞

所說之預言的應驗，腓利也有榮幸帶領了這位渴慕敬

虔的太監認識耶穌基督的救恩。從這段簡短的描述

中，我特別想到五件與腓利的信息相關之事。首先，

腓利的信息是以聖經為基礎，根植於聖經。他熟悉舊

約，清楚看到耶穌基督是舊約中許多內容的影兒和應

驗，並看到它們最終並唯獨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其

次，腓利的信息以耶穌為核心，他分享的不是一個理

論、宗教或哲學，而是耶穌。事實上，第37節的描述

讓我們得悉腓利所傳講的準確信息，包括耶穌是誰，

以及唯獨因信得救的呼召。第三， 腓利的信息以福音

為導向，他渴望看到這位慕道的太監，因認識耶穌基

督而蒙恩得救，且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他傳講的最終

目的是要看到人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第四，腓利的事

奉是以聖靈為動力，雖然第35節沒有具體提到聖靈，

但很明顯，聖靈在每一個環節引導並加添力量給腓

利。事實上，使徒行傳六章3節已經告訴我們腓利被

聖靈充滿；八章29節告訴我們腓利敏感於聽從聖靈對

他貼近太監座車的指示；八章39節告訴我們腓利為太

監施洗後聖靈突然將他提走。腓利的事奉是一個充滿

聖靈且有聖靈能力的事奉！最後，腓利的事奉以宣傳

為心志，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宣傳耶穌的福音。八章40
節告訴我們：「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福音」；

無論是在撒瑪利亞，在沙漠的道路上，還是在該撒利

亞沿途的城市。

以上五個方面都是對華神的重要提醒，因為我們正

在努力裝備和增強神國工人的能力，以擴展神的國

度；所以我們的信息和事奉必須是以聖經為基礎、以

耶穌為核心、以福音為導向、以聖靈為動力、以宣傳

為心志。

當然，如果你熟悉使徒行傳，就會知道第八章並不

是最後一次提到腓利的經文。我們在使徒行傳後半

部分（徒二十一8）再次見到他，當時保羅在第三次

旅行佈道後，前往耶路撒冷，在該撒利亞時短暫停留

在腓利和他四位說預言的女兒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腓利為自己贏得一個暱稱，因為路加稱他為「傳

福音的腓利」。這當然是我今日為大家所做的禱告…

正如主興起一個傳福音的腓利，一個傳福音的連福

川，願主興起我們華神的校友、同學、老師，成為21
世紀「傳福音的腓利」！

註1：Rusty Hinges  於1934年由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首次出版，中譯本《生鏽的鉸鏈》於2020
年由海外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出版。

註2：「沒有基督的永恆」（Christ-less Eternity）是戴德生

在其著作《中國：屬靈的需要與託付》（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中使用的一句話。戴德

生在1865年寫的這本小書中概述了中國三億多人民

的屬靈需要，他一再地將這些迷失的中國人比擬為

「靈魂奔向沒有基督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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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個單字帶給宣教學

