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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參透屬靈奧秘？
誰有基督的心？

▓黃正人╱專任老師

「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保羅對哥林多教會這樣說（林前二6）。
這一句話顯然是因為在前一段的論述中，保羅使用了一些負面的口氣來談論當
時哥林多教會所崇尚的智慧。在接受福音這件事情上，保羅一方面質疑智慧的功
能：「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不認識神」（林前一21）；另一方面他看出神有一
種特殊的安排：「神就樂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理，拯救那些信的人」，「神卻
揀選了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林前一21，27）。保羅因而也試圖讓
自己呈現福音的焦點和方式與神的安排相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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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林前二1-2）。保羅承認十字架的道理是「愚拙
的」，許多人不要聽，覺得講不通。也因為如此，接受福音的信心就不會來自於
「智慧委婉的言語」（林前二4），而必定是出於「神的大能」（林前二5）。在
此保羅似乎要從與福音會遇的過程中把人的因素淡化，甚至排除。這時，他的語
氣似乎帶著「反智」的意味。
使用「反智」的口氣，保羅肯定不是孤單的。人的因素（智慧、性格、才能、
毅力、努力，等等）和神的預定、揀選、旨意怎能相提並論呢？一旦相提並論，
必然是大幅被比下去了。因為「耶和華使列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念無
有功效」（詩三十三10），所以我們的服事「不是依靠勢力，不是倚靠才能」，
而是倚靠神的靈方能成事（亞四6）。
但是在正典的基礎上，「智」一定是「反」不成的。在新、舊約聖經中，「智
慧」都是重要的正面主題。舊約的箴言催促我們尋求智慧如「尋找銀子」，又如
「搜求隱藏的珍寶」（箴二4），新約的雅各書也鼓勵缺乏智慧的人向神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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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這樣的禱告一定會得著（雅一5）。當「智慧」
一詞在聖經中出現時，絕大多數是帶著被珍惜、被鼓
勵、又帶來正面結果的意義。保羅自己也看重智慧，他
用「諸般的智慧」傳揚福音（西一28）；而歌羅西教會
不但要用「各樣的智慧」來存記「基督的道理」（西三
16），也要「用智慧與外人交往」（西四5）。因為智
慧是神所造世界中的普世性價值；我們在神所創造的
天地裡，尋求神創造的法則跟次序，並試圖在生活中
用一種與創造的次序和法則相合的，也就是和神賜福
的本意相合的，方式去過生活、作決定，這就是智慧。
在什麼情況下，本該被尋求的「智慧」需要被「壓
制」？保羅在處理哥林多教會內在的紛爭時，就看到
了一個這樣的情況。他擔心「智慧」被誤判為信心
的根基（林前二5）。當智慧與人的驕傲結合在一起
的時候，當智慧的展現是為了人的目的和榮耀，並且
建構起自以為是的體系和價值觀。當人開始一點一點
地把成功都歸給自己，當人開始吹噓自己因為擁有智
慧而帶來成功，當人開始「販賣」方法、迅速上手的
祕訣、成功的策略。「智慧」不知不覺地成為根基和
倚靠時，觸動了福音的顛覆性，保羅因而使用了「反
智」的口氣。
看似「反智」，其實是顛覆。福音（「十字架的道
理」）不是要壓抑或反對智慧，而是要顛覆人的自
大，顛覆人的自以為是，顛覆任何一個我們可以拿來
誇口取代神說：這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努力、
