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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研訓中心主任╱莊舒華
日前參加某機構的餐會，會中來了好些福音機構的
重要同工，大家在眾教會面前分享自己機構的異象與
需要，盼望不論在人力或財力的參與上，都能與教會
一同攜手合作。機構分享的異象與工作著實都激勵人
心，但坐在台下的我，心裡卻有個疑惑：「教會真的
有人可以參與嗎？」
這樣的疑惑並非無中生有，而是這些年在神學院授
課與在教會間的走動，在我手中所收到的教會事工分
析，所謂「教會的未來」這群兒少人數都是慘不忍睹
的數字，更遑論在疫情的影響之下，有些大教會更是
有斷崖式的流失。
眾所皆知，台灣的出生率與死亡率在109年度已
經出現「死亡交叉」，而25-44歲的未婚率也上升至
43.2%。1 在這樣的社會趨勢發展之下，教會當如何因
應後疫情時代的牧養挑戰與少子化、高齡化所帶來的
福音策略，都將會影響未來教會的光景。

去頭去尾的青少牧養
有則老笑話這麼說，有個人去菜市場要買吻仔魚，
他跟老闆說要去頭去尾不要內
臟。可以想見這個要求並不合
理，因為吻仔魚一旦照此方式處
理，大概就剩碎屑，不成魚形。
但我們回頭看教會現況，大型教
會也好，中小型教會也罷，我們
時常會陷入「各從其類」的事工
運作，或許是因為大教會活動
多，中小教會同工少，各人只能
先顧好自己手裡的事情，而無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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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看看四周，發現自己事工與其他教會事工到底有
何關連性，以致於我們努力做到流血流淚，卻始終錯
過改變更新的機會。
暑假，正值教會青少年工作最具活力的時刻。一方
面，我們預備環境等候國小六年級畢業生升上青少
契；另一方面，我們設計各樣福音營會與活動，期待慕
道友的加入。這兩方面都是暑假的重點工作，當我們
在其中參與的時候，是否有注意到幾件事情─我們教
會兒童主日學的現況如何？特別是因為疫情緣故，兒童
相對出席聚會更受影響時，有多少孩子如今還在掌握
的穩定名單中？他們可以順利的銜接到國中嗎？有沒有
什麼困難？如果內部的孩子不多，我們就會放重心想要
透過外展福音工作來增加人數。然後，我們就遇見另
一個問題，我們如何接觸到這些慕道朋友？只舉辦一個
營會就夠嗎？營會辦完後，他們就能直接進入教會嗎？
還是我們需要另外預備銜接的環境，能夠讓他們習慣
來教會、喜歡來教會，以致最後願意留在教會？
不論內部的直升銜接或者外展福音的開拓預備，都
非單一的青少年事工部組所能獨立承接，它需要透過
整體教會的事工連結與支援，才能夠被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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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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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16堂人生學》
作者╱吳獻章 (中華福音神學院教牧宣教研究中心主任)

重新思考的兒童事工
面對青少年的前端，就是兒童事工的檢視。然而，
當我們認真去了解兒童事工的現況時，不少中小型教
會的兒童人數卻是心驚。同時，當教會進入校園的福
音工作正面臨困難時，我們或許也當回頭思考，教會
在兒少福音工作上可以著手的地方在何處？
青少年外展工作的黃金期在七年級，一旦錯過，升
上八年級後開始的課業升學壓力，將會促成家長把孩
子送往補習班，而非進入教會被牧養。而國小高年級
生已經提早進入青春期，有時留在主日學反而造成教
學的困擾；六年級生若能避開同時轉換學校與牧養的
雙重改變所帶來的適應壓力，或許提早劃入青少契的
牧養，未嘗不是一件好事。
另外，正因中學生的福音工作困難，與其受限於校園
不得宣講信仰內容，或許應當思考轉向往國小福音工
作進行，在國小學生的課業壓力較小，也較有時間可以
參與各樣活動時，設計一系列的福音聚會，配合成人牧
區行動，讓家長可以帶領孩子一起與教會弟兄姊妹建
立福音關係，特別是社區型的教會，若不急於頃刻就要
收割，透過兒童接觸家庭，反而能有長遠的關係建立。
兒少的福音工作，講求大量持續的佈道行動。透過
每年定期持續的福音營會與跟進設計，吸引社區孩童
的加入，一定會有流失，但也會在當中累積留下來的
慕道友。試想，如果五十個人的活動，經過一段時間
跟進，可以留下五個，連續三年，就能留下十五個，
有了量的增長，才有質的發展。

