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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鐵蹄下的復活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

馬太福音二十七章 65-66 節
65 彼拉多說：「你們有看守的兵，去吧！盡你們所能的把守妥當。」

66 他們就帶著看守的兵同去，封了石頭，將墳墓把守妥當。

馬太福音二十八章 2 節
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來，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

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竟然死裡復活，這是違反羅馬帝國的法律的。雖然我們

對這件發生在復活節早晨的事並沒有花太多的注意力，但它仍是千真萬確的事

實。如同神的創造一般，這一段經文常常也只有在護教學上才受到注意。這些攸

關復活的護教學論證，試圖想要從歷史和科學的角度來「證明」耶穌的復活，但

護教學的角度似乎誤解了復活，復活不是自然界或歷史上可能發生的事，而是與

一切可能之事的秩序完全抵觸的一件事。復活

不是世界歷史上一連串事件的其中一件，

復活是獨特、唯一的單一事件，是空

前絕後、無以比擬的。護教學必須

承認，信心不是只靠理智上的成

就，信心是將理智降服於神的

道，而神的道是啟示而來的。再

者，當我們談到耶穌基督的復活

時，常常都會用泛靈命化或心理

學的角度來解析說明。透過泛靈

命化的角度，我們會把復活節與

「靈魂不朽」聯結在一起，卻不

談「身體的復活」。用泛靈命化

的意義來解釋復活節，其實就錯

失了基督身體復活的重點。我們

用泛靈命化的角度來看復活節

時，會想像脫離肉體的靈魂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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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所愛的人再次相聚，但耶穌基督是整個身體從死