我們的團隊、我們在主面前的成熟、我們過去的經
驗。從人的角度來看，這些因果關係也許可以相當貼
切地說明、解釋現象，但是在福音的本質中，「十字
架的道理」顛覆了這一切的理解、評估、比較；這些
都不是，唯有神的揀選和祂的榮耀是。這也就是因信
稱義的原則。我們信了耶穌，難道不要竭力追求認識
主嗎？要的。難道不要努力的活出基督嗎？也是要
的。而當我們確實有所成長時，我們懂得原來這一切
都是出於神的揀選恩典，原來這一切是為了祂的榮
耀，原來這一切都是因為祂的保守和憐憫。但或者我
們不懂，而開始歸功於我們自己的敬虔或恆毅，那麼
就成了福音所顛覆的對象。
又或者當我們藉著聖靈入了福音的門，以後又開始
用我們的「智慧」來衡量神的恩典。我們用病得醫
治，用我們的困難被除去的速度和方式來代表，甚
而等同於，神的同在。這時，福音的顛覆性（或，十
字架的愚拙）正等候著我們。禱告似乎「不再蒙垂
聽」，疾病沒有「得醫治」，而憂鬱也沒有被挪去。
神不見了嗎？祂不再祝福了嗎？祂向我們變臉了嗎？
也許，面對福音的顛覆性，我們要學習的，是不用自
以為是的眼光和條件去衡量神的「心思」。當時的哥
林多教會中用來衡量、揣測、甚至於等同，神「心
思」的諸多方式彼此競爭，使教會陷入紛爭。面對這
種情況，保羅並不打算仲裁，他訴諸福音的顛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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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保羅還
是必須恢復「智慧」在正典中的意義，特別是在愚拙
的十字架裡的「智慧」。這並不是如何交到好朋友，
經營好婚姻，順暢地規劃生涯，或者做好小組長的智
慧，而是一種稱為「隱藏」的智慧；這種智慧沒有辦
法透過聆聽、觀察、分析、歸納、冥想來學到（「眼
睛未曾看見，耳朵未曾聽見，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林前二9）。這種隱藏的智慧使我們有分於「神的奧
秘」（林前二7）。關於這種智慧，這世上有「智
慧」的人（「有權有位的人」，林前二8）是不知道
的，否則他們就不會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在此，保
羅把智慧和十字架緊緊連在一起。
一個人必須經過十字架，才會知道這種隱藏的智
慧。如果有人對「神的奧秘」大有熱誠，但是對十
字架沒有興趣，四十天的禁食可以帶她／他進入這奧
秘嗎？連續一週的異夢呢？或是在圖書館裡沉浸二十
年？在某些宗教也許可行，但傳道書的作者說他自己
沒有成功。而就保羅在這裡所說的，如果他們真懂得
這奧秘，就不會這樣理解、對待基督耶穌的十字架。
這似乎就是說，基督耶穌的十字架是神奧秘的唯一
入口。我們已經經歷到十字架使我們與神和好。我
們原來與祂為敵，因為耶穌釘十字架，罪得赦免，
得到和睦。就保羅所說，十字架不只使我們與神和
好，更讓我們進入了神的奧祕，使我們得著「基督
的心」（林前二16）。神在十字架裡，把祂的「心
思」向一個願意經歷十字架的人開啟，允許我們知
道祂在「想什麼」，因為我們有了「基督的心（νοῦν
χριστοῦ）」。
但是這只能透過十字架。一個稱為基督徒的人已經
經歷了十字架的呼召，洗淨。但不只是這樣，十字架
開啟了無止盡的深度。耶穌呼召門徒背起十字架來
跟隨主，保羅也催促教會把自己的舊人釘死在十字架
上，與基督同死。在當時的哥林多教會中，諸般「智
慧」互相較量，誰能「勝出」呢？誰的神學知識豐
富？誰的禱告工夫大？誰的奉獻深？誰與聖靈更相
通？誰真的有了「基督的心」？教會的紛爭所暗示的
是成長的瓶頸，保羅呼喚這個正在頸口的教會，經由
十字架來進入隱藏的智慧。
我在神學院二年級時，在當時所參與的教會中帶領
查經。有一次在聚會中有一個信主不久的姐妹提出關
於「三位一體」的問題，期待一個簡單而清楚的解
釋。我顯然是讓她失望了，她對我「模糊」的解釋很
不滿意，而我只好告訴她在教會歷史中實在找不到她
所期待的「清楚」解釋。她不死心的繼續追問惹動了
我的火氣，我最直接的意念是比較：我基督徒的「年
資」，我對聖經的熟悉度，我神學院的造就，還有在
場弟兄姐妹們的支持和信任。要「比劍」嗎？她怎麼
爭得過我呢？就在我打算循著這個模式解決爭端時，
在我裡面同時有一個質疑的聲音冒出來：你聖經這麼

