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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鼓聲
敲響，
向前行！

2016年 11月那個清晨，上帝提醒

我興辦一個《新媒體宣教中心》，培

育媒體人才，才能徹底解決醒報人才

荒，爭取台灣教會對社會的話語權，

並建立彰顯基督教文化的社會。

在接著的半年時間，祂以下列一連

串的神蹟奇事，印證成就了這一所使

無變有的新媒體宣教中心。

亞伯拉罕之旅
就像亞伯拉罕一樣，我勇敢的出發

了。「出去的時候還真不知道往哪裡

去」，上帝明明就知道我沒有錢、沒

同工、沒資源，不，上帝立刻讓我想

起我這兩三年來先後在木柵靈糧堂、

新生命小組教會、榮星長老教會、新

竹靈糧堂、桃園市府靈糧堂、花蓮美

崙浸信會、淡江教會、中壢靈糧堂與

高雄各教會辦過大大小小的寫作、編

採班，累積了好多人脈與經驗，這，

竟是開辦系統化媒體訓練的基礎。

無中生有辦中心
今2017年二月中，我們舉行一次歷

史性的籌備會，有王成勉教授、谷玲

玲教授、施以諾副教授等來集思廣益，

確定中心的學制、訓練方向與培訓目

標。

之後，也加入了李正榮牧師、彭懷

冰牧師、潘蒙愛牧師、楊艾俐老師等

人，成為校務委員會成員，提供建言。

今年三月，新竹靈糧堂寫作班的郭

姊妹開始投入，她在三個月期間，搭

高鐵從新竹來回醒報幫忙，成為中心

  ■文 / 林意玲
               ( 新媒體宣教中心院長 / 台灣醒報社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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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真是奇妙，我們就這樣開始了
華人教會第一所培育新媒體人才的中
心。( 曾美玲攝 )

培育媒體人才
助教會整體形象
深耕基督文化社會



2第一位行政同工，完成了學院簡介與簡

章等框架，令人感動。

也幾乎在同時，邱慕天傳道回任醒報

副總編輯，便扛起了學院課程規劃與禮

聘師資的重任，在三個月間，我們上山

下海，親訪華神、台神、浸神、門訓各

校優秀老師，逐一請益，盼能組成堅強

而符合新媒體時代的教學陣容。

師資陣容強大
一年四季、32個學分將包括聖經神

學與文化、資訊媒體與公共信仰，以及

編採寫作剪錄共三類課程，並決定招收

公費生（大學畢業5年內）與自費生（50

歲以下者）兩種。

祂接著在三月間差派吳

姊妹，來學院當義工三個

月，協助成立網頁及企劃拍攝4支牧

者代言的簡介影片，這份盛情，難以為

報。

也非常感謝淡江教會莊

育銘牧師、iM行動教會松

慕強牧師、新生命小組洪麗

慧牧師、TVBS總監詹怡宜姊妹、與輔大

醫學院施以諾副教授等惠予代言，鼓勵

報考。

學校沒有校舍，如何辦學、如何住

宿？三月間又發生一件奇妙的事，位在

基隆暖暖的基督門徒訓練學院，選出新

任董事長汪川生牧師，在胡業民老師聯

絡下，他高度支持新媒體人才的需要，

促成我向該院院長王良玉提出借用學校

宿舍的請求。(見右圖)

