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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老師／何世莉

基督教系統神學家論到上帝賜給人類的恩典有兩
種，分別為一般恩典與特殊恩典。在此我想採用這兩
種分類標準，談談基督徒的神聖呼召。
所有的基督徒都有來自上帝的一般呼召，成為耶穌
基督的見證人（太二十八16-20、徒一8）。這一般呼
召對於自稱為耶穌門徒的每個人而言，無一例外，就
是見證耶穌基督，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透過言語重
述、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受苦、死亡、復活並且再
來事蹟的意義。在成為耶穌基督見證人的前提下，特
殊呼召是基督徒以特定的方式，履行一般呼召。如此
的特殊呼召，取決於當下基督徒在社會與歷史上的特
定地位與所處的文化。同時也和蒙召者的家庭、經濟
與教育背景、個人特質、興趣與恩賜、特殊機遇，以
及所處的人生階段息息相關。
華神的神學生們是一群享有特殊資格的基督徒，因
為他們在人生的旅程中，被呼召進入一個特別的職涯
成為聖職人士（傳道人）。這樣說來，特殊呼召的意
義就是「為一項特殊任務，特定安排某些人事物」，
類似於ㄧ般工作職場上常常提到的「專案小組」（task
force）。因此，歸屬於華神教育部之下的神學生、除
了受正規與非正規的神學訓練，同時有用兩年時間撰
寫論文的特別機會，這悟性訓練應當被視為從上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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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特殊機會。以此類推，舊約聖殿的三層設計與相
關意涵，分別為「至聖所」、「聖所」、「院子」，
那麼我們可以說悟性訓練是一種漸進地親近真理的上
帝的呼召。並且，豈不是知識與其衍生概念的另一個
術語是叫做「兩者產生親密關係」嗎？

追求上帝的真理
撰寫論文是關乎追求而發現屬上帝的真理，也就是
試著對上帝，對人類，與對受造世界之間有真實的描
述與認識（箴二十五2）。以上命題陳述的前題是上
帝是真理的主。
現代人在網路科技資源繁多以及傳播快速的處境
下，對追求真實的描述人、事、物變得比前一代更加
容易。不過不幸的是，網路上這些描述可被比喻為一
大籃草莓。如同一籃草莓混合了好壞草莓，線上資源
提供的各式描述也是好壞參半。不可否認在網路上，
存在著事實的描述與認知、但也存在著不少的意識型
態的標語、片面膚淺的知識、未經驗證的個人意見、
混雜虛假認知與詭辯，卻宣稱為真實並全部。
於是，在產量豐富，但品質各異的資訊與知識中，
撰寫論文的訓練變得比從前更加重要。這是極佳的學
術訓練，使用我們現有等級的理解能力與技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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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as God's Home】

【華神學前靈修會】
有限的資源，辨別知識的真與假。撰寫論文的目的，
就是為了避免自己被虛假、片面、膚淺、稍縱即逝的
思想所騙或被誤導。不僅如此，個人親自積極的進行
研究，較能確保產出的知識全貌，使自己更具有說服
力提倡該知識。如果缺乏謹慎、具批判性的研究，我
們就只能傳遞關於上帝、人類與世界的假知識，甚至
對教會帶來傷害。
辨別真假，實際上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還要困難。這
個過程需要十分專注、深入且嚴謹的閱讀與思考。然
後藉由了解各樣的資訊、想法與論述，進行可靠的分
析與綜合。我們必須挑戰自身定見（偏見）的材料，
願意重新審視我們鍾愛的價值觀，讓聖靈顯露我們隱
藏在內心的自私意圖。撰寫論文可能促使我們質疑，
甚至放棄我們之前所認知的錯誤信念，才可能獲致真
知識。這個過程需要我們投入專注力，並且不讓社交
媒體成為分心的外力。神學生的任務之一就是透過上
帝所賜的聰明悟性，以辨別真偽來服事上帝。