熟，在教會裡那麼久，又念了兩年的神學院，為什麼
仍然沒有辦法妥善回答一位初信主的姐妹最基本的信
仰問題，以至於要到「兵刃相見」的地步？當下我警
覺到了，我正在面臨一個十字架的功課，這個警覺使
我的火氣消退，雖然仍是滿懷的挫折。

深，或多「秘」，是很難說明的。保羅在此只作了
幾點提示：在這奧秘中，我們領悟神在萬世以前的安
排（林前二7），我們感受到被愛的榮耀（林前二7,
9），我們分享了一種獨到的眼界（「屬靈的人能看
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了他」，林前二15）。

「基督的心」，和十字架是分不開的；有，或沒
有，這種隱藏的智慧，完全取決於如何回應「十字
架的愚拙」。當一個人懂得說：「我已經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
著」（加二20），她／他已經在神的奧秘裡了。這
可不是一種尋常的洞察。保羅說，如果不是聖靈的工
作，沒有人懂得講這樣的一句話（林前二10）。如
果不是聖靈的工作，沒有人懂得用這種態度來回應十
字架：看見自己與基督一起釘上十字架，又把十字架
放回到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中。這樣的回應，引導著，
甚至是催促著，一個人進入神的奧秘。這個奧秘有多

關於這最後的一點，意思並不容易掌握。一方面，
保羅所要強調的，也許不是基督徒對於這世代的各種
現象擁有特殊的覺察或解釋能力，而是基督徒對於在
這世代的各種現象背後掌管之神的認識和信靠。另一
方面，一個有「基督的心」的人，很難再只用「自己的
心」來掌握、衡量、決定自己的生命，不但是別人「看
不透」，連他／她自己也「看不透」了。就在我們信靠
神在萬世以前的安排時，我們也失去了「看透」自己
生命的可預測性。在基督耶穌的十字架裡有了「基督
的心」的人，誰知道她／他將會如何變化呢？

書名：跟著聖經去挖寶
作者：吳獻章╱中華福音神學院舊約教授

人教會有過「反智」的傳統：認為神學無用，神學院畢業生
的批評性太高而生命膚淺。也有「擁智」的偏頗：各式各
樣領域都冠上「神學」一詞，以哲學方法來治神學，與生活抽
離，難以應用，更遑論幫助信徒生命成長。吳老師這本書，正
是以深入淺出的筆觸，把神學與教會生活、靈命成長，融會貫
通地呈現在讀者眼前。
──張宗培╱中華福音神學院院牧

華

書中，你會看見神正是那位與我們立約、說話的神，你也會
發現《聖經》中隱藏的寶藏，並且能夠將神的話實際應用在
你的生活中。讀完這本書，你會更深地明白上帝對人類的啟示與祝福，你也會很清楚如何去遵
行神的話……進而使神的心意能夠成就在你的身上！
──劉群茂╱士林靈糧堂主任牧師

在

論是在聖經的教導、在對世俗價值觀的反思、在神學亮光的啟迪、在牧養關懷的心腸、在建
立教會的洞見、在生活與職場上的實踐勇氣……都充滿了他寬闊的國度視野，將新舊約聖經
融會貫通起來，不斷提出如何繼續往前冒險的思想熱情與天國志趣。
──莊育銘╱淡江教會主任牧師

無

一篇文章除了試圖釐清、端正信徒的價值和信念外，也重新恢復我們與神的關係，無論就知
識或靈命的角度，都值得細細地咀嚼與品味……他急切地鼓勵每位基督徒一同《跟著聖經去
挖寶》，回應天父上帝對神兒女的邀請，讓我們可以更靠近祂一點。
──蔡志堅╱美崙浸信會主任牧師