裡復活。此外，復活從來就不是私下秘密地死裡復

活，更不是「靈魂」的復活，而是公開且肉體上的復

活，有許多見證人可以證實復活的基督向許多人公開

顯現（林前十五5~8）。

我們都相信甚至也承認耶穌的身體復活。耶穌的復

活是個神蹟，那是超自然的，和自然秩序中的常理現

象截然迥異。復活是一個全然獨特的事件，始於耶穌

基督，也終於耶穌基督自己。復活不是這個世界的事

實。「基督復活了」，這幾個字是基督教的核心，也是

基督教的一切。基督的復活徹底擊敗了罪、死亡和地

獄的所有權勢。羅雲威廉斯（Rowan Williams）曾說，

基督徒歡慶復活節時，「我們其實就處在第二個『大

爆炸』（Big Bang）之中，那是一道注滿神聖力量的

洶湧烈浪，就像是宇宙創造之初的那股劇烈熱火。」

（羅雲威廉斯著，陳恩明譯，《信為何物—基督教信

仰簡介》，道基，2010）復活是我們基督教信仰的必

要元素，而且復活的意義大到超乎我們所想。復活是

打破律法的作為，激烈衝撞當時候的政治權柄。

就在復活節的前幾天，耶穌在彼拉多面前說祂的國

「不屬於這世界」（約十八36）。有許多基督徒常常

引用耶穌的這句話，來辯明耶穌的使命是「屬靈的使

命」，其實耶穌這句話是講到另一個政治權柄的世界。

有人說，如果耶穌喜歡製造政治衝突，他站在彼拉多

面前的那個時候，就是個絕佳時機；但是耶穌對政治

衝突沒興趣，相反地，他刻意要避免衝突。有時，我

們會從牧者口中聽到這樣的說法：耶穌站在彼拉多面

前，那時他大可召集天使天軍護衛他；士兵要釘他十

架時，他也可以同樣叫這群大軍來拯救他；但耶穌沒

有那麼做，因為他的使命不是政治上的使命。在政權

衝突中，他並沒有看見要召喚天使來幫助他的必要。

審訊時，耶穌站在本丟彼拉多面前成為被告者。他

對著皇帝代表—本丟比拉多說：「我的國不屬於這

世界。」（約十八36）通常這節經文常被誤用為基

督徒不需參與政治，不需關心這世界的事。但耶穌是

在解釋，他的國／王權不是基於人的權勢、武力、征

戰、政治陰謀或權力操控；耶穌也不是在講述地理範

圍；他不是在描述他的國將從何處而來，而是在說明

祂的國如何臨到。他的國／王權並不像羅馬帝國或希

律王朝，他的國是根植於上帝，而非基於這邪惡的世

代。神國的王權和根基，與我們或猶太人所談論的王

權是完全不同的。耶穌的國所代表的，是另一個不一

樣的國度，它沒有屬世國度的起起落落。不是要我們

抽離地上的世界，對世界的事漠不關心。

復活節早晨，彼拉多顯然沒有任何政治權力或合法

權柄能夠廢止復活。耶穌堅決以非暴力方式抵抗，這

點使門徒和在位掌權者大感困惑。被釘十架的耶穌從

死裡復活，這就是非暴力反抗的終極表現。復活完全

是在律法之外，也不受律法之「執政掌權者」的管

轄。羅馬政府派士兵看守耶穌的墳墓，還用皇帝授權

的封條封住石頭；但耶穌從死裡復活，打開了帝國封

條，也打破了律法。羅馬帝國的法律明定國法說什麼

就是什麼，它說：當一個人被處死，根據帝國法則，

那個人就應該永遠死亡。但是基督的復活改變了一

切，基督的政權與屬世的政權完全相反，屬世的政權

充滿暴力、權勢和死亡，並且否認上帝和人性。

復活節帶給我們的教導之一，就是「屬靈的」和

「政治的」並非對立的兩個詞語，也不是用來作為

分類兩種互斥行為的標籤。「政治」其原意是「城市

之事」。我們翻譯成「政治」的這個詞，在希臘原文

裡隱含著「在這城裡的生活」的意思。對許多人來

說，「政治」是個污穢不潔之詞，但政治其實是攸關

「polis」—我們所居之城—的組織與行政管理，政

治也就是眾人共同生活、決策、建構眾人之日常生活

的方式。身為基督徒的我們都是市民，我們的生活與

城市的組織和行政管理緊密交織在一起。這個教導非

常重要，尤其台灣的基督徒在動盪時代中更要明白這

一點。最近我又聽到有牧者說教會應該遠避政治，而

且政治對我們教會毫無用處，教會事工是屬靈的，與

政治無關。然而，我們必須按照復活節的經歷來衡量

上述的主張，使徒過去也是這麼做的。大祭司叫使徒

不准再傳講復活的信息，使徒們回答：「我們必須順

從神，勝於順從人。」（徒五29）使徒發現，他們的

「屬靈」行動會與執政當權者的命令相衝突，但在那

種情況下該如何抉擇，這對使徒來說完全不是問題。

復活節早晨，主的使者擊倒士兵，並撕破彼拉多的

封條。同為死裡復活的百姓，我們在服事上必須注意

到耶穌復活當時所發生的政治衝突；也就是說，我們

不能不去面對當今的彼拉多。單單宣稱我們是為一個

不屬於這世界的國度而活，這是不夠的。我們那敬

虔式的「屬靈」口號，並不能免除我們作復活耶穌之

僕人的責任，正如潘霍華所言：「逃到一個沒人看得

見你的地方，就是在否認呼召。任何想要隱藏自己的

耶穌群體，就不再是跟隨耶穌的群體。」（《追隨基

督－作門徒的代價》，香港；道聲，1996）

現今時代有敵對福音的彼拉多嗎？今日還有想要廢

除教會救贖使命的權勢嗎？政治當局有要求神的百姓

一定要支持同性婚姻和校園新的性教育政策嗎？有立

法委員和特殊群體試著要把教會逐出公共區域、打壓

我們的聲音，並將我們的價值觀妖魔化嗎？如果有，

除了要為這些政治當權者禱告之外，我們必須以福音

來面對他們。被釘十架的耶穌死裡復活，為耶穌跟隨

者設立了先例榜樣，讓我們看見耶穌如何挑戰「執政

掌權者」。也許我們必須再次撕開彼拉多的封條，或

是必須「褻瀆」政權，因為羅馬皇帝就是「神」。因

為「我們必須順從神，勝於順從人。」這就是教會常

常錯過的復活節教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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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宣教研究中心執行長╱吳獻章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對他說：『你曉諭以

色列人說：你們中間若有人獻供物給耶和華，要從牛

群羊群中獻牲畜為供物。』」(利一1~2)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更美的，正如他作更美之

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更美之應許立的。」（來八6）

「但現在基督已經來到，作了將來美事的大祭司，

經過那更大更全備的帳幕，不是人手所造，也不是屬

乎這世界的；並且不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

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了永遠贖罪的事。」(來九

11~12)