藉由上帝的道德倫理完成
如果目標是追求真知識或真理，那麼實現此目標的
倫理過程也必須是合乎真理的。在達到真知識的經過，
我們需要呈現我們真實的研究並且真實地進行寫作。
喬丹 ․彼得森曾說，「言論的自由先於良心的自由
或人類思想的自由。」在當代，捍衛言論自由是十分
常見的。很不幸的，不少的言論屬於荒謬的產物。這
些荒謬思想，可說是指「各樣的計謀，各樣自高之
事攔阻人認識上帝」，並且玷汙了思想的領域（林後
十5）。論文撰寫促使學生思考並產出認識上帝的思
想與論述。同時，這過程要求學生將抽象的概念，以
他人可理解的語言寫下來。這促使學生需要自己先對
該想法有清楚的認知之後，才能表達與傳講。簡單來
說，寫作與傳講兩者都是訓練學生將想法以有邏輯、
有根據，並且清晰傳達必走的途徑。寫論文需要勤
奮、耐性與努力，因為這件事不容許思想上的懈怠，
也不允許任何捷徑。
按倫理的角度而言，在這樣的學術鍛鍊中，不容許
我們抄襲、斷章取義，也禁止我們規避難題而轉移焦
點，操弄資料、歪曲論述，甚至故意曲解資料內容只
為達到想要的結論。最近台灣社會常聽到這些醜聞，
希望華神的神學生不落入這試探，因 目標將決定過
程。事實上，只有以誠實的態度撰寫論文，才可期待
我們在日常生活與服事上也是誠實。

為上帝的榮耀所激勵
撰寫論文的驅動力，是為了欣賞與彰顯上帝榮耀，
並將榮耀歸給上帝，而非給自己。缺乏道德規範的論
文寫作，必然導致傲慢自大。正如有些基督徒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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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裕、美貌、名聲或社會地位自吹自擂，撰寫論文
的我們也容易墮入傲慢自大，因為我們比起其他人擁
有更多的知識。
但是，如果我們撰寫論文是以彰顯上帝榮耀為起
始，我們的動機就會從想要成為知識分子，轉變為謙
卑服事主。當論文寫作是為了履行上帝託付的呼召，
後續的滿足畢業要求、取得學位、取悅指導老師等，
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結果。否則，撰寫論文就失去其神
聖性，落入世俗事務的範疇。
在賽第爾格斯（A.G. Sertillanges）的著作《理智的生
活：它的精神，條件與方法》，他明白地主張：「每
個真理都是實際的，每個真理都有拯救的力量。」這
呼應了耶穌所說的：「真理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八32）。哲學與教育家 John Dewey 主張任何在
心中構思的知識，應當對於日常生活都是使用並且實
際的，因「知識不只是描述世界，更是操作和應對人
事物的工具（Pragmatism）。」這對應現代的認知科
學新研究（Cognitive Science），糾正我們早先對於心
靈和身體之間界線的知識。因此，將一個人的心理
層面、情感和身體切割開來是一種誤導（mind-body
dichotomy）。這樣的分割，讓人陷入不完整，在人構
成的統一性上，破壞了上帝的形象。這意思是說，真
理與思想是透過人的身體認識與建構，並且在辯證的
過程中，使用身體活出並更深認識真理。學者稱之為
「體顯知識」（embodied knowledge）正如聖經作者
之一雅各所說，「有信心，並有行為。」（雅二1426）。只有在日常生活中，不斷整合知識與實際生
活，並在每天的選擇中具體實踐真理，才會真正使人
看見「上帝配得一切榮耀」的真實意義。

為上帝的恩典所支撐
研究與寫作的過程是相當艱鉅與漫長的過程，並且
十分辛苦，因此需要被視為是上帝呼召。不要懼怕！
若是依上帝的倫理完成、為上帝的榮耀所激勵、並且
是為了上帝真理的目標，我們將領受上帝時時刻刻支
撐的恩典。深信那在我們心裡動了善工的，必成全
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我們所要做
的，就是每時每日尋求上帝的恩典與憐憫。
總而言之，論文寫作是神學生悟性的旅程與探索，
為要明白上帝的真理。在畢業之後，該學生會帶著真
實的知識，與他服事的教會分享。只有體顯的知識
才有力量，能摧毀與上帝真理對立的謬誤的論點與自
負。只有以誠實的方式取得知識才能踏實地建立，而
非惡意攻擊教會。也惟有真實並落實的知識，能夠更
深地成為耶穌基督的見證人。以上是崇高的標準，可
帶來善性的壓力，在實踐層面的困難與無能為力，也
正是我們要謙卑成長的地方。