者及第一線的牧者、跨文化宣教士極大的想像空

間，對於許多人來說，這是令人生畏的─神學家馬

上想到的是：處境化會不會出賣真理，搞成四不像，

或變成混合主義（syncretism，或譯綜攝主義）也就

是說，用了基督教的一些元素，但是骨子裡卻是異教

的東西，拉丁美洲的天主教，就有濃厚的混合主義色

彩，把非洲宗教包裝在聖徒崇拜裡面，堂而皇之地走

進天主教堂。而另一方面，完全不處境化，又有可能

變成斷層的基督教（split-level Christianity），被視

為洋教，或外來宗教，把傳福音的對象視為偶像崇拜

者，推到基督教的對立面去，造成不必要的福傳障

礙，清朝時的祭祖╱敬祖「禮儀之爭」就是最好的例

子。三百年後，更正教才有客神院長溫永生，本著 

Paul Hiebert「批判性處境化」的原則發展出「追思三

禮」（倒水禮、獻花禮、點燭禮），分別反映華人文

化的飲水思源、祖德流芳和光宗耀祖，實為福音處境

化的一大突破。

而在關心穆宣的同路人當中，局內人運動（Insiders 

Movement）的爭議性，和 John Travis 提出的 C1-C6

處境化光譜，大抵指出不同處境化程度在穆宣領域的

操作方式。在印度教徒當中宣教的同工，也本著類似

的原則，發展出 H1-H7 的處境化實踐。在過去幾十年

的學習、爭論、教學和更多關於這個術語的學習中，

我發現了這個術語其實是非常實際的，在宣教學界

中，沒有任何術語在其使用的短暫生命週期中同時產

生更多的興奮和爭議。套句匯豐銀行的廣告用語「環

球金融、地方智慧」，在21世紀的全球化、都市化、

代際差異的今天談宣教和牧養，「全球視野、在地智

慧」格外切題，基督教一方面有大公性，卻也應該反

映萬族萬民、不同世代的多元色彩和智慧。

其實，使徒保羅本身就是福音處境化的最佳詮釋

者，只要看他在使徒行傳中的三處講論─彼西底安

提阿的猶太會堂（徒十三13-52），在路司得醫好瘸

腿的人（徒十四8-20），和面對滿城偶像的雅典（徒

十七16-34）對於信息的強調點、修辭風格、有關神

的描述、神在過去如何對待人類、對聽眾世界觀的挑

戰、佈道的訴求、所用到的文化資源、與聽眾相連接

的主題，都各有不同，值得細細品味效法。如同保羅

自己說的：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做了眾人的

僕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要

得猶太人。向律法以下的人，我雖不在律法以下，還

是做律法以下的人，為要得律法以下的人。向沒有律

法的人，我就做沒有律法的人，為要得沒有律法的

人；其實我在神面前不是沒有律法，在基督面前正在

律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為要得軟

弱的人。向什麼樣的人，我就做什麼樣的人，無論如

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行的，都是為福音的緣故，為

要與人同得這福音的好處。（林前九19-23）

在福音處境化的努力與探討中，貝萬斯（Stephen 

Bevans，2004）的《演變中的永恆》和 David Bosch

（1991）寫的《更新變化的宣教》都已翻譯成中文，

之後的著作和探討，惠頓學院的 Scott Moreau 算是其

中的佼佼者，都是著作等身。2018年 Moreau 來訪華

神，我就邀請他到課堂上，也在週末請他到浸信會懷

恩堂做過專題演講，反應很好。Moreau 的書《扎根

本土的宣教：宣教處境化的實踐模式》已經出版，其

中用了許多圖表，把處境化的學說和實踐進路整理出

來，一目了然。另外一本還在翻譯、編輯中的《信仰

處境化─宗教學的進路》（暫譯），近期就會面市。

無論是用作讚美還是慶祝的術語，「處境化」是一

個與世界各地許多基督徒產生情感共鳴的術語（或潛

在的想法）。它存在於上帝不變的話語和不斷變化的

環境的交匯處。在這些環境中，人們以信徒的身份、

接地氣的方式，通過「永活的真道」道成肉身，活出

基督的信仰。4月19至21日，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

將邀請Moreau 來給我們闡釋他眼中的《處境化─

整全的福音給整全的教會》希望能成為一個地圖、指

標，提供您奔走天路，踐行使命的參考。敬請期待及

參與！

▓宣教中心主任╱邱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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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廉．韋利蒙(William H. Will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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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神的恩典，講道能成為神說話的管道，沒有講