奇妙的校舍與教室
就在一週之內，雙方三度會面，很快

的在門訓院長與所有主管同工的慷慨、

同心下，敲定了讓本中心學生與該院共

用資源的合作約定，讓學生得以同住、

共膳、同晨起等生活支持，大幅解決了

學校軟硬體的問題。

隨後，一位愛主的姊妹也把買下的

民生東路、敦化北路口明志大樓的辦公

室，分給我們一間辦公室，供學生上

課、職員辦公之用，實在是妙極了。

好像做夢的人！
接著，上帝又差遣曾美玲姊妹來協助

財務，差遣周逸衡教授教我們規劃「課

程地圖」，上帝的帶領真是稀奇。一個

無中生有的新媒體宣教中心就這樣誕生

了。七月份，我們開始招生，短短一個

月的宣傳期，前後有9位優秀的弟兄姊

妹來報名，我們共錄取4位成為首屆新

生，另又有6位報名選修學課程。9月

15日下午，我們開心又感恩的舉行了首

屆開學禮拜。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

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詩

一二六1)是的，上帝真是奇妙，我們

做夢般的開始了華人教會第一所培育新

媒體人才的神學院。下一步是：1、多

有志的學生，2、足夠的經費，3、您的

代禱參與。讓我們一起來回應上帝對這

個時代的心意吧！

周學信老師

溫小平老師

黃正人老師

彭蕙仙老師

谷玲玲老師 林意玲老師

施以諾老師 邱慕天老師

▲圖為院長、老師與全體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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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年的新媒體宣教訓練課程正

式展開！」第一屆新媒體宣教中心15

日借林森南路禮拜堂正式舉行開學典

禮！師生來賓們聚首一堂，迎接開學禮

拜，享受在主愛中的團契時光。數十位

來賓到場，見證首屆新媒體宣教士在上

帝面前的立志。新媒體宣教中心院長林

意玲引用詩篇126篇說：「我們滿口喜

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一路走來主恩常在
「中心從籌備到招生階段，上帝的

恩典一直帶領著我們，各方的奉獻與擺

上，印證了主的旨意必要成就，在新

媒體時代中！」院長林意玲盼望中心能

大大被主使用，徵召更多蒙神感召的時

代工人，通過為期一年的裝備與訓練，

在媒體界中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

氣，以新媒體科技建立信仰傳播的基督

徒社會價值觀。

同為合作單位的遠東福音會、聯合

差傳、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亦派出代表

共襄盛舉，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行政主

任蔡東銘更向來賓們送上印著「祂必興

旺，我必衰微」的鉛筆，寓意隨著筆芯

越來越短，學生們能被神大大使用，在

開放的資訊世界中進行信仰出擊。

一生聽隨主聲音
本屆學生人數共有十名，其中四名

是全修生，六名是選修生。在開學典禮

中，四位全修生代表本屆學生透過詩歌

《輕輕聽》以及述說個人的蒙召見證。

正如詩歌歌詞所言：「你是大牧者，生

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聽隨主聲音！」即

使彼此來自不同的背景、擁有不同的專

業技能，但卻懷著相同的目標與異象，

立志擺上，成為基督媒體人才。

新媒體，上帝的邏輯
學院企劃主任邱慕天傳道，以《新

媒體的神邏輯》為題證道，他以羅馬書 

12章1-6節勉勵說，冀盼我們能從連絡

與合一中，運用各人從主所領受各有不

同的恩賜，在一個「碎片化」、「離心

化」、「部落化」與「偶像化」的新媒

體趨勢下，為主作鹽作光，透過神學與

新媒體的迎合與反轉，把人完完全全引

向基督。

開學禮拜在榮星教會胡美華長老的祝

福禱告下劃上句號，也同時代表著華人

第一所新媒體宣教中心的裝備訓練正式

啟動。

但願上帝繼續在這中心作成衪奇妙的

工作，在這個資訊爆炸、否定絕對真理

的後現代思潮當道、 社群媒體蓬勃發

展的時代，訓練出更多願意以新媒體作

宣教媒介的天國精兵，貢獻社會，服事

上帝。

開學禮拜簡單隆重
新媒體有 邏輯神

         ■輔導主任 / 李牧權

▲全修生尤堅信 ( 中 ) 與好友們在開學禮拜擺 pose。

▲邱慕天主講【新媒體的神邏輯】，
生動有趣。◄現場牧者、老師、學
生家長群集，典禮簡單隆重。◄ 所有全修生與選修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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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到                  人？ 700 萬
700 人 