華神將於9月7至8日舉行2022學

「2022年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將於11月21至23日

年上學期學前靈修會，主題是「點

一連三天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行。本次講座主

著的明燈」；靈修會講員為戴繼宗

題為「The World as God's Home」，邀請到美國耶魯大

院長，開學禮拜講員為于慕潔牧

學教授、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米洛斯拉夫．沃弗

師。學院將於9月12日正式上課，

博士（Miroslav Volf）主講。由於疫情關係，講員將以

請為新學年充滿主的同在代禱，無

視訊方式進行本次講座，並透過線上直播回應與會者

論學生的課業學習和教會實習、老

提問與互動。屆時歡迎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前來聆聽

師的教學備課、或行政同工的服事

這難得的屬靈盛筵。其他詳情請至華神官網查詢。

都經歷主恩豐沛、喜樂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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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即將登場】

經、神學、歷史、實踐等學術課題，也包括以書評與

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動盪—面對未知的恐

學術會議評介的形式之文章。本刊第十三期將於年底

懼，我們還有選擇嗎？」將於10月4至6日假台北基督

出版，誠邀具原創性且未經發表之學術研究文章，來

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

稿勿一稿兩投，歡迎您來投稿。相關徵

下午研經時間，分別由賴若瀚牧師談新約研經部

稿須知，詳參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

分，主講「在動盪世代中—如何過得勝的生活？」，

心網頁，或聯絡：(03)2737477轉1520、

主題包括「身分被確認，聖靈裏自由」、「創造遭破

Email：research@ces.org.tw李牧權主任。

期刊投稿

壞，聖靈裏冀盼」、「困境中煎熬，聖靈裏得勝」。
蔡麗貞老師主講舊約研經「大衛動 盪人生中的堅定
信仰」，三天題目分別為「你就是那人！」迷途知返
的大衛、「我兒押沙龍啊！」家教癱瘓的大衛、「洗

【邀您一起做環保】

魯雅的兒子約押」以神為擋箭牌的政治戲碼。周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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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主講神學反思部份「活潑的盼望，面對恐懼與
苦難的力量」，主題分別為「面對恐懼的盼望」、
「面對苦難的盼望」、「面對神的應許的盼望」。晚
間培靈則由劉曉亭牧師主講「從後疫情時代看基督
的再來」，三晚的講題分別是：「看哪，我將一切都
更新了」、「動盪向上？向下？」、「命運還是選
擇？」。面對未知的恐懼，讓我們一同從信仰中尋找
答案！歡迎弟兄姊妹預留時間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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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收入

7月份支出

非經常費收入

非經常費支出

146,461,000

7,443,866

14,893,705

182,200

─

-7,267,639

83,000,811

131,110,993

1,295,876,145

88,896,404

1,158,869,559

購置土地價格與固定資產 $ 567,220,259

本期餘絀

本期餘絀扣除固定資產 $ 591,6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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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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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電洽（02）2365-9151轉202、204、227
繳費截止：新生9月6日、舊生9月8日 課程起迄：9月19日至12月17日