當您打開聖經創世記開始閱讀，經過始祖墮落、列

祖記事、出埃及、過紅海之後，立即像打道前往西奈

山的以色列百姓一樣，擱淺在利未記鉅細靡遺的律法

中，頓時有如丈二金剛摸不著頭腦，驚疑、費解、挫

折……彷彿約拿陷入《白鯨記》的大鯨魚腹中一般，

突生纏繞之苦？利未記往往成為信徒立志讀完舊約聖

經的罩門！

一出生就在舊約節期中過日子的猶太小孩也有這類

困惑：一歲的燔祭羊羔為何要放在祭壇上？為何麥田

角落不收割、遺落麥穗不拾取？為何秋天過新年要全

家搭帳棚？為何不潔淨的活物不能吃？住黑門山的還

真須一年三次遠程往耶路撒冷去敬拜？若戰爭正好發

生在安息日，我們難道安息到任憑敵人蹂躪？為何不

能將不同材料纏雜織布……

戴著新約眼鏡來讀本書的信徒也是一臉迷茫：希伯

來書不是清楚呈現扮演著大祭司麥基洗德的耶穌，一

次獻上自己的血就成了更美的祭物和中保，取代了帶

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時先得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獻

祭、那一年只能進入至聖所一次的大祭司？祂不是比

天使、人間祭司、會幕和聖殿更好，是更美之「新」

約的中保，就連「僅是將來美事的影兒」的律法都得

靠邊站(來十1)？在這漸進啟示觀點下，上帝透過摩西

所設立的「舊」約，不就「漸舊漸衰，快歸無有」(來

八13)？因此，教會何必關心利未記的獻祭程序、潔淨

條例？

難怪，一般信徒的聖經，通常新約比較舊，而舊約

比較新，因為翻讀新約的機率比舊約高出很多；就連

傳道人講道所引用的信息，也是喜新(約)厭舊(約)！

難怪，兩千年前馬吉安(Marcion of Sinope, ca. 85~160)