華人宣教已超過200年，

可惜我們一直不懂得使用媒

體說跟聽；歸根究底是教會

界太少呼召與培養獻身媒體

之專業人力。為了培養足以

宣教、護教的新媒體宣教士，

台灣醒報結合遠東福音會、

聯合差傳、基督門徒訓練神

學院、IC之音-竹科廣播等

單位，在2017年 7月創立華

人第一所新媒體宣教中心。 

新媒體時代幾乎是在近十

年內轟然而至，人機互動已

是不能不正視的時代氛圍，

更是宗教改革500年後的新

一次媒體革命時代，需要信

仰深刻、神學札實的內容進

入。「新媒體宣教中心」旨

在建立基督教公共神學和信

仰傳播的文化社會思想，學

習新媒體科技、社群關係等

前瞻性新科技的新溝通方法。

期望徵召蒙神感召之青年男

女，施以一年密集訓練，使

其成為有效之基督媒體人才。 

「新媒體宣教中心」課程

涵蓋聖經與神學、資訊社會

與文化、文字傳播應用，與

產學實習等四個領域，特聘

請各界名師授課指導。以一

年期間、必修32學分合格畢

業頒授新媒體宣教碩士學位

（Master of Missiology）課

程安排為一週五天，包括3

天機構實習、2天上課日，週

日為服事日。

課程的設計以啟發、獨立

研究和資訊判讀 （使用網路

工具、閱讀研經書）、整合

的能力為主。不同於強調背

誦記憶，或是在傳統教會解

經講道為主的神學院，我們

期許培養學生活用專業能力，

是要能夠找資料。並透過聖

經與神學、資訊媒體與社會、

文字傳播與應用三類課程並

進裝備學生的論述能力，在

開放的資訊世界中信仰出擊。 

我們的教材植根於全本聖

經，並仰賴聖靈為導師，學

生未來出路包含但不限於：

新媒體教會牧師、教會媒體

幹事、社區報／網路報發行

人、電視廣播雜誌報紙媒體

宣教士、亦足以到一般傳媒

貢獻社會、服事上帝。至盼

代禱推介合適的人才，成為

新媒體宣教中心的精兵。

大家好，我是玄宇，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分享我的見

證，在進入見證之前，我想先分享一段經文：「我本

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祂還賜我這恩典，叫

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以弗所書

三章八節)   

 這節經文是在我赴日留學前的某一個夜晚蹦出來

的，那個時候已經要睡了，但是腦海一直有個聲音叫

我去看以弗所書三章八節，我起初以為是幻聽，因為

我很少讀聖經，基本上只認識四福音書，什麼以弗所

書的壓根沒聽過，但我後來還是爬起床去翻了一下，

打開聖經。

閱讀完後很感動，因為我覺得這段經文是在講我，

也是給我鼓勵，因為我來教會這麼多年了，本來應該

是在靈裡很強壯的基督徒才對，但是我卻是最小最弱

的，對我而言，這段經文是上帝給我的勉勵，即便我

是最後的，祂仍然要給我恩典，讓我有能力去日本學

習畫圖，並且用畫圖的方式傳福音。    

當下，我就把這份感動紀錄下來，當時本來是寫說

要傳福音給700人，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寫成要

傳福音給700萬人...當下真的嚇到了，但也沒想太

多，就休息了。

後來，經歷了三年的留學以及回國工作七年，經歷

了很多的跌跌撞撞之後，就把當初神給我的以弗所書

三章八節的感動給忘了。 

直到後來，得知【新媒體宣教中心】要開學的消息

之後，重新讓我想起這個夢，這個傳福音的夢。報名

前其實還是有點恐懼，但是神對我說：「你正走在我

為你揀選的道路上，這條路既光榮又艱難，你會經歷

我的同在，向世人傳達真理。不要擔憂世人怎麼看你，

我在你心中動的工，一開始隱藏為顯，但最終會枝繁

葉茂，結出豐盛的果實。」    

看到神的這段鼓勵，我就更有信心了，因為我確信

接下來的路，主會與我同行，盼望在這邊受到裝備之

後，未來能夠成為基督的精兵，用新媒體的方式把主

的福音傳到地極。

新媒體的時代
然而至轟 ■新 媒 體 宣 教

中心編輯部

學生見證

■新媒體宣教碩士科 / 廖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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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了沒？」清晨六點不到，院

