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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華神為教育部承認，成為台灣高等教育學府的

一員，撰寫論文，成為學院的道碩學位的畢業要求之

一。這樣的要求，對於新生與將要加入華神大家庭的

學生們，難免會感到有些焦慮；但實際上，真的不需

要為碩士論文感到恐懼。我們倒不如這樣想，寫論文

是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在初步課程學習之後，選定一

個主題，進行更深入的研究—課程學習的設計，通常

是側重廣度，多於深度。其實，從歷史上而言，特別

是從西方的視角，道碩(MDiv)學位最初是稱為神學學

士(Bachelor of Divinity, BD)，這是出於這個學位，是每

個人的頭一個在聖經、神學與牧養領域的學位。在這

樣的典範之下，我們可以理解為什麼神學學士╱道碩

課程的安排，是為了建立學生關於基督信仰事工各個

面向，具備廣度的基本知識的基礎。也因為這樣「廣

度」的道碩課程安排，對於想要藉著撰寫論文，進行

「深度」研究的學生，通常會另外花1-2年的時間，在

道碩學位後攻讀神碩學位(這通常是神學博士學位的入

學要求)。如此，我們也就明白，通常一個人獲得宗教

或信仰的博士學位，平均年齡是37歲，因為攻讀道碩

學位往往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開始，道碩畢業到攻讀

神碩學位，中間有幾年的牧養經歷，然後神碩之後，

與開始博士學位，可能又有1-2年的間隔，並且攻讀博

士學位，花上5-7年是很常見的。

綜上所述，華神

於道碩學位增加了撰寫論文的要求，可能有助於解決

原本「有廣度沒有深度」的問題 (也可能讓對於博士

學位感興趣的學生，跳過神碩的階段)。身為一個完成

碩士論文後才成為全職事奉者，我個人的經驗是，碩

士論文深度，比碩士課程的廣度，在牧養方面產生更

多的助力。換句話說，當我成為全職牧者後，所遭遇

深刻挑戰與掙扎之際，我在撰寫碩士論文，與研究過

程中獲致的知識，最終成為上帝所賜的資源與養分，

形成上帝所用的標準模式，讓我參與在蒙召的牧養事

工之中。「在基督裡，藉著聖靈，歸於父神」(這個

概念的表述，透過研究的歷程，讓我持續不斷，並且

重複的攤開來探究，讓概念不再是課堂中或文本的討

論，而是成為深刻的屬靈真實存在，我則是被邀請進

入其中並居住其中。)

更進一步的，儘管我在基督教義史課程，寫了一篇

有關加爾文理解「與基督聯合」概念的10頁學期報

告，與基督聯合的概念，直到我決定在碩士論文深究

這個主題之後(將加爾文的概念，與第七世紀希臘教父

宣信者馬克西姆斯 Maximus the Confessor 作比較)，我

才真正透徹並且真正閱讀關於加爾文和馬克西姆斯的

一手與二手資料，這對我參與基督並祂在教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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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工的方式，造成不可逆的改變。透過閱讀加爾文