吸引回流的生產力夫妻
香港教會在檢視增長時，曾提及現今青少年導師的
缺乏，部分是因為社青的斷層，因為社青的流失與缺
乏門訓，使得教會沒有人力投入青少牧養。2 其實，當
我們重新檢視教會現今的人口分布，或許也可以看見
一個兒少人數缺少的教會，大概30至45歲之間的夫妻
人數也是較為稀少。因為這個年齡層的夫妻，正是生
養兒少的主力族群，所以這兩個族群的消長是彼此連
動。先是沒有社青，後是沒有進入婚姻的社青，於是
沒有下一代的孕育與成長。尋回有生產（育）力的夫
妻，是青少年工作的後端需要著力的地方，這也關乎
教會成人的福音工作與門訓牧養。
Y世代的父母特質與前面幾個世代都不一樣，不是照
猪養、亦非照書養，而是透過網路形成社群的共養。
面對育兒這件事情，加上各樣開放的教養與教育機
會，給予父母可以自由按照自己想法來設定孩子的教
養方式；同時，最具自我中心特質的他們，也不會因
為家庭而放棄自己的社交生活，在許多活動的參與選
擇裡，能夠帶著孩子一起，會是優先的取捨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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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教會在經營父母事工時，都將時機放在青少年
階段，然而這時期的父母早已度過育兒的兵荒馬亂，
且已在社會當中有一定歷練與身分，要再配合教會的
信仰教育已屬不易。在現今的世代，父母工作應當要
更超前部署，在新生兒時期就可以開始進行，在新手
父母最需要網路共養的時候，提供給他們處境相仿的
父母支持群體，不論是慕道友或者信徒，都可以在其
中連結，一起學習如何教養孩子，並且在當中建立肢
體關係，讓整個家庭從小就樂意與教會來往，也能在
其中建造基督徒父母的養育觀。另外，當教會規劃成
人的外展事工時，不論是幸福小組或者其他，也當思
考如何接觸未信主的兒少父母，這可能來自於職場或
周遭的親友，讓這群父母可以進入教會，他們的孩子
也容易跟著父母一起來到教會，並且因著父母的穩定
出席而扎根在教會成長。

亡國的危機與挑戰
全球首富特斯拉的創辦人馬斯克在日前曾推文發出
預言，表達日本這個國家若不改善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問
題，最後日本恐怕將不復存在。3 這個推文引起軒然大
波，但也提醒我們，如果國家的長遠生存是如此，教會
又何嘗不是。儘管教會內部可能少子化跟高齡化，但教
會外仍然有許多的兒少家庭正等待我們去尋回與建造。

透過對聖經人物的活潑刻劃，和經文篇章的現代解
讀，加上旁徵博引的名言、見證和事蹟，為讀者
對聖經經文在生活中的實踐開出一條軌跡，增加許多
洞見。
—吳榮滁／浸信會懷恩堂主任牧師

將聖經各書卷中的真理融入主題當中加以探討，充
滿了啟示與亮光，對基督徒的生活來說有非常好
的教導與指引，是一本不可不讀的好書。
—林慶忠／中華基督教行道會聯會主席

在屬靈的攀登之途，想活著就得牢牢抓住神的永恆
真理，與神有嶄新的連結；而想要在其中獲得整
全的生命，吳博士的16堂人生學就不是選修，而是必
修。
—周學信／中華福音神學院教務長

吳獻章老師的教導與所傳講的信息，既是根植於深
厚的解經功夫，又能站立在這根基上，常常針對
時代的處境與議題發出讓人深省的針貶。
—陳志宏／中華福音神學院行政副院長

神學生和傳道人可以在本書找到極度豐盛的神學內
容，所有的基督徒也能夠在裡面找到生命中不同處
境的應用。打開這本書，你就能進入神的宏觀故事！
—陳維恩／Radius Asia跨文化宣教訓練中心總幹事

本書藉著不同的人生課題，使我們得以認識上帝的
慈愛、公義及全能，值得推薦給所有愛慕上帝話
語、渴望活出聖經教導的基督徒。
—張漢業／台北純福音教會主任牧師

讀者很可能會發現，聖經的世界和自己的時空之間
的距離已經消失了。原來，聖經離我們這麼近，
上帝的話語是如此的貼切我們的掛慮、挫折、重擔和
危機。
—黃正人／中華福音神學院舊約老師

雖然談的是「人生學」，但事實上已經在有意無意
之間，幫我們整理了每卷書的核心要義，而且是
用簡單易讀的方式，引導我
們進入生活的應用之中。
—楊錫儒／高雄福氣
教會主任牧師