長就衝進我們房間，讓我們從睡夢中驚

醒，劃下在門訓生活的第一道曙光。

原來是早上五點半的響鐘，顯然沒能

把前一夜才搬進去的新生叫醒，幸虧院

長一把揪出貪睡蟲，於是大家迅速梳洗

換裝，下樓參加每天清晨六點到七點一

小時讀經晨禱，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一章

開始讀起，一次看三章，在院長的帶領

下，瞭解經文的架構和順序，咀嚼出以

前一個人讀經時所沒有的滋味，果然大

家一同品嚐，能讓靈糧更加美味。

從靈修開始的一天行程，第二幕高

潮就是我們四個同學要從基隆趕火車衝

到台北實習，有時候幸運的有院長親自

開車，風塵僕僕地載一夥人到台北吃早

餐，然後兩個去遠東福音會，兩個在醒

報，開始我們實習廣播人與實習記者的

生活。

不管是錄音間的細微謹慎，還是新

聞採訪的快狠準，到了下午四、五點，

一天滿滿的收穫跟著我們跳上火車，趕

在六點門訓開飯前回宿舍，不過常常在

慌亂中錯過打飯時間，幸有門訓充滿愛

心的同學們，總是幫我們盛好名符其實

的愛宴，慰勞我們與時間賽跑的緊繃神

經。

晚上是我們的讀書時間，但第一個禮

拜，我們忙著與院長規定的靈修筆記和

實習心得奮戰，其實已精疲力盡到無法

再去了解書本長什麼樣子。為了隔天別

再錯過五點四十五分的晨間運動，大家

得早早上床，不過令人感動的是，同學

們還是不眠不休地繼續與作業拔河，為

的就是在學業上有更好的表現。

睡不到四、五個小時，大家又起床

準備出去運動，這次我們可自己撥好鬧

鐘，按時集合、點名！其實基督門徒

訓練神學院的旁邊，就是蜿蜒的基隆河

渠，沿著河岸兩旁散步是很舒服的，早

晨空氣清新、時光清雅，真的是個拉開

一天序幕的精美安排。

當然，身心因晨運舒暢，我們的靈魂

也要在神話語的餵養下扎根，院長孜孜

不倦地帶大家讀經與分享，同學們彷彿

都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在不斷成長，更

健壯更紮實。

期盼這一年在門訓生活的滋養下，

不管是課業上的學習，或實習工作的精

進，新媒體宣教中心2017年第一屆的

同學們，都能脫胎換骨，成為日新又新

的主門徒，在這世代為主所用，成為神

榮耀的見證。

門訓生活晨之美

■新媒體宣教碩士科  / 方玟璇

▼ 基督門徒訓練神學院旁是蜿蜒的基隆河渠，沿著河岸兩旁散步是很舒服
的，早晨空氣清新、時光清雅，是個拉開一天序幕的精美安排。(尤堅信攝)

▼◄門訓的生活是每天 5:30 即起，5:45 晨運，
6:00 開始晨禱，趕搭 7:00 前的火車。(廖玄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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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堅信 / 新媒體
宣教碩士科