和馬克西姆斯的著作，我對於與基督聯合這個主題，

有更深刻的體悟，我的生活與牧養是自身「在基督

裡」的延伸，而不是藉著我「為基督」的創造力與恩

賜或努力，所追求得來的結果。(我感謝我的論文第

二指導老師，Julie Canlis 區別了「在…裡」與「為」兩

者)，我的生活與牧養全然改變了，我跨越了一道門

檻。牧養的壓力不再擔在我的肩頭上(例如：成為一位

好的講道者、有趣的講道者、有創造力的講道者或是

激勵人心的講道者)。我蒙召不是「為基督」，作一位

好、有趣、有創造力或是激勵人心的講道者，而是忠

心的「在基督裡」。這也是忠於上帝話語的方式。將

焦點放在「所是」而非「所做」，我體認到：聖父，

在基督裡，透過聖靈，賜給我所需要的一切，來完成

祂所賜給我的呼召(參考彼得後書一3)。無論何時，只

要有需要「好、有趣、有創造力或是激勵人心」，上

帝會供應給我。牧養的壓力不在我這裡，在祂那裡—

那位呼召我參與在祂裡面並祂的牧養當中的主(不是我

個人的牧養能力)。我在維真神學院富廣度的神學課

程，特別是 Ross Hastings、Darrell Johnson 和 J.I. Packer，

首度讓我了解這種參與性的真實，但是當我在 Ross 

Hastings 與 Julie Canlis 指導之下，深入寫作專於加爾文

與馬克西姆斯的論文時，才讓這個真實更加鞏固，轉

變為不可改變的信念與神學架構，這是又真又活的真

理，觸及關於我過去的一切，與經歷過的一切。

更重要的是，直到如今，我在華神教授系統神學，

持續受到當年我在維真神學院撰寫關於馬克西姆斯和

加爾文之論文的深深影響，也依賴多年前對於神學上

的研究，特別是在論文中，我需要熟悉教父時代與宗

教改革時代的背景知識(還有屬於那些時代的主要人物

與神學思路)，才能清晰的陳述我所選定的這兩位對話

夥伴。說真的，除了撰寫論文(或是博士論文)，我想

沒有比這更好的方式，以建構

如此的知識基礎。從我自身的

經 驗，上 課 或 是 大 量 的閱

讀，無法取代專注並密集的

撰寫學術論文。然後，還

有學術期刊的文章與書本

的寫作(這也是大部分在

學術單位的教

授們需要持續

進行研究

與學術

寫作，

不但是為了增添個人經歷，也是為了教導他們的學

生)。說句老實話，我不禁想，如果在我的碩士學位畢

業時，沒有完成寫論文這項高水準的任務，今天我的

神學人類學、基督論還有救贖論的課程，會是什麼樣

貌？同樣的，我攻讀博士學位關於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的研究，幫助我深入了解現代神學，這深