教會一方面當從內部強化門徒帶領的牧養與銜接，
一方面應當積極思考外部福音工作的開創與跟進。若
我們繼續將眼光與力量縮限在日常例行性的工作上，
那麼不久的將來，不論是創立多久的教會，都將面對
攔腰折斷的危機，如同馬斯克對於日本的警告。然
而，若我們在這個危機上願意審慎面對，從教會整體
的事工來規劃與擬定策略，從年輕父母的需要一路延
伸到青少年父母的福音工作，從新生兒的關係建立、
兒童外展的長期跟進，然後到青少年的慕道決志與門
徒帶領，生生不息的福音外展與門訓，將會幫助教會
在未來的世代挑戰裡得以有力量束腰站立。
「每個世代，福音的門開放的時間都很短暫。上帝
會給時機，過了那個時機，傳福音就難了。」4 現在，
讓我們將眼光暫時從日常的例行性離開，一起坐下來
好好檢視教會此刻的困境與需要，面對後基督教與後
疫情世代的挑戰，求神幫助我們按著教會的特質與能
力，得以回應與更新。
注釋：
1. https://gotv.ctitv.com.tw/2021/09/1886859.htm
2. 蔡元雲，〈如何牧養這一代不斷流失的青年〉《處境劇變下的
牧養更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港：香港教會更新運動，
2016年，初版。頁109。
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509/2247415.htm
4. 張文亮，《上帝手中的墨水筆－解經王子摩根》，新北：校園，
2022年，初版。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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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期能幫助學員掌握聖經敘事文的詮釋與宣講方

【華神五十屆畢業典禮圓滿結束】

式，傳揚合乎聖經的講道。

中華福音神學院第五十屆畢業典
禮暨畢業生差派禮已於6月25日下

宣教博士科

午2時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順

7月4-7、11-14日「赴華宣教史與當代跨文化差傳」
由袁瑒博士授課，從中國歷史、教會史以及當代差傳
議題探討華人宣教領域的各項議題；7月18-22日「身
分認同與宣教」由林大衛牧師授課，從社會學、哲學
與神學的角度探討身分認同與他者之間的關係，透過
理論與實例，論述身分認同與宣教的意義。

利舉行，因疫情關係，畢業典禮以
實體頒證與線上觀禮方式進行。今
年畢業典禮特邀台灣神學研究學院
系統神學教授、基督教研究智庫
理事長林鴻信牧師證道，講題為
「結束就是開始」，經文是列王
紀上十九章11至19節。本屆畢業
生：博士科四位，神學碩士科三

【華神期刊－歡迎您來投稿】

位，基礎碩士科四十三位，證書科六位；延伸神學證書
科三十一位，結業生兩位。典禮當天由戴繼宗院長主
禮頒證，為所有畢業生送上祝福、禱告與差派；願主引
領應屆畢業班同學，踏上為主服事的道路，榮神益人。

【圖書館暑期開放時間與服務異動】
本院圖書館自6月27日至9月11日止，開放時間異動
為：週一至週五9:00～16:00（中午12:00-13:00暫停
借還書服務），週六及週日休館不開放。自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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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十三期將於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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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Email：
research@ces.org.tw 李牧權主任。

期刊投稿

起，本校全修生、選修生、學生眷屬及同工等借書期
限跨越暑假至9月16日還書。若外借書為111學年上學
期課程指定用書時，本館另行通知儘早歸還。

【邀您一起做環保】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最新課程】
教牧博士科
7月11-14日「教牧倫理」由周功和牧師授課；7月
19-22日「聖經文體的釋經講道(一)： 敘事文、論說
文、比喻」由 凃 偉文、劉加恩、孫寶玲等等師長授
課；7月26-29日「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由陳志宏、
林大衛等兩位牧長授課，「聖經文體的釋經講道」系

為響應環保，也減輕昂貴郵
資之負擔，敬請華神之友以電
子郵箱取代紙本之寄送方式。歡迎將您
紙本院訊上所印之姓名、地址、編
號及個人之電子郵箱E-mail至
info@ces.org.tw，我們會於下
月起以此方式寄送。謝謝您
的協助！

列課程內容採取文學釋經的角度來解析聖經中的敘事

2021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1年8月1日～2022年7月31日
項

目

經常費
累積數

單位：新台幣

預算數(兩校)

5月份收入

5月份支出

非經常費收入

非經常費支出

146,461,000

4,297,510

9,482,209

─

10,000,000

-15,184,699

67,747,187

106,572,208

1,295,343,743

58,896,404

1,197,622,318

本期餘絀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124099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34-1306517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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