教會：台中基督

徒教會

學歷：朝陽大學

資管系

經 歷：飲料店、

樂團音控

服事：教會音控

實習心得

今日參加早會的主題是電影賞析，電

影賞析的運作模式是會讓大家一起看一

部電影，看完後這天會有人做個簡報介

紹，今天看了一部很棒的電影「天才無

限家」，是在介紹數學很厲害的一個叫

做「拉馬努金」的印度人，他紀錄下來

的一些數學公式很深的影響了後續整個

學術界、科技界的發展。

我覺得遠東福音會有這樣的文化是非

常棒的，這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靈感，這

讓我想到，我在傳福音時，是不是常常

在更新自己的資訊，增加自己的見聞，

不會讓自己所說出來的話像是古老的文

字一樣。

早會完聽了牧養部主任王牧師介紹牧

養部，牧養部的工作內容大部分是針對

聽眾的回應和多媒體互動的事工，聽眾

的來信、網路訊息、網頁、APP、影片

等等。牧師也跟我們分享了很多他們遇

到的狀況，一些經驗上的回應，還有面

對廣大聽眾該有的立場。

這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因為原來傳

福音這件事上，真的困難的還不只是將

福音傳出去而已，還有後續該怎麼牧養

他們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你要怎麼有

效率的管理他們對於每個節目的詢問，

要怎麼有效率的回應訊息但又要符合聖

經的原則，現在還加上多媒體的牧養方

法，每天都可能會面臨到極為困難的挑

戰。

多媒體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帶來很多

困難的挑戰，我們接下來該怎麼使用這

些工具但又不被這工具考倒，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功課。

我在
遠東福音會的一天

■新媒體宣教碩士科 / 尤堅信

方玟璇 / 新媒體宣教碩士
教會：中山靈糧福音中心

學歷：世新大學新聞系、倫

敦都會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

究所

經歷：東森財經新聞、東森

亞洲台、三立新聞、公共電

視以及東森公關、優識公關

服事：台北靈糧堂「天國文

化特會」、藝術媒體學院「跨

文化戲劇宣教」

▲ 遠東福音會實習帶給我許多靈感，讓我想到，我在
傳福音時，是不是常常在更新自己的資訊，增加自己
的見聞。( 于厚恩攝 )

▲ 每周五、六整天是學院上課的日子，大夥兒全心全
意聽講，認真吸收。( 李牧權攝 )

第一屆全修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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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子綾 / 新媒體宣教碩
士科
教會：新北市仁愛浸信

會

學歷：陸光戲劇學校 

京劇高職、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 四技專班 劇場

系

經歷：中華時報、法訊

時報、 17 直播傳媒等

服事：兒童主日學教

師、歌唱演藝

廖玄宇 / 新媒體宣教碩
士科
教會：榮星長老教會

學歷：私立泰北高中美

工科、日本工學院專

門學校卡通漫畫科系           
經歷：曾任 Terntek 設

計師

服事：主持、音控、週

報設計、 主日學美術

老師

感謝主，今天對我來說是個

很特別的一天，怎麼說是特別

的一天呢？

這一天當中，有好多好多的

第一次，第一次參加記者會，

第一次跟一線記者一樣在受訪

者面前遞麥克風，第一次跪在

范瑋琪腳邊用手機收音，因為

手殘擋到同業的麥克風logo

後，不小心被攝影大哥唸一

下...等等的。

早上到達實習單位後，就跟

所有的職員一起靈修禱告，聚

會完後緊接著開始的就是記者

們的每日早會，聽完大家的新

聞回應之後，真的覺得每位記

者都好專業，並且分享的條理

分明，文字分享對我來說真的

是個障礙，但是期盼自己能夠

突破這個弱點，以後也能夠像

各位前輩一樣每天都有好的分

享。

帶我的前輩名是一位很親切

的攝影記者，早上教完我剪片

軟體的應用之後，下午就帶我

到現場去採訪，在採訪當中，

也教導我很多現場要注意的事

情，以及各種時候鏡頭的應

用，讓我感覺很安心。

今天一整天下來雖然很累，

但是卻很充實，是快樂的一

天，也慢慢對攝影記者這份工

作有了憧憬。

回家的過程中，也跟同學

討論了很多關於記者這份職業

的話題，記者這份工作雖然緊

湊及疲累，但是卻又很有挑戰

性，每天都可以接觸新鮮的事

物，對訓練大腦而言，提供了

最好的養分。

人生第一天當記者
■新 媒 體 宣 教 碩 士 科 / 廖 玄 宇

實習心得

▲ 我拍的照片上了報。( 見 10 月 6 日醒報 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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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班課程開放
選修，額滿截止
(請上【新媒體宣教中心】網站報名)

開課時間：2017年 12月 15日起

至2018年三月2日

006 寫作的藝術 每週五下午

3-5(林意玲、彭蕙仙）2學分共8周

散文寫作、報導寫作、敘述文寫

作、論說文寫作。

寫作不難，難在思考與蒐集材料，

感動人的作品來是感動人的經歷與

生命。本堂課從認識自己開始教導學

生從己身生命經歷取材，進而擴及記

錄別人的生命故事。寫作技巧在於邏

輯、觀點與修辭的創意。

007神學與文化 (周學信)

