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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傳承的神學教育，可以說是從戴紹曾院長開

始，一直就是華神的整個精神。「生命的傳承」不是

只有知識的傳承。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說，教育不是

灌滿一桶水，教育是點燃一把火。這把火從52年前開

始點燃，到現在還在點燃，以後還要繼續點燃，這就

是華神「生命傳承的神學教育」的精神。

所謂的傳承是什麼意思呢？可以從這四方面來看：

　　一、Succession 繼承

　　二、Mentoring 輔承

　　三、Continuation 續承

　　四、Discipleship 師承

從這四方面來領受華神所要帶給我們的，絕對不只

有知識而已，而是這四方面的傳承。如果這四方面缺

少任何一方，都不夠完全。在華神的學生應該都很熟

悉「五代一路」的戴德生家族。這傳承就是很好的例

子。所以傳承不是只靠神學教育來傳承，更重要的是

家庭教育的傳承。其實當我們在神學院裡受造就的時

候，請不要忘記，信仰的傳承是要從家庭開始，而不

是從神學院開始。

當你從你的家裡，不管你的婚姻狀況如何，你的家

庭應該是一個信仰的傳承。你在這裡得到這些造就，

就是要先在你的家庭裡來實踐，然後一代一代的傳承

下去。因為有家庭的傳承，才能夠有教會的傳承、有

神學教育的傳承，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情，讓我們看

到生命的傳承是何等要緊。

我們可從以利亞和以利沙，這兩位我們都很熟悉的

人物，來看生命的傳承，而他們的生命傳承又如何影

響今天的我們？

從以利亞和以利沙他們希伯來文的名字中，就可以

知道本來在他們名字裡，就已經有傳承的意味―「耶

和華是神」和「神是拯救」。以利亞就好像神學院的

師資，他是「伯特利及耶利哥神學院」的院長和老

師，以利沙就像當時候神學院學生會的會長，那時候

這些學生大概有一百個，以利沙算是他們之間的頭。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度把幾千年前的以利亞、以利沙帶

到今天的華神，我們來看看到底神要我們怎樣把生命

的神學教育傳承下去。以下從三方面來思想：

一、合用工人的迫切性

現今「合用的工人」是很不足的，有人會說：「不

對，神學院有很多不錯的學生」，但這裡特別要強調



2 32 322

「合用的」。工人是很多、神學生是很多，但是否

「合用」？這就不一定了。這是今天普遍的現象。我

從事神學教育很多年，也在世界上各個地方有做教

導的工作，我的確感覺到，雖然願意來讀神學的人不

少，但是合用的工人卻是不多。所以特別在今天，我

想我們都瞭解，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也是一個

後疫情的時代，有很多的需要，這都需要有合用的工

人。不論是文字、關懷、行政、聖樂、傳播、網絡方

面的工人，我們在使徒行傳看到「要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在今天如果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就必須