2022學年度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學分班╱摩西五經＊週四晚上7:00-8:50
週一課程╱晚上7:00～9:25
01.現代詩歌即興伴奏-個別班＊上午10:30-13:15
02.基督教神學（上）
03.啟示錄：末世中的末時與末事
週二課程╱晚上7:00～9:25
04.大小先知書導讀＊上午10:00-12:25
05.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
＊上午10:00-12:25
06.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Ⅱ
＊下午2:00-4:25
07.實用釋經學
08.詩篇靈閱與選讀
09.輔導原則與人格理論
週三課程╱晚上7:00～9:25
10.創意兒童主日學教學法初階＊上午9:30-12:20
11.耶穌的個人工作模式＊上午10:00-12:25
12.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30-4:55
13.全民希臘文
14.一般書信導讀
週四課程╱晚上7:00～9:25
15.創傷與靈魂：深入內在神聖空間啟動轉化歷程
＊上午9:30-11:55
16.聲樂（下）＊上午11:00-12:10
17.用聲樂方法說話與歌唱＊下午2:00-3:10
18.聲樂（上）＊下午3:15-5:40
19.實用司琴法初階
20.神學英文
21.宣教釋經學
22.釋經講道操練-以賽亞書(進階課程)
週五課程╱晚上7:00～9:25
23.福音書導讀＊上午9:00-11:35
24.疫情神學與死亡神學：
面對疾病和死亡的信仰力量及盼望

黃正人
王珮伶
史弘揚
吳存仁
吳獻章
柯悅敏
柯悅敏
陳美如
劉幸枝
趙慧香
劉斐如
陳毓華
王俐俐
張奇軍
于厚恩
湯志安
駱惠珠
駱惠珠
駱惠珠
王俐俐
溫永勖
林東煜
賴建國

行道會台北榮耀堂
30.摩西五經導讀＊9/22～12/8週四晚上7:00-9:25

台北南港心欣城市教會教室
31.詩歌智慧書導讀＊9/22～12/8週四晚上7:00-9:25 邱琳雅
華神八德校區
32.釋經講道與牧養＊9/19～12/5週一下午2:00-4:35 劉幸枝
33.與鼓真情相遇＊9/19～12/12週一晚上5:00-7:25 凌國周
34.實用司琴法中階＊9/20～11/29週二晚上7:00-9:35 王珮伶
35.青少年發展與輔導＊9/20～11/29週二晚上7:00-9:35 李力輝
36.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
柯悅敏
＊9/22～12/8週四晚上7:00-9:25
37.保羅書信導讀＊9/22～12/8週四晚上7:00-9:35
劉加恩
台中救恩之光教會教室
38.一般書信導讀＊9/24、10/8、22、11/12、26
＊週六週上午9:30-12:30 & 午1:30-4:30

台北衛理公會恩友堂教室
27.教牧理念的實踐與應用
＊9/24～12/10週六晚上7:00-9:35

花蓮靈糧堂教室
41.福音書導讀＊9/19～12/12週一晚上7:00-9:25

蔡俊杰

合作及海外地區
42.一般書信導讀（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43.傳福音攻略（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44.實用釋經學（香港但以理）
45.基督教神學（下）（香港但以理）
46.助人歷程與技巧（創啟地區）
47.福音書導讀（創啟地區）
48.靈修神學與實踐（溫哥華學區）
49.約伯記與哀傷輔導（溫哥華學區）

于厚恩
金克宜
林福雄
施永昌
孫榮岩
王良玉
周學信
孫榮岩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34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王良玉
魏連嶽

聖地之旅
2022/11/12、12/10、2023/1/14
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參考出發日程2023/1/16～27
前往以色列、埃及、約旦三國
行程帶隊╱戴繼宗
行前授課╱陳美如

金克宜
林烽銓

台北天母福音堂教室
28.舊約歷史書導讀＊9/23～12/9週五晚上7:00-9:25 張長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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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石牌信友堂社教中心教室
29.基督教神學（上）＊9/20～11/29週二晚上7:00-9:35 施永昌

黃宗儀

高雄分校
39.大小先知書導讀＊9/19～12/5週一晚上7:00-9:35 林智偉
40.基督教神學（上）＊9/21～12/7週三晚上7:00-9:35 莊東傑

密集課程
25.教會家庭事工＊9/1～10/3週一、四上午9:00-12:10 周玖玫
台北大直長老教會教室
26.傳福音攻略＊9/20～11/29週二晚上7:00-9:35

左大萱

保羅行蹤Ⅱ：希臘之旅

行程帶隊╱陳美如

2023/3/4、3/25、4/15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參考出發日程2023/4/19～5/1前往希臘及北馬其頓二國

★二門旅遊課程9/8 前報名者
團費可省 2000

~ 6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