每

最簡單的事上沉思再沉思，這一本好書就會為你我打開一扇窗戶。這種學習將不再止於摹仿
某些事務的表象，而是掌握技巧與方法。這會開啟你的內在，深深明白這是神要你做的，你
會開始熱愛你的服事與羊群。
──陳明正╱石門浸信會主任牧師

在

於正在面對多元文化衝擊的第一線教會牧者來說，吳獻章老師的新作「跟著聖經去挖寶」，
無疑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牧會現場最需要的寶典……身為一個青年牧者而言，這本書我是一邊
讀心中一邊吶喊：我們等這一本書等很久了！
──柳子駿╱台北復興堂主任牧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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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蕩可愛，謙謙君子

懷念
白培英長老

▓華神第七任院長╱蔡麗貞
白長老是難得平易近人的長輩，正直坦蕩，謙謙君子。初次近
距離見面就大方向筆者索書，直白承認是拙作的粉絲，且反覆閱
讀並認真回應，他國學好又細心，之後筆者的書都讓他先校稿，
我們成為忘年之交。晚近出版的書《你在何處牧羊》還特別叮
嚀：「此書出版時，序中請別再提我的名字，因我也是很低調的
人，像妳一樣。倒是妳文中提到在加拿大偶然買到的斑彩石，下
次見面時能帶來一睹，於願足矣！」令人莞爾。他也是筆者首未
見識在Line中使用可愛圖檔的長者，赤子之心未減。

▓編輯室
已故華神前董事會主席白培英長老，一生對台灣社會貢獻良多，對教會
界的影響也是貢獻卓著。白長老曾任中華民國財政部第19任財政部部長，
對社會的貢獻不容否認，白長老除了在專業領域上造福國家，也甚為關心
神國度發展的需要，他曾擔任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董事長、也是GOODTV好
消息電視台的重要創辦推手之一，被主接走前，仍擔任中原大學董事長一
席，一生為主擺上，為主所用，忠於使命。

白培英
1929年3月30日－2021年4月24日

2000年華神創校董事會主席吳勇長老安息主懷後，白長老接任董事會主
席一職直至2011年，交棒給現任董事會主席沈正牧師。白長老擔任董事會
主席十一年間，積極推動八德建校及教育部立案之事工，分毫不取，盡心
盡力，為華神打下美好且重要的基礎；從吳勇長老到白培英長老，他們的
委身與勞苦，對華神的奠基與發展，至今仍帶來正面的影響。
去年華神五十週年校慶，白長老透過影片祝福過去
五十年間有份參與建造這所學校的師生同工們，
也惦掛著華神立案後的新景象，更勉勵華神未
來要堅持裝備神國精兵的任務，完成福音大
使命；縱使拍攝當天白長老身體欠佳，但面
對鏡頭仍是字字鏗鏘，把心中對華神的感
動與祝福娓娓道來，宛如父親對兒女的溫
馨叮嚀，既親切又語重心長，更是說明退
位多年後白長老依舊心繫華神。
華神院訊編輯室特別精選幾張白長老
擔任董事會主席時的照片，略述白長
老在過去十一年間為華神帶來的
貢獻，以及帶領華神進入新
時代，邁向全新一頁的歷史
軌跡。再次感謝白長老對
華神的付出，他的一生為
人是後人榜樣，讓我們同
悼這位忠心僕人的擺上。
也願主親自記念與悅納
祂僕人一生的擺上，作
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在天上永遠記念，願
一切榮耀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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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長老卸任董事會主席與董事會成員合照留念
老卸任董事會主席與董事會成員合照留念

2004年白董事在華神崇拜曾見證其妻子過世前後，對神加諸夫
人身上的病痛與折磨，充滿埋怨與氣憤，信心幾乎搖動，彷彿C. S.
Lewis在《卿卿如晤》一書中對神的不滿與指控。白董事願意在神
學生面前誠實剖白，令人感動，也聽說在教會講台數度為妻子過
世哽咽。筆者曾陸續介紹白董事讀楊腓力幾本著作，基督的恩典
福音永遠提供人出路，總是給人機會的信仰養分，讓我們成為主
裡同工與密友。如今應慶賀他回天家，與所愛的妻子團聚。