要使「網民」作主的門徒，因為今天大部分的人都上

網，如果我們不能讓網民來作門徒，那怎麼樣讓萬民

作主的門徒呢？

所以當我們這樣思想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合用的

工人」的栽培是何等重要。我覺得老戴院長對華神的

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栽培華神的校友成為師資，所以

我們前一批的老師，可以說就是在這樣的推動之下，

一批一批的校友接受造就，回來教學，華神才能延續

到現在，成為神所重用的神學院。感謝主的恩典。

二、從以利亞看師資的生命

我們來看看從以利亞身上，我們如何學習「師資的

生命」？當我談到師資的時候，我也要包括職員們在

內。各位職員千萬不要以為在神學院裡面就是上面交

代我做什麼，我就做什麼。不是的！因為學生在學校

裡，第一個接觸的就是職員，而這些職員的態度、表

現、品行，是他們印象很深刻的，也可以從職員的身

上，學到很多他們的耐心、忠心，這是老師不能夠教

導的，但是職員卻能夠表現出來，所以當我談到師資

的生命時，也包括職員在內，因為我過去一直在很多

的神學院都是擔任行政院長、副院長的角色，所以我

接觸到很多的職員。因此也非常看重這點。

在列王紀上十八章這裡有提到，以利亞在那裡呼風

喚雨，這是一種屬靈的爭戰，後來我們也知道耶洗別

要追殺他，他就跑了。在這裡我們看到一個屬靈的人

如何用他的生命來傳承？

首先，要有生命的經歷。你要傳承生命，你自己的

生命一定要「對」。在這裡我們看到以利亞對神信心

的加深，他在基立溪旁先受了信心的操練，然後在撒

勒法寡婦那裡接受操練，後來才有在何烈山上精彩的

那一幕。是一步一步這樣來的。華神在創校初期的時

候，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我們在士林一間宣教士

的宿舍，那是我們的校舍，也是我們的宿舍，也是我

們的圖書館，所有神學院的功能都包括在那棟房子。

那時候經濟實在很困難，我跟老戴院長兩個人就跪在

辦公室禱告，為學院經濟的需要來禱告。所以各位，

信心的經歷就是這樣慢慢起來的，華神能夠有今天，

實在是很多前輩他們用信心、用眼淚、用禱告帶起來

的。今天我們在這樣舒服的環境裡，千萬不要忘記，

做主的工作和在學校裡是完全不一樣的。禱告、信心

的操練，這是最基本的。如何從跌倒中站起來，這也

是一個重要的生命經歷，不要看說戴院長、蘇牧師我

們好像很風光，不是的，我們也有失敗過，但在失敗

裡頭怎麼樣起來？這也是一個信心的功課。

我最欣賞雅各書裡的一句話，「以利亞與我們是同

樣性情的人」(五17)，這句話我非常喜歡，因為當你

看到列王紀上十八章，以利亞在那裡呼風喚雨的時

候，你會說「好羨慕！」、「我怎可能像以利亞這

樣？」但是，當你看見他在何烈山悽慘的光景，在那

裡躲著不出來，後來上帝不是責備他靈命不夠，而是

叫他起來吃喝，就醫治了他。你會看到我們就是需要

這樣在跌倒中站立起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見證。

我們生命的傳承，從老戴院長、從林道亮牧師，這兩

位我有幸跟他們一起同工過，感謝神我在他們身上有

很好的學習。這是生命的經歷，是我們必須要學習

的。

從這段聖經裡面你也可以看到，「帶領」要先有

「示範」。作為一個教職員，在神學院裡頭帶領要有

示範。以利亞有四站的帶領，從吉甲、伯特利、耶利

哥、到約旦河。這裡有兩個地方是「神學院」的所在

地。我相信當以利亞在帶領以利沙走這些路的時候，

他也是在去勉勵這些「神學生」堅守崗位，雖然以利

亞要離開了，巴力的先知仍然橫行，所以他們一定要

站穩腳步。以利亞一步一步帶領以利沙、手把手示

範，讓以利沙看到他到約旦河邊的時候，怎麼樣用外

衣打水，讓他們可以從乾地過去。這些都是讓以利沙

眼睛看到後來學習的。所以老師的生命如何，也會影

響學生的生命如何。作為一個老師，生命是何等的重

要。我們當中無論是作傳道人的、作小組長的、作機

構負責人的、在神學院裡頭擔任主管的，我們都是這

樣在帶領人。所以我們要非常注意我們的生命是如

何。

在列王紀下我們看到以利亞對以利沙講的話，從這

裡會感受到這時候以利亞的能力是如何。「以利亞

說：你所求的難得。雖然如此，我被接去離開你的時

候，你若看見我，就必得著；不然，必得不著了。」

（王下二10），「你所求的難得」，因為這不是以利

亞可以給的，這是神的工作。雖然如此，但當我們緊

緊跟隨的時候，就能夠得著。在這裡我們看到以利亞

滿有聖靈的能力，他勝過靈界的爭戰，跟450個巴力

的先知爭戰，然後他拋下他的外袍，這個外袍代表先

知職分的象徵，他把外袍給了以利沙，我們看到了旋

風、火車火馬，這些都是代表耶和華征戰的能力，也

看見有閃電、雷風，讓以利沙看見，他不必害怕，因

為師父已經告訴他如何對抗靈界的征戰了。這位老師

就是這樣滿有聖靈的能力，來帶領他的學生，所以他

們能繼續往前走。

三、從以利沙看學生的生命

作為一個神學生，我們首先要有確實的蒙召。以前

林道亮院長也常常這樣講，如果你發現你沒有蒙召，

那你去磨豆漿好了。我們看到以利沙的家庭環境是蠻

富有的，他有十二對牛，這是相當富有的，但他把牛

宰了，把套牛的器具當柴燒了，煮肉給附近的百姓

吃，有這樣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們看見他有「確實的

蒙召」，所以他有破釜沉舟的決心。

還有一點是我們都要學習的，就是他「主動地跟

隨」。這是什麼意思呢？雖然以利亞一直叫他不要跟

了，但是以利沙緊追不捨，一定要跟著他，為什麼？

因為他看到他的師父有些東西是他沒有的，所以他一

定要學。在神學院上過很多門的課，有很多的老師，

上老師的課就是聽聽、寫作業、完成期末報告，拿到

成績、學分，這就算是完成了嗎？不對的，在這裡我

們要學習以利沙，緊跟著不放。因為每一位老師，都

有他的特點、特色，都有神使用他的地方，所以一定

要去注意，每一位老師都是我們人生中的貴人，要好

好地跟著他，主動地去找他。大部分的老師不太會主

動地去找學生，但是如果學生主動地找老師，老師應

該不會拒絕才對。所以我想這非常重要，想想看，在

神學院三年的時間，可能遇到二、三十個老師，如果

從這二、三十個老師都可以學到他們的特點，甚至包

括在崇拜裡的講員，也都可能成為我們人生中的貴