那「將舊約從基督教正典中剔除出去」的異端幽魂，

至今仍然縈繞在華人教會的聖堂裡！也難怪，主後

七十年耶路撒冷被毀時，猶太教責怪當時基督徒對擔

當贖罪功能的聖殿被毀表現冷漠！說穿了，基督教和

猶太教的分裂點，就是聖殿和會幕背後關於利未記的

詮釋！

另一方面，有些(尤其是極端靈恩)教會則踩在新約

所警告的地雷上(加四10~11)，看重並認真地過舊約

節期，遠甚於蘊含著道成肉身教義和歷史意義的聖誕

節(西二16)。雖然主其事者不見得瞭解「保羅新觀」

(New Perspective on Paul)中，那將救恩論放在教會論來

解讀的論述，但結果卻與保羅新觀不謀而合，聲稱教

會應當走希伯來文化路線(而非希臘文化)，讓救贖進

程開倒車地走上回頭路(不是往舊約所預告的新約，而

是走回猶太教路線)，挑戰保羅和路德從聖經所粹取出

來的「因信稱義」教義，著實讓人擔憂。

想「過河拆橋」的讀者(如馬吉安)必須「飲水思

源」，因為(1)新約的愛神並「愛人如己」的「金科玉

律」源自本書(太二十二39；利十九18)；(2)新約信

徒君尊祭司的身分(彼前二9)，也源自本書；(3)沒有

本書，你我讀不懂希伯來書所描繪基督為永遠的大祭

司，保羅所陳述耶穌為世人的罪獻祭(羅八1~4；林後

五18~21)，以及耶穌成就神與人、人與人間的平安祭

(羅五1~11；弗二13~18；西一18~20)。遑論律法的

總綱是基督(羅十4)，祂才是利未記的終極關懷(來九

11~28，十11~22，十三10~15)！

其實，耶穌與使徒不僅沒有否定利未記存在的必

要，還給予正面肯定。也因著此書能幫助我們對新

約，尤其是耶穌在十字架的救贖(如挽回祭)，有更清

楚的了解，舊約學者溫漢(Gordon Wenham)就正確地指

出：「利未記是認識聖經中某些最中心、重要的神學關

鍵之鑰，特別是關於罪和贖罪的觀念。」因此，試圖往

猶太教走回頭路者小心陷入「因行為稱義」的泥沼，

而試圖對利未記過河拆橋者，小心拆掉救恩的源頭。

原來，一本聖經，兩個約(one Bible, two testaments)，

正如奧古斯丁精闢的見解：「新的隱藏在舊的裡面，

舊的從新的顯露出來。」(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更貼切地說，「新約隱藏

在舊約裡，舊約在新約中顯露出來。」換句話說，

「福音」在舊約裡是比較隱藏的，必須從耶穌去認識

上帝；同樣地，必須認識耶穌，才能夠看出舊約裡面

的福音，認識舊約裡面的好消息。

原來，利未記(並涵蓋兩個約的整本聖經)核心的信

息，就是預告世人可以認識並靠近上帝一點！這可從

本書一開始就敘述「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看出

(利一1)。原先出了埃及、過了紅海往曠野行的以色列

人，僅能遙望西乃山上在雷聲、閃電、密雲、角聲中

顯現的耶和華(出十九章)。這位聖潔可畏的上帝除了

讓摩西和七十長老上山觀看外(出二十四章)，其餘兩

百萬人必須等到摩西蓋好會幕後，神同在的雲彩遮蓋

會幕，才從會幕中聽祂對百姓說話(出四十章)。可見

出埃及記的核心，並非如解放神學所主張的是為了打

擊欺壓弱勢的法老王，而是預備利未記，讓神子民可

以靠近從會幕裡說話的上帝。

其實，信仰的本質在於人與上帝間的距離。一個人

靈性好，意味著其生命靠近上帝；「禱告」乃淨空自

己來接近上帝；宣教和佈道就是引導人靠近上帝。摩

西寫律法的目的，就是為了讓以色列靠近上帝；先知

所傳信息的核心，也是呼籲人靠近上帝；智慧書教導

著，惟有敬畏地靠近上帝才是智慧的開端。教導愛裡

沒有懼怕的新約，其核心信息乃「神的兒子變成人的

兒子，好叫人的兒女成為上帝的兒女」(初代教父名

言)―當今神學家Miroslav Volf的「擁抱神學」不過是

這話的翻版及應用！

利未記更浮顯這真理：當祭司靠近上帝，所獻的祭

才會蒙悅納。利未記詳述罪人想要靠近上帝，必須透

過龐大繁瑣的獻祭制度(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

祭、贖愆祭)，凸顯了(1)聖潔的神不能以金錢賄賂；

(2)因人罪惡深重，以五祭承擔各種罪惡；(3)與上帝

玩真的人就必須肯付代價；(4)若非有中保，沒人可到

上帝那裡去；(5)人從伊甸園被趕逐後就回不去了；

(6)神人和好的管道全出於主動的神；(7)祭物要燒出

香味，須切得細且火要旺；(8)只有透過耶穌才能達到

神人和好；(9)人能得救全因神的恩典和人的信；(10)

透過耶穌方能認識上帝和自己。

說穿了，利未記所記載的節期(參二十三章)，不論

是安息日、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五旬節、吹角

節、贖罪日或住棚節等，不過是後事的影兒，「那

形體卻是基督」，飲食或節期不再具教義性(西二

16~17)。第一次使徒大公會議已為這些衝突議題做出

結論(徒十五29，二十一25)：除了「姦淫」乃十誡的

命令，至於「禁戒勒死的牲畜和血」不再是教義性而

是教牧性的議題，只要不絆倒人(含猶太人)，正如林

前八至十章教導的「凡事都可行，但不都有益處」(林

前十23)。

摩西在西乃山頒佈律法、設立節期，為要讓他們切

斷埃及四百年多神文化沾染的過去(想治死舊生命，和

過去隔離是必須的)，並預備神子民進入迦南地後分別

為聖(必須是聖潔的生命才能進入更美的應許之地)；

然而教會必須謹記：視力看見律法，洞察力看見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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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使徒保羅早已指出「謹守日子、月份、節期、年