道是無懈可擊的，也沒有講道是完全受人控制的。傳

道人「有這寶貝，放在瓦器裡」（林後四7）。神的

道是陳明的，也是奧妙的；是「明顯的」，也是「隱

祕的」，因為聽道鮮有明白直接的。我們聽神的道，

似乎受制於人的限制，彷彿有一層帕子般。

講道的控制權並未直接交付我們，乃受限於講道的

人與聽道的人。但神的道超越人的述說，傳道人需要

自知之明，需要一生不斷認識、反省自我，避免有意

無意地將自己的話摻入神的話中。有時我講道是出於

自己的血氣、出於自憐、出於自我辯護，講道的動機

毫不純一。其實語言不僅是傳遞真理的媒介，也可以

是自欺欺人的媒介，也許聽了我的講道後，連耶穌都

會說：「父啊！赦免他，因為他所做的，他不曉得。」

費了九牛二虎之力，若聽眾還不明白我講的道，或許

不是聽眾自身的囿限，而是神施恩保護子民，免入錯

謬之道。儘管我講道盡了全力，還是常感稀奇，但經

過迦克墩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後，這又

何必？但會眾對於講道所作的評論，仍常讓我稀奇。

「講得很好，但你為何略過比喻的最後三節經文？因

為你覺得受冒犯嗎？」

完全是神也完全是人的基督，可以解釋為何不是羊

群的牧者，就不適合常對羊群講道，因為這需要能天

天面對，神兒女的不盡完美。默然的絕望、青澀的渴

望，諸般痛苦與恐懼的牧人，還得任憑他們問「從耶

和華，有甚麼話臨到沒有?」（耶卅七17）保羅很有

人情味地，告訴哥林多教會：「我是用奶餵你們」，

因為他們還不會吃固體食物（林前三2）。同時，會

眾又三不五時行神蹟，讓人應接不暇。所以我們傳道

人乾脆放膽說：「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

肢體」（林前十二27）。神向我施恩，讓我看見，哪

些經文最是熬煉我，而會眾的哪些情況最易誘發我，

自我辯護的罪性。

當福音跨越猶太人與外邦人的鴻溝，彼得被基督逼

得踏進古羅馬百夫長的家，而外邦人哥尼流詫異得目

瞪口呆，他可能是感激彼得，所以「俯伏在他腳前拜

他」。這些異邦的軍長，說不定什麼都拜，「彼得卻

拉他說：你起來，我也是人」（使十26）。傳道人不

時向會眾、向自己，承認這一點，也挺好的。神透過

人耳可聽的傳講，向世人揭示自己。根據迦克墩信經

（Chalcedonian Creed），充足的休息與運動，是傳

道人在神學與道德上的必要，靈魂身體都需要養分，我

們必須保養聲音，德瑞莎福萊布朗的書可供參考。傳

道人不是天使，不是靈體，誠如彼得告訴哥尼流，我們

「也是人」。巴特曾說：「理想的講道，就像磨得透亮

的玻璃，讓我們得見神。」不過巴特這透亮的隱喻，對

迦克墩信經（Chalcedonian Creed）就不管用了。

在講道中，神並不抹滅我們的人性，反而是加以徵

召、運用、成全。耶穌降世不僅是在十架上受死，要

注意幻影論的異端，耶穌的身體確實流血，確實死

了。修辭之於講道，不是可剝離的外殼，就像基督是

道成肉身的神，但祂的人性不是可剝離的外殼。傳道

人不是沒事做，才去擔心講章的架構與安排，思考演

說與傳達的技巧，或者從日常生活中尋找例證。雖然

巴特晚期在講道學上相當不看重例證。

講道不是崇高無比、無形無體、跳脫時空的抽象概

念；也不是不拘對象，純粹勵志的公眾演說。耶穌既

是來自拿撒勒的猶太人，講道的意義也脫離不了其

結構，主題既然要人盡心竭力，技巧自當精益求精。

保羅因此表示，針對神學主題，他特地調整了講道風

格。「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裡去，並沒有用高言大

智對你們宣傳神的奧祕。因為我曾定了主意，在你們

中間不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我

在你們那裡，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說的話、

講的道，不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靈和大能

的明證，叫你們的信不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神的大

能」（林前二1-5）。基督徒奇特的講道宣言，可能是

由保羅率先公布的。新約聖經只有在此處，作者跳脫

主題，改談修辭策略，雖然他誇口的是捨棄修辭學。

若十字架都能說話，那麼期待道成肉身的神，以傳

道人為媒介，展開神與人之間的對話，也是合理的。

喔！我見過神重用結結巴巴的聲音，這好人深受百姓

愛戴，因他「吃力地傳講神的事」。我也聽過有位傳

道受人推崇為「最好的傳道人」，乃因她的講道「讓

我想起跟阿媽的對話」。