深影響我目前的教學。

除了學術知識之外，深入並詳細閱讀加爾文和馬克

西姆斯(更不用說後來的潘能伯格)，閱讀過程就是形

塑屬靈並信仰的經歷。我還記得，閱讀馬克西姆斯的

《論神學兩百則》(Centuries on Theology)與《論愛四百

則》(Centuries on Charity)，讓我對於馬克西姆斯深刻描

述他與上帝之間關係的屬靈生活，使我敬畏，還有他

對於靈魂和身體如何經歷某些罪惡的描述，是如此適

切，令人難以置信。同時，在我閱讀加爾文1559年最

終版的《基督教要義》時，我仍記得讀到他對十誡的

闡述時，流下了眼淚，與靈性悔改。儘管馬克西姆斯或

加爾文的著作都不是聖經，上帝透過他們真實對聖經

的反思對我說話，把上帝話語鮮活且有生命的植入我

的心中，對此我終生感恩。藉著神學家們，我越來越意

識到，我們今天認為理所當然的「正統」詮釋聖經，在

這些屬靈巨人的著作中，有其歷史根源，無論我們是

否意識到，我們仍持續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前行。

但是，也許撰寫碩士論文最意想不到的祝福，是幾

年之後(當時我在愛丁堡全時間修讀博士，我終於有時

間修改碩士論文)，我有機會修改碩士論文的一部分，

以發表於一份高學術學術評價的期刊。我很興奮的在

臉書上分享，我的文章被接受的消息。不知怎麼的，

引起了曾劭愷老師的注意，當時他還在華神任教，我

最近也與他相熟識。在當時，幾個月後，曾老師將我

介紹給華神的老師們，我被當時的蔡麗貞院長與胡維

華老師邀請，有幸申請華神教師培訓獎學金，三年之

後，最終讓我成為華神系統神學的教師。

你撰寫碩士論文，又是怎樣的一個故事呢?我無法承

諾你，撰寫碩士論文，將讓你成為華神的老師，但我

衷心期盼，見到上帝使用這個新的道碩論文要求，成

為祂對未來華神學生的遠程計劃。對已經獲得道碩學

位的學生們，也許你受到我以上分享的鼓勵，考慮申

請華神的神學碩士、教牧博士或是宣教搏士(這些都需

要提交畢業論文)。富「廣度」的課程帶我們走得遠，

然而至少從我的經驗，富「深度」的學習，帶我們走

得更遠。主呼召你走多遠呢？我盼望，並為華神有更

多的論文撰寫者禱告。撰寫論文之旅，值得一遊。

道學神學組

道學教牧組

林子敬

國立台灣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勝利堂

呂立威

輔仁大學歷史系

中華基督教衛理公會板橋榮恩堂

蔡慎祐

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台灣信義會善牧堂

張喬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基督救恩之光教會

林律銘

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道生長老會莒光教會

李加澤

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道生長老會莒光教會

孫作堯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竹南勝利堂

林修寧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台北旌旗教會

劉亞鑫

國立台北大學財政學系

信義會信義堂

程潔民

嘉義大學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浸信宣道會武昌鳳山教會

黃晴

國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榮中禮拜堂

22



4 54 5

道學碩士╱神學組

道學輔導組

跨文化研究組

湯昆諭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景觀系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清水教會

陳婉甄

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

台灣福音會鼓山福音會

袁湘婷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台北聖道堂

郭郁潔

巴黎第五大學生醫工程系

木柵靈糧堂

唐育聖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

台灣信義會桃園真理堂

王成禾

台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

木柵靈糧堂

陳淑惠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系

台北真理堂

薛主翔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經營管理科

淡江教會

吳哲誠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中華基督教明誠浸信會

施宥辰

台灣大學法律系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信義堂

李書蘊

輔仁大學心理系

中華基督教明誠浸信會

許魯佳

馬來西亞國民大學

真恩長老教會

道學碩士╱教牧組

道學碩士╱教牧輔導組

林彥漢

馬來西亞聖經神學院

士乃勝光長老會

陳永昌

緬甸基督教傳道人訓練學院

仰光基督錫安堂

楊從青

馬來西亞聖經神學院

南坎華人基督教浸信會教會

吳詩禮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協同會心生禮拜堂

楊美霞

沙巴神學院

馬來西亞基督教巴色會古達埠堂

吳孟桓

台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中華基督教長老會內湖信友堂

陳芝涵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基督教浸信會三一堂

歐陽高賜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Project Management Master

昆明新生命教會

江柏顥

國立台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蘭嶼朗島長老教會

陳鶴瑞

國立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東石基督教會

李晏沂

吳鳳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台北信友堂

聖經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道學╱輔導組

陳曲敏

嘉義大學應用外語系

基督教大湳禮拜堂

鄧思沛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Division of Arts, Health and Society(AHS)

沙田宣道會

李祥瑞

銘傳大學數位媒體設計學系

財團法人基督教懷寧浸信會

張美寶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lliant Int＇I University

臨床心理學博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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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碩士