白長老任內推動華神建校立案，圖為購地簽約儀式

2014年七月筆者就職院長的第一個月，白長老郵寄一百萬支票
給筆者轉交財務處，作為擴校奉獻，也當作是給剛上任的菜鳥院
長的業績與鼓勵，真是細膩用心。之後多次大額奉獻擴校，包括
其家族，感謝這位已卸任的董事長對學校的關愛與照顧。
我們多年養成的習慣，每半年一起用餐，在寒暑假或歲末節期

立案初期，白長老協助華神與政府相關單位溝通

時，彼此輪流帶對方到新發現的美食餐廳餐敘，並交換小禮物做
為生活的小樂趣。隨著擴校進度益發緊湊、校務忙碌疲累時，白
長老已經體衰且重聽，筆者不忍再增添其重擔，總是分享生活中
的趣事，Line搞笑的圖文來娛樂、騷擾長者，他稱是「快樂的騷
擾」。
2020年九月帶著企劃處同工去採訪他，為華神五十週年慶錄
影，他剛做完免疫治療，瘦削嶙峋，仍侃侃而談當初擴校因由
與購地經過，頭腦口齒都還流暢清晰。這些紀錄都是學校
寶貴的資產。

白長老參與推動福音磚認獻擴校募款

筆者長年擔任師長、輔導與行政職，身旁有可
信賴的屬靈長者陪伴關照，無論是暢談信仰或分
享生活樂事，真是莫大祝福！ 也提醒自己
「常在神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憐憫，直到永生。」
董事會為白長老慶祝八十歲生日

老為華神 週年校慶拍攝影片 送上祝福
白長老為華神50週年校慶拍攝影片，送上祝福

5

的，例如台灣的文化有民族言語的獨特性；第三層與
家庭和社群有關；第四層就是個人的特異性。對美國
人來說，他們的活動比較著重在是第四層；但是在世
界很多地區，他們比較著重在第三層，因為他們是比
較集體主義，比較著重在社群和家庭。

第一層：人類普通性（共性）

史考特
▓

第一、我們都擁有上帝的形象，然後我們通過耶穌
基督來親近神，但是也需要通過上帝的各式各樣的驅
使。首先我們是物質的存有，我們有身體上的驅動力
和需要，例如，我們需要吃喝和呼吸，但是我們不止
是物質身體的存在。

莫羅
•
美國惠頓神學院跨文化研究教授、學務長
╱

所謂福音處境化，就是把福音放在一個人類的文化處
境裡面來理解。而處境化又有三組交界點：福音的傳人
（gospel-bearer）、文化（culture）和福音（gospel）。

一、福音
首先，到底什麼是福音？我不想把它變成化約主義，簡化
成五個字。第一個字是耶穌，福音是從耶穌基督開始，但耶
穌也不是一個普通的人，祂就是彌賽亞，是基督。我在基督
前面加了一個英文的定冠詞，因為對很多美國人來說，他們
以為Christ（基督）是耶穌的姓，他們不曉得後面其實是一
個頭銜。福音把它簡化成「耶穌那一位基督祂是主」。當
然，只是這幾個字，你就可以有一系列的講座把它一步一步
的講解，但是祂要確實在第一個人類和族群中展開，祂是時
空的主。福音要求我們要降服於耶穌基督這位主。這樣我們
就精簡地講到了福音。

二、文化
第二就是文化。文化是指人們活在系統中，是引自很著名
的文化人類學家宣教士赫伯特（Paul Hiebert），有個人體
系（personal system）、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屬靈層面（spiritual system ）、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生物體系（biological system），還有物質層
面（physical system）。我們就活在這系統中。在談處境
化時，比較著重在兩個藍色的社會和文化的體系。