傳道人昂首呼應「耶和華如此說」，同時也與年輕

的以賽亞，一同坦承「禍哉，我滅亡了，因為我是嘴

唇不潔的人，又住在嘴唇不潔的民中」（賽六5）。

傳揚耶穌基督的真理時，我們必須勇敢相信「神的聖

言交託」，謙卑承認是神啟示我們真道，功勞不在我

們。看到傳道人太早放棄迦克墩信經（Chalcedonian 

Creed）的張力，實在可惜。「這僅是個人拙見，僅

供各位酌情參考」，講道的假謙遜，其實是傲慢的真

面具，因為當事人拒絕為傳道的事奉徹底獻上自己，

傳道人不能遁於人的有限性，企圖逃避宣揚真道的

呼召，即使是低調傳講，講道也無法避開迦克墩信經

（Chalcedonian Creed）的宣告，耶穌或許是被釘十

架的猶太人，但祂仍是主。因為我們傳的是耶穌，祂

既被世界釘上十架，祂的證人也免不了被世界拒絕，

沒有誰「傳講耶穌」還能保證自己不受世人拒絕的。

傳道人「背起他的十字架」，若不是像耶穌在路加

福音9章23節囑咐的「天天背起」，至少每個星期天

早上要背起十字架。另一方面，聽傳道人講起道來，

彷彿人的能力不再有限，也令人難過。除了全然倚賴

聖靈，傳道人沒有保證成功的祕訣，惟有聖靈能使我

們呼喊「阿爸!父!」（羅八15）。因為神的道絕非是

傳道人，單向、直接、固定的資產，讓聽眾不同意也

不行。接受按立並不保證從此不再陷入人性的軟弱，

講壇上的言論，若不需要復活的基督，若不需要聖靈

的運行，就不是神的道。我們有這福音的「寶貝」，

放在裂痕斑斑的「瓦器」裡，「要顯明」榮耀屬於

神，不屬於我們（林後四7）。如同施洗約翰，我們

只能向上指證，不能濃縮或化約神為了救人，甘願被

釘十架的驚世奧蹟。

迦克墩信經（Chalcedonian Creed）仍向我們保

證，即使我們聲音嘶啞，受不住壓力而變得微弱，或

從教會牆上反彈回來，從此無聲無息，但「神的話

必永遠立定」（賽四十8）。我個人的聲音可能只傳

到會堂第二排，但神的聲音卻「傳遍天下」（羅十

18）。將耶穌釘上十架，封鎖祂的墳墓，最後拍板定

案的仍是祂。「看哪！神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啟廿一 3）。我們傳道，

正是因為受了這應許，或許你此刻飽受熬煉，講道似

乎常出於自己對困境的反彈，而不是釋經；或許你講

道的動機錯誤、動機不正；或許是出於童年時期的創

傷；或許是出於對神的不滿，竟將你這樣的天才，送

給魯蛇般的會眾。別擔心，滿有救贖權能的神，既能

將十字架化為勝利的象徵，就能想辦法用你。神的呼

召不會因我們的躊躇而遭棄。根據迦克墩信經，毋須

擔憂你上個主日的講道，是人的高談闊論，還是受神

感動的傳講，反正最後都會見真章，不是嗎?

「 道 成 了 肉 身 」 的 神 ， 在 迦 克 墩 信 經

（Chalcedonian Creed）的天空中，實在毋須強分

屬神或屬人。神既用我們各人，卻也顯為主，祂的話

語、行事，皆超越人的能力範圍，我們不能將講道限

於人的成就。有時深思看似矛盾的經文，讓我在講壇

上陷入兩難，我不曉得該如何收尾，所以只好硬著頭

皮，讓神自己收尾。好似馬可福音看似突兀的結局，

其實是提醒傳道人，我們的任務是宣告、傳揚，而不

是錦上添花、畫蛇添足。我們在週日傳揚福音，已受

洗的信徒，則當在週間實踐福音。講道是出於人或出

於神？道成肉身的奧祕，是將我們與神的緊密交織構

成講道的意向、內容、方法與媒介。講道可以是公開

宣告神「道成了肉身」，人以為遙遠疏離的上帝，竟

藉著人的聲音，叫世人聽見了，對於我們這些習慣

自欺的傳道人與習慣搪塞的會眾來說，迦克墩信經

（Chalcedonian Creed）帶來了一絲希望。「道成

了肉身」，如同我們一般的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其意念之高遠，超越人所能言。                       

（全文完，譯者╱羅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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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0年8月1日～2021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項                        目
  全年需要            

一月份收入         一月份支出         一月份餘絀
 109學年度 109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累積支出