王佑璽

國防醫學院公術研究所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板橋福音堂

黃巧珍

文化大學德國語文學系

板橋福音堂

李瓊媚

台北工專電機系

台北信友堂

林沛恩

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信友堂板新分堂

胡斯漢

McGill University 心理系

火把行道會

郭曉蓉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信友堂內湖分堂

鄭琪

高雄醫學院護理系

台灣福音會鼓山福音會

今天教會牧養與發展的策略愈來愈多，但福音和宣講的重要性不會因時代而改變。

宣教的主也是講道的神。當耶穌與以馬忤斯的門徒同行，責備他們對先知所預

言的話信得遲鈍，就開始對他們講解聖經，以致他們的心因而火熱（路廿四13-32）。

當衣索比亞太監遠到耶路撒冷尋求真理之光，卻不得其門而入，在返回非洲的

路上，主聖靈就驅策腓利就近此人身邊對他說：「『你所念的，你明白嗎？』

他說：『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利上車，與他同坐……腓利就開

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八30-31, 35）

解經與講道的結合，讓神的話語發出亮光，使愚人通達（詩一一九130）。我們從教會歷史中看到，許多帶出屬

靈影響力的事奉者，往往也是優質的宣講者。這些宿昔典型留下許多講章，今日卓爾的學者們也寫下扛鼎鉅

作。置身蔥鬱茂盛的講道雨林，筆者的心願是在讀者心中種植一棵小樹苗。英國學者Peter Heyworth曾提到：講道本

身在中世紀時期被比作是種植一棵樹。筆者也希望透過這本親民化的講道手冊，可以在每位讀者心中種下一棵學

習與操練解經講道的樹苗，日益習練通達，讓神的道也自然在我們當中長成，結出果實。

  一本親民的講道著作

《講道Info：講道簡明手冊》

作者╱劉幸枝 
(中華福音神學院推廣教育處處長)

聖經碩士

基督教研究證書

教牧碩士╱路德神學與教會建造組 

傅媛媛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電腦科學系

台灣聖教會屏東教會

許玉華 

中華信義神學院神學系 

台灣信義會主恩慕義堂

李汪穎 

高雄餐旅大學旅館管理學系 

台南東門聖教會

張瑞仁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高雄榮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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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動盪：面

 對未知的恐懼，我們還有選擇嗎？】

2022台北研經培靈會—「動

盪—面對未知的恐懼，我們還有

選擇嗎？」將於10月4至6日假台

北基督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下

午研經時間，分別由賴若瀚牧師談

新約研經部分，主講「在動盪世

代中—如何過得勝的生活？」，

主題包括「身分被確認，聖靈裡

自由」、「創造遭破壞，聖靈裡

冀盼」、「困境中煎熬，聖靈裡得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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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魯

雅的兒子約押」以神為擋箭牌的政治戲碼。周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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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是上帝的家：萬物的故事】

「2022年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將於11月21至23日

一連三天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行。本次講座主

題為「世界是上帝的家：萬物的故事」（The World as 

God's Home: A Brief Story of Everything），邀請到美國耶

魯大學教授、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米洛斯拉夫．

沃弗博士（Miroslav Volf）與美國耶魯大學信仰與文化

研究中心副主任萊恩．麥克安納利林茨博士（Ryan 

McAnnally-Linz）主講。

面對動盪不安的世界，民族主義、地緣政治、戰

爭、天災等…逼使許多人無家可歸，基督教信仰又如

何能更好地見證和理解這個世界是上帝的家，上帝仍

在我們中間居住？本次講座講員將透過上帝的創造與

護理，並藉耶穌基督所完成的救贖故事，帶領我們以

神學的角度反思上帝在這個家正進行的工作。

由於疫情關係，講員將以視訊方式進行本次講座，

並透過線上直播回應與會者提問與互動。屆時歡迎華

神之友及教會同道前來聆聽這難得的屬靈

盛筵。其他資訊與報名，請至華神官網

查詢，或聯絡（03）2737477轉1520、

Email：ctrrc @ ces.org.tw李主任。

【華神體驗週】

學校每年11月份都會為了幫助有心全職服事主的肢

體或信徒領袖進一步了解神學生的學校生活、群體學

習、屬靈團契，都會開闢一個學院神學體驗週的宣傳活

動。今年體驗周(校本部)規劃與以往有些許不同，體驗

課程以虛實合併來體驗。另外也會舉辦招生說明會，

讓想報考華神的家人們，更進一步瞭解華神喔！

華神體驗週、招生說明會：

欲報名者，詳情請至華神官網查詢或

電洽：（03）2737477轉1372

Email：admissions@ces.org.tw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

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71,091,000

171,086,000

5,000 

累積數

12,256,620

9,751,089

2,505,531 

8月

12,256,620

9,751,089

2,505,531

2022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2年8月1日～2023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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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