人，所以我們要好好抓住機會。

「正確的動機」也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我們來神學

院是要做什麼？要得文憑、有知識、找配偶、得職

位、當作跳板？我們的動機到底是什麼？我們可以

看見以利亞清楚地告訴以利沙，「在這裡你到底要什

麼？」，以利沙就說了一句很重要的話，改變了他一

生的事奉，「求感動你的靈加倍的感動我」。果然我

們看見，接下來以利沙的工作轟轟烈烈，比他的老師

做得更好，這就是因為他求對了，抓住了正確的動

機。他立刻受到信心的考驗，其他的學生都在看，到

底我們這個「學生會長」，一直跟隨老師，他真的有

得到傳承嗎？當以利沙可以打水經過，他說「耶和華

以利亞的神在哪裡呢？」，不是因為他有疑惑，而是

他就要宣告現今神的能力要在這裡彰顯了，果然這個

彰顯就出來了。

四.神學教育的問題與出路

剛才提到教職員的生命、學生的生命，在神學教育

上的問題現在在哪裡？我們如何有出路？在列王紀下

二章19至22節提到耶利哥城，也就是當時「神學院」

的所在地，在那裡發生了一件事情，以利沙醫好那地

的水，這件事情跟我們神學教育有什麼關係呢？耶利

哥城的人說「這城的地勢美好，我主看見了；只是水

惡劣，土產不熟而落」。在華神這裡地也很好、名聲

也很好，但有時候我們會不會也「土產不熟而落」、

沒有結果子？當然很多人結果子，但也有些人沒有結

果子。我是在北美正道神學院服事，正道神學院的地

也很好，但我也常常要想從我們學院畢業的學生生命

是否有結果子？土產不熟而落就是缺乏生命的果實，

這些神學生出去缺乏生命的果實，那怎麼辦呢？主要

就是因為「水惡劣」，今天的經文也提出這個問題，

就是「品質不良」。怎麼樣解決呢？還是回到生命的

問題，所以以利沙就要他們拿新的瓶子過來，這是新

的器皿，是沒有髒汙的器皿。把鹽放在這個器皿裡

頭，撒在水源上，鹽有防腐、保持、潔淨的作用。當

我們神學院裡頭注重品質的時候，我們就看見來這裡

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隨主；當人們注重水質的時候，

整個耶利哥城的人都受益了。同樣地，我們的神學生

所去到的地方也都受益了。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這裡我們看見「傳承」的重

要，如果我們只有傳遞知識，那就是留給別人一些資

料而已；可是如果你生命有傳承，那就是投資在他

人的生命。如果你只有傳遞資訊，那是暫時給他們滿

足；但如果有生命的傳承，那就是永遠改變他們。如

果傳遞資訊，用盡了之後就沒有了；但生命的傳承，

在離開了之後仍永遠長存。所以各位老師、教職員、

同學們，我們要想，在神學院裡我們只是想得到一些

資訊，還是要得到生命的傳承？希望我們能再次來思

想這件事，讓我們看見神學教育應該培養更多傳承生

命的國度人才，但願更多的以利亞、以利沙在華神被

培養出來，在這個世代裡做神寶貝的器皿。

(編按：本文為講員在華神52週年慶崇拜之講稿，經講員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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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福音神學院非常榮幸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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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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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yan 

McAnnally-Linz）擔任2022年林道亮博士紀念講座的

講員，帶領我們以神學眼光回應時代議題。

沃弗博士是當代著名的系統神學家，師承神學大

師莫特曼（Jurgen Moltmann），著作等身，其中

1996年出版，以公共神學眼光探討關於身分認同、

異己性與和解等主題的《擁抱神學》（Exclusion and 

Embrace），更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2001年沃弗博

士曾獲邀出席聯合國第十六屆國際早餐禱告會並發表

演說，提出他對基督教信仰核心如何能促進世界走向

和平的願景。如何透過基督信仰走進公共社會，並促

進公共社會走進美好的光景，這是沃弗博士的神學關

注，與多年來致力推動的研究領域。

處身於2022年後疫情時代的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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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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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講座的主題「世界是上帝的家：萬物的

故事」（The World as God’s Home: A Brief Story of 

Everything）。正是來自沃弗博士與麥克安納利林茨

博士含著的新書 The Home of God: A Brief Story of 

Everything，三天講座內容則是該書的其中六個章

節，旨在透過公共神學的詮釋，幫助我們去理解在經

歷了疫情、戰爭、種族衝突的動盪不安的三年後，我

們如果能在這個「家」中忠於上帝正在進行的工作。

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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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關係，講員未能安排