第三、我們也是一個社交性的活物，有關係性的驅
動力和需要。在社交媒體或網絡發展之前，我們大部
分都是面對面的互動，但是我們現在都透過社交媒體
與人連結，整個的樣貌都改變了。
第四、我們是一個有道德性的活物，我們的驅動力
和需要就寫在我們的心上，通過我們的文化表達出
來。我們就是活在這文化中，成為父子、母女或兄弟
姊妹，人倫關係在台灣是比較建基在儒家的教導上，
我不是把儒家當成一個宗教，我是比較在人倫制度來
看。我成長的過程，從來沒有聽過孔老夫子教導的五
倫，因為在我的成長環境中，從來沒有人教導要怎樣
做一個好弟弟，怎樣用他的學說做一個好公民，但每
一個社會，都有一個倫理準則，是非對錯。
第五、我們都生在罪中，並且生來就充滿了各樣的
破碎。我們的動機常比我們口中所說的更深層。我即
使是活在孔子這麼好的教導下，我也沒辦法表現出天
上的模範。
第六、就是我們可以被上帝的恩典改變。以上這六
點，是簡介人類的普通性，無論在哪裡也可以看到。

三、福音的傳人

文化分層的深入探討

什麼叫福音的傳人，就是你和我，因為我們承接了這福
音，然後帶著它跟別人分享，所以當我們在從事基督教活動
的時候，其實就在分享福音。

文化是有分層的結構。從第四層開始，一個人有
靈、魂、體，一元論、二元論或三元論，我們留給神
學家思考，因為在舊約新約其實從一元到三元都有提
到。當然這個模式也有它的限制，因為只看到個人，
沒有看到群體的關係。我們首先綜觀文化中設立的各
樣制度，然後才詳細說明。

文化分層
文化不只是幾個系統的組合，它同時也是有分層的結構。
從第一層來看，文化有人類的普通性；第二層是和民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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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們是會思想的受造物，有心理的驅動力和
需要，我們被創造在關係當中，但是文化卻規定了我
們怎麼樣進行人際活動，我們需要被接納，也需要被
饒恕。

傳福音者融入在文化體系中
關聯（Associations）
我們是跟人彼此連結，第一個連結就是出生的家
庭，現在你在神學院，並不是說台灣所有人都來華神
讀書，所以我們講到association必然是講包容了誰，
排擠了誰的一個現象。例如上個月我參加了一場畢業
典禮，當他們畢業走過講台之後，就會進入校友會，
校友會就會跟他們保持聯繫，因為校友常是最慷慨地
捐助母校，他們參與捐助，就進入第二個面向：交換
的體系。

交換（Exchange）
人在一生中都會累積很多的資本，例如財產。財產
有些是可見的，有些是不可見的，不可見的有社會財
產和社會地位等等。資本可以被看成為一個人的面，
社交面、屬靈面、財務面、宗教面和體制面。

學習和教育（Learning）
第三個元素是與學習和教育有關的，例如華神是一
個教育的機構，有正規教育的部分，預備大家進入事
奉，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正規課堂式的教育之外，還有
在週末或本身就是一個服侍當中的傳道人，你有一個
輔導或是mentor（導師），有可能是高年級的學長、
老師或教會牧師，我們稱之為正規的教育。非正規化
則比較多談到社會化，例如你聽老師在上課前的禱
告、各自的小組禱告、或者在一起吃飯的時候，這些
都是非正規的教育，在當中耳濡目染，學習做一個牧
者，你周遭的人都在無形中示範怎樣做一個好的牧者
或是有道德的牧者。你可能根本沒有想過，但是你已
經從事處境化的時間。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讓大家看
見，其實每一個人都正在進行福音處境化。

機構（Organizations）
最後是機構，同樣以華神作為例子，有一個架構性
的，上面每一個課程組織的處長或領導，有董事會、
院長、還有其他各級的幹部。也許在架構上看來和美
國的神學院的有點相似，但是想法和背景有不同的地
方。機構內當然有領導、有跟隨、有團隊、有自律，
最好也有合一。不管這四個的哪一個面向，架構都反
映了文化的價值。我們下次再深入分享。 （待續）