份」乃枉費功夫(加四10~11)，我們怎能無視於看得

見的律法其實預告了更美的美景，而疏忽了「律法指

引人道路，耶穌就是道路」，也藐視「律法是我們訓

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裡，使我們因信稱義」(加

三24)？福音書已教導「耶穌才是安息日的主」(可二

28)。

福 音 除 了 釋 放 飲 食 節 期 所 帶 來 的 約 束 ( 羅 十 四

1~6)，在新約第一本正典中，保羅更教導「受割禮不

受割禮都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六

15)；就連舊約中極為重要的會幕和聖殿，都預表著

神的兒子(約二21)。律法是上帝所設好的安全島(羅七

章)，但要靠近上帝就得信靠利未記所預告的彌賽亞，

憑信心接受這位「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

喝」的耶穌基督裡完全的救恩(約六55)，只有祂才是

通往真神的惟一道路(約十四6)。

挪亞之後的人奢望藉著建構巴別塔來通天(創十一

章)，渴望身體復活的埃及人遂研製木乃伊來保護已

死軀殼，中國歷代皇帝以獨尊天子的特權身分走上天

壇，穆斯林一生期盼往麥加朝聖(如同農曆七月諸神明

般，阿拉被限制在此時此地！)，這些被時空所轄制的

無奈和死路已經被打通，老莊思想中所羨慕的「天人

合一」已經顯明出來了―利未記中贖罪日所預告的新

約大祭司耶穌就是指引通天之路！靠著耶穌，人人都

可以「坦然無懼地來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憐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來四16)！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了一條又新又活的路，從幔子

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理神

的家！並我們心中天良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

洗淨了，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來到神面前。」

(來十19~22)

最近數十年，了解基

督教歷史、基督教

神學和基督教教會的一

個 新 模 式 正 在 慢 慢 形

成。與傳統基督教理念

（聚焦於基督教如何在

西 方 發 展 ） 不 同 ， 這

稱 為 「 世 界 基 督 教 」

（World Christianity）的

新模式，引起人們關注

並 指 出 ， 基 督 教 不 是

（亦從來不是）只屬於

西方；相反，由最初到

現在，基督教一直都是

一個全球性擴展及涵蓋

不同文化的運動。儘管就理解基督教信仰和教會的本

地化歷史表達的「開放」（open-ended）性質而言，

世界基督教有很多值得表揚的地方，但這模式中潛藏

的隱憂―基督教固有的普世性和重要性，應該「獨

特地」盛載世界，正面臨被減弱的威脅。恐怕這是因

為這模式把基督教和其主要的「解放主義」的精神定

型，即優先透過行動主義解決社會公義及和平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趨向使宗教的特色成為無關重要的。

這項新研究的論據是，以世俗化為中心和以歷史

為基礎的德國路德教會的神學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1928-2014），就「開放性」及「獨特

性」主題而言，可幫助世界基督教成為較為平衡的

模式。潘能伯格以末世論的思維為基礎，認為基督信

徒個人如何透過聖靈「開放地」與耶穌基督自身的經

歷、歷史和信息有份，一同「在基督裡」建立教會，

而這教會就是在當代當做上帝「獨特的」救贖「記

號」來預表上帝的天國。潘能伯格思想有著歷史悠久

的角度，本書探討他理解的基督教如何「開放地」融

入新時代和新地域，同時「獨特地」維持與一個古代

根源的歷史連結，而這根源也就是主後381年的尼西

亞君士坦丁堡信條（Nicene-Constantinopolitan Creed）。

讀者如正尋找教會學現況的摘要陳述，以及潘能伯格

如何批判地和建設性地將之納入教會學，相信這書不

會讓大家失望。

An ‘Open-Ended Distinctiveness’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Wolfhart Pannenberg’s Participatory Ecclesiology 
and Ecumenism for World Christianity

作者 溫永勖
中華福音神學院系統神學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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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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收入         二月份支出         二月份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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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6,916   6,378,533            128,383 79,697,838 56,684,016       23,013,822
學   生   助   學    金   11,801,000  1,448,286      400,286  1,048,000   6,565,959   3,827,831    2,738,128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3,800,000       65,000       -18,818       83,818   2,282,230      164,059    2,118,171

合                         計      116,525,204   8,020,202          6,760,001          1,260,201  88,546,027  60,675,906       27,870,121

 興建費用                 二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820,000,000                           2,402,879                          675,353,840   -144,64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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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資訊

線上報名

【2021 學年度華神招生報名】

華神高雄分校2021學年度基礎

碩士於2021年3月10日至5月12日

止，受理國內考生報名。

華神校本部2021學年度基礎碩

士於2021年4月1日至5月1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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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部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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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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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撰寫關於「處境化」和「屬靈爭戰」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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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神期刊╱歡迎您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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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十二期將於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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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徵稿

須知，詳參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網

頁，或聯絡：(03)2737477轉1521、Email：

research@ces.org.tw李傳道。 投稿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