一月5、6、12、13、19、20、26、

27日密集班 (週五10、週六9-12)2

學分

以主題式研究為主軸，系統性整

合各神學學科，採用「聖經」與「文

化」為基本原則，呈現二者相互關連

的各種主題，以建立基本的系統神學

思考。

此課程要求學生參與文化與神學

間的雙向對話, 好讓真實的基督見

證能在當代互動的文化中呈現出來。

008 媒體專題實務 每周五晚上

7-10、周六上午10-12  (詹怡宜、

王德愷) 共8周、2學分

影像新聞報導專題企劃、攝影與

製作，新媒體網路如何呈現的影視節

目。

009 新媒體經營講座 (邱慕天) 

周六下午2-5 共 8周、2學分

預計邀請Yahoo!奇摩製作經理、

聯合新聞網大數據專家、自媒體行銷

專家、風傳媒新聞總監、報導者新聞

總監、獨立國際採訪者等，分享經營

策略與經驗。

8
代禱事項

1、 為本院全修的同學們每天清晨從

基隆到台北實習禱告，讓他們在奔波的路

程中，在課業、事奉、生活中更多的經歷

神的同在，以及家庭、身體的平衡代禱。

也為選修生們有堅強的獻身心志代禱。

2、 為每位學生的生活費、學費能有

專人認獻(每人每月約2萬元)代禱。

3、 為組織福音見證隊到各教會見證

分享新媒體負擔與招生代禱。

4、感謝神為我們預備優秀師資，讓同

學們在聖經與神學、資訊社會與文化、文

字傳播應用等領域上被主裝備；求主恩膏

每位老師的口，使他們的教學能夠成為裝

備同學們的最佳管道。

報告事項

1、 感謝主，安排一位愛主的姊妹願

意為本院奉獻教室，教室裝修工程預計11

月中旬完工，新教室為於台北市松山區民

生東路四段，優越的地理位置，加上齊全

的設備，願主保守工程的進行，使用教室

成為培養新媒體宣教精兵的工場。

2、	 冬季班課程已經定案，請參見右

方，並能代為宣傳，鼓勵報名。

3、 本院已經組成新媒體分享團

隊，歡迎各教會安排『新媒體主日邀請

分享』，內容包括新媒體時代的挑戰

（林意玲 /邱慕天）、神學生見證與

獻詩（5分鐘）、新媒體學院影片分享

（5分鐘）。( 請電 02-23581961 或來信

crossmediacademy@gmail.com 即可安排。)

發行者：新媒體宣教中心
地  址：台北市 10054 杭州南路一段 27 號 11 樓
發行人：林意玲
匯款支持：(700)0001847-0508687 代表人：林意玲代
轉 ( 指名：新媒體宣教中心 ) 匯款後請告知姓名電話
地址，以便日後寄上社團法人新媒體宣教中心抵稅
收據 ( 法人辦理中 )

信  箱：crossmediacademy@gmail.com
網  址：www.crossmediacademy.org
電  話：02-23581961、0800-011961
傳  真：02-23582155

新媒體宣教中心
校務委員會：
周逸衡教授、彭懷冰牧師、李正榮牧師、王成勉
教授、谷玲玲教授、施以諾副教授、潘蒙愛牧師
院長：林意玲
企劃主任：邱慕天
輔導主任：李牧權
財務：曾美玲

6-9 月中心收支表	
收入 支出 

報名費	 																				7500
第一季學費	 				75000
學分費	 																		22500	
奉獻	 																		60800

第一季教師鐘點費	 						97500
	6-9 月職員薪資	 																				30000
指定奉獻 ( 轉給學生 )												27000
行政雜支																																	13424
學院場地費奉獻									 						50000
9-11 月教室水電費	 						15000

總計	 																165800 總計	 																																	232924

短絀                                       -67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