（編註：本文為2021年4月19日華神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處境
化：給整全教會的整全福音」第一堂專題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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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華神招生】

【2021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線上重溫】

2021學年度華神校本部有81位

由美國惠頓（Wheaton）神學院的跨文化研究教授

考生報考，高雄分校有9位考生報

史考特•莫羅（A. Scott Moreau）主講，一連三天的

考，神學碩士有8位考生報考。五

「2021 林道亮紀念講座－處境化：給整全教會的整全

月29日舉行高雄分校筆試；六月

福音」於四月21日圓滿結束，吸引四百多位弟兄姊妹

3日舉行校本部基礎碩士國外考生

線上、線下參與。

筆試，六月5日舉行校本部基礎碩
士國內考生筆試，六月7日舉行神

如您錯過本次講座，可至華神官方YouTube

學碩士國內外考生筆試；；六月

頻道「中華福音神學院影音頻道」，免費重

11日舉行高雄分校口試，六月29

溫三天講座完整內容。

講座錄影重溫

日及六月30日舉行校本部基礎碩
士口試；七月5日舉行神學碩士口
試；六月18日公告高雄分校錄取名單。七月13日公告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最新課程】

校本部錄取名單。敬請考生留意時間，有關詳情請上

教牧博士科

華神網站。招生相關事宜請洽：校本部03-2737477 分

七月13-16日「教會建造藍圖、策略與教會文化塑造」

機1372，E-mail：admissions@ces.org.tw；高雄分校07-

由王貴恆、楊寧亞、張宗培、柴子高等牧長授課；七

3453213 分機22，Email：khc.admissions@ces.org.tw。

月20-23日「合乎聖經的講道」由劉加恩、凃偉文、吳
榮滁等師長授課；七月27-30日「福音策略與動力」
由張復民、王睿、張振華、陳美萃、何有義等多位牧

【校友大會活動取消公告】
2021年華神校友大會原訂於六月7日（週一）上午
9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假華神八德校區大禮堂舉
行，主題為：「神學院沒教的事情－服事之路不孤
單」，因近日疫情升溫，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次活
動將取消舉行，敬請留意。

長授課，本課程內容研討教會如何訂定福音策略，有
效地傳福音得人。幫助服事主的工人開闊心
胸、眼界，幫助教會領導者，充分掌握如何
帶領及推動教會福音事工。

教博課程詳情

宣教博士科
七月13-16日「主工人關顧」由焦如品、王鈴惠、陳佩

【華神四十九屆畢業典禮—「打開約書亞的工具箱」】

英等老師授課，認識教會和差會如何進行關顧及相關

中華福音神學院第四十九屆畢業典禮暨畢業生差派

議題，並有實務操練；七月19-23，26-30日「認識信

禮訂六月26日下午2時，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

徒歸主的本質」由Dr. David Greenlee授課，了解從不同

行。本次特邀浸信會懷恩堂主任牧師吳榮滁牧師證

信仰處境歸主的歷程和轉變，提升拓殖和宣

道，講題為「打開約書亞的工具箱」，經文是約書亞

教的事奉（兩週晚間上課，若政府防疫入境

記一章1-9節。詳細內容請見八月院訊畢業專刊。

管制措施鬆綁，則採一週全天現場上課）。

宣博課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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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收入

四月份支出

四月份餘絀

94,914,089
13,066,143
2,559,720

69,933,480
4,949,081
1,529,633

24,980,609
8,117,062
1,030,087

110,539,952

76,412,194

34,127,758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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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327
5,933,386
98,700

7,171,317
588,364
1,313,944

-3,514,990
5,345,022
-1,215,244

合

116,525,204

9,688,413

9,073,625

614,788

計

興建費用
擴

校

基

金

師

資

培

育

單位：新台幣

109學年度
累積收入

四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109學年度
累積支出

累計餘絀

與目標需求差距

-143,781,575
820,000,000
370,920
676,21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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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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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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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