來台實體參與講座，但講員將透過線上即時連線方式

進行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免費報名參加，讓我們一同

從信仰中反思在動盪的時代，如何在上帝的家中找到

盼望的確據，以及實踐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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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神學組

教牧博士科

施秉翔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台灣信義會台中真道堂

鍾成偉

浸信會神學院神學碩士

拿撒勒人會僑愛教會駐堂傳道

洪志偉

中華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中華

安得烈慈善協會專員

劉麗梅

建道神學院道學碩士

基督徒信望愛堂屯門堂傳道

林福雄

中華福音神學院神學碩士

台灣會心基督使團牧師╱宣教士

溫雅卉

新加坡神學院道學碩士

加冕浸信教會傳道

杜慕恆

Adventis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IIAS) 聖經碩士

三育基督學院牧師

嵇偉林

印尼萬隆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菲律賓愛華團契傳道

宣教博士科

神學碩士科

茉莉

SMBC, Grad Cert Div./M. Div.

台北信友堂

張鴻恩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MA. Counseling/M. Div.

馬來西亞砂拉越古晉西教區
衛理公會三一堂

廣福

台灣神學院道學碩士科

台灣基督精兵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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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體驗週】

華神每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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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光論壇】吾家可歸？─全球難民與華人教會的責任

2022年，因著鳥俄戰爭，全球難民突破一億人！當

新聞專注著鳥克蘭難民，您是否還記得ISIS造成的難民

危機？以及美國撤軍阿富汗帶來的難民潮？他們現在

在哪裡？正面對什麼樣的處境？而華人教會不該置身

事外，該如何回應這世代的重大議題？又有什麼可以

做、可以禱告的呢？穆光論壇由華神穆光研訓中心攜

手前線差會及台灣愛穆小組聯合舉辦。本次邀請第一

線機構、差會、宣教同工親身分享，帶領我們反思並

探討全球難民與華人教會的責任！除了透過專題獲得

難民的處境及需要之外，更透過實體和線上的難民桌

遊帶領會眾一起體驗其中的生死交關及抉擇兩難！論

壇將於11月19日（六）上午9:30至下午4:00假台中忠

孝路長老教會舉辦。內容包括專題、工作

坊、活動體驗：難民桌遊（實體）、難民

逃難體驗（線上）。採實體線上同步進

行，費用採自由奉獻。限基督徒報名，歡

迎參加！

【神學碩士科 2022 上學期學術講座】

神學碩士科學術講座將於11月28日上午11時至12

時，邀請創欣神學院教務長暨新約副教授王觀惠博

士，主講「約翰福音中的感官動詞與見證語言」；12

月26日上午11時至12時，則邀請中華信義神學院教

務長暨舊約助理教授朱頌恩博士，主講「哈巴谷書的

概念隱喻研究」。講座地點為八德校區文教大樓五樓

A504會議室，歡迎校友前來參與。此外，同場次開放

為神碩體驗日，歡迎有心從事更深進神學研究者前來

與教授、神碩同學們一同交流。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於2022年上學期（2023

年2月）將開設四門課程。1月30日至2月3日「亞洲

教會歷史」由盧鳳麟牧師授課；1月31日至2月3日

「教會治理–組織與制度」由陳志宏、蔡瑞益、陳尚

仁、曾紀鴻、喬美倫、周巽正等牧師授課；2月6-10

日「當代伊斯蘭教議題」由Dr. Martin Accad授課；2月

7-10日「童年經驗與創傷醫治」由錢玉芬等老師授

課。請教博科和宣博科的牧者留意時間，也歡迎有意

進修的牧者申請修讀，相關訊息請查詢華神官網╱招

生╱博士科，或電洽03-2737477教博科分機1364、

Email：dmin@ces.org.tw；宣博科分機1332、Email：

mission@ces.org.tw。

【2023 輔導講座】

針對今天教會信徒的關顧問題，牧者該如何面對? 教

會如何藉著訓練一般信徒來建立有效的輔導事工，以

幫助周圍有需要的人，為牧者分勞? 此次輔導講座陳善

養博士（美國加州富勒神學院臨床心理學資深教授，

也是格蘭岱爾羅省基督教會的榮譽退休主任牧師）將

以他多年的輔導專業和實際牧會經驗，用

實例現身說法，為我們指引一條出路。

日期：2023年1月16至18日（一~三）

時間：上午 9:00至12:05

地點：全程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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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3,216

23,354,298

14,928,918 

9月

26,026,596

13,603,209

12,423,387

 2022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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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6-207773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