經   常    費  100,924,204   4,919,094 11,369,633         -6,450,539 73,190,922 50,305,483       22,885,439
學   生   助   學    金   11,801,000       475,286   1,204,298     -729,012   5,117,673   3,427,545    1,690,128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3,800,000   1,128,500          1,143   1,127,357   2,217,230      182,877    2,034,353

合                         計      116,525,204   6,522,880        12,575,074         -6,052,194-6,052,194  80,525,825  53,915,905       26,609,920

 興建費用                 一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592,489                           672,950,961   -147,049,039
 神已將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惟新校區建築尾款費用仍欠缺，懇請弟兄姊妹代禱記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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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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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21 學年度華神招生報名】

華 神 2021 學 年 度 基 礎 碩 士 預

計於2021年3月1日至3月31日止

（依教育部核准招生時程調整），

受理國內外考生報名。神學碩士亦

同步招生中。

華神已通過教育部立案，2021
學年度正式招生，欲報考道學碩

士、聖經碩士、跨文化研究碩士的

考生，請優先選擇報考「中華福音

神學研究學院」。

「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教育

部立案）報考資格為：（一）受洗或堅信（振）禮三年

以上（以2021年6月30日為基準）（二）學歷：大學畢

業、三專畢業二年以上或二專、五專畢業三年以上者

（三）報考者應清楚蒙召並有專職事奉的心志（四）已

婚者，配偶須為基督徒且支持考生在華神接受裝備。

「中華福音神學院」（內政部）報考資格為：（一）

受洗或堅信（振）禮三年以上(以2021年6月30日為

基準)（二）學歷：大學畢業、三專畢業二年以上或

二專、五專畢業三年以上者、四年制神學學士畢業

（三）報考道學碩士、聖經碩士、跨文化研究碩士、教

牧碩士者，應清楚蒙召並有專職事奉的心志（四）已

婚者，配偶須為基督徒且支持考生在華神接受裝備。

報名費用：國內考生為NT$ 2,200 元、外國考生為

NT$ 3,300 元。報考僅採網路報名，敬請上華神網

站報名並繳交所有報名書表、報名費、及相關證明

文件，始算完成報名。招生相關事宜請洽：校本部

03-2737477 分機1372，E-mail：admissions@ces.
org.tw；高雄分校07-3453213 分機22，Email：khc.
admissions@c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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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莊稼的主使用華神，打發工人

接受裝備並收割祂的莊稼！

【2020下學期神碩科學術講座】

2020下學期神碩科學術講座將舉辦三場，第一場3
月29日（週一）上午11:00-12:00，由美國波士頓學

院郎尼根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林約光博士主講：「靈

魂的自我認識與神的關係：從多瑪斯阿奎那的三層形

像學說析論」。

第二場4月26日（週一）上午11:00-12:00，由英國

聖安德烈斯大學博士鄧紹光博士主講：「哥連．根頓

的三一論神學規畫」。

第三場5月10日（週一）上午11:00-12:00，由法

國史特拉斯堡大學神學暨宗教學博士班黃龍光弟兄主

講：「直譯，兩語之間最短的距離？七十士譯筆下的

不華麗轉身」，以上聚會均在八德校區文教大樓五樓 

A504會議室舉行，歡迎全校師生及校友共同參與。

【處境化：給整全教會的整全福音】

「處境化」是教會拓殖和宣教策略必要考量卻容易

被忽略的一環，處境化思考能協助牧者和宣教士搜尋

並型塑貼近不同文化的佈道策略，更有效地傳福音。

「2021年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的主題為「處境

化：給整全教會的整全福音」，將於4月19-21日進

行。本次邀請美國惠頓（Wheaton）神學院的跨文

化研究教授，也是學務長史考特•莫羅（A. Scott 

Moreau）擔任主講。

他曾撰寫關於「處境化」和「屬靈爭戰」等書籍，

亦曾擔任《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季刊

（2001-2017年）編輯和貝克書刊《Encountering 

Mission》系列（2004年-2017年）的總編輯，並榮獲多

項關於寫作、教學、演講和社會服務的獎項及殊榮。

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參與這難得的屬

靈盛筵。相關詳情請上華神官網查詢或電洽

03-2737477轉1332孫姊妹或1141江姊妹。招生資訊 線上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