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追求屬靈，乃是成為門徒！
實踐神學助理教授 / 馬永年

回顧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到如今，在那一批真實跟隨過耶穌的人之

後，誰才是跟隨耶穌的人？是能夠變賣一切的？為主殉道的？將福音

帶到遠方的？還是在黑死病爆發時，願意冒生命危險照顧患病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離耶穌的時代愈來愈遠，上述的指標未必適用。

每個世代都在尋找不同的指標，來評估一個人的「靈命」或「屬不屬

靈」。換個方式來說，我們很想要為跟隨基督找到當代的定義。

今日教會界常用的指標可能包括：讀經（經常、穩定地讀聖經，

每年讀很多遍，聖經很熟）、禱告（經常為人禱告、長時間禁食禱告，

禱告詞真誠優美或是情辭迫切）、聚會（穩定、積極參與聚會）、服

事（樂於參與、幫忙，隨傳隨到）、榜樣（在教會外有好名聲，有成就，

謙卑、溫暖、「有見證」）。

但靈命能不能這樣化為人的一種指標？加上屬靈操練的概念，對

年輕的信徒來說，會不會更像是在信仰環境中打怪撿寶升級的過程？

透過不斷地練功，毛頭小夥子有一天也能練成武林高手。這些教會中

行之有年的用字，會不會反而在今天造成困擾？

靈命最複雜的地方，莫過於聖經根本沒有講過「靈命」這件事。

真的！打開聖經工具（或是手機裡的聖經 app），無論是哪個版本，

應該找不到「靈命」（或 spirituality）這個字。

無論是新約或舊約，聖經所描述的人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認識

神的人，沒有永生，也失去與神連接的能力。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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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要。從小學習仁義道德，

事情要做對、做好、做滿。帶

著這樣的背景來看聖經，我們

傾向從待辦事項的角度來看十

誡、聖靈的果子，甚至彼此相

愛，總是要努力活出信仰讓人

看得見。教會內外都認為基督

徒「應該」是好人中的好人—

而我們自己確實是還不錯的人，

不是嗎？

但實際上，社會中充斥太

多道貌岸然、表面不一的偽君

子，難怪魯迅諷刺這樣的文化

是禮教吃人。基督徒也一樣，

直到紙包不住火，再多外在的

doing 也無法掩蓋破碎的內在。

有時犯錯是因為軟弱，需要更

多的包容與接納，但更多時候，

犯錯只是當事人活出他內心真

實的面貌，令人不勝唏噓。或

許是我們滿足於得救那一刻神

悅納我們的 being，就讓 being

始終停留在原地。用文化中習

慣的「做好人」來包裝自己，

看起來像個好基督徒，使得

becoming 從未實現。

當內在尚未改變，滿足他

人對基督徒外在的期待就只會

徒增壓力。若真能達到眾人的

期待，結果是犧牲自己對恩典

的體會—因為這是你努力得來

的。

這不只是我們的問題，也

是耶穌強力指責法利賽人的問

題。

相對於從待辦事項來看聖

經的教導，耶穌所要的，是一

群深知祂是那位復活的主，由

救主，神的話語和聖靈進入我

們的心中，藉由在基督裡的信

心，重新與神建立關係，成為

一位活在神面前的人，也就是

屬靈的人。

聖經中，「屬靈人」的頭銜

適用於所有的信徒（加六１），

強調的是與神重新連結的我們，

能夠思想、明白屬靈層面的事，

是心靈被神的靈更新以後的特

質。聖經在討論的，不是屬靈

的人該有甚麼樣的行為舉止，

而是會活出甚麼樣的生命；不

是在某種屬靈層面上有什麼過

人之處，而是透過跟隨基督加

入上帝的國度，成為神的百姓，

擁抱、熱愛另一套屬天的價值

觀（即神的律例、典章、誡命）。

對魏樂德（Dallas Willard，

1935-2013）等人來說 1，屬靈操

練的目的，是跟隨基督的人在

基督裡品格的改變，最終的目

標是效法基督、反映出創造主

的形像。信主後生命的改變，

是去追求那些能夠反映造物主

祂自己的美德。 2

在教會教導中，偶爾會聽

到比較 doing 與 being 之間的差

別。世界在意外在表現、成就、

影 響 力（doing）， 但 更 重 要

的是一個人的本質，是不是有

真實的屬靈生命，神也是照我

們在基督裡的本像來接納我們

（being）。然而，若從上述的

討論，信主之後，更重要的是

becoming 的部分—你要朝成為

甚麼樣的人去成長。

在華人文化下，doing 實在

內而外活出新生命的門徒。就

像連於真葡萄樹的枝子，結果

只是必然；行為是果，生命的

改變才是關鍵。

這種門徒生命的改變，就

是魏樂德等人所指品格上的改

變。但不同於儒家的做好人，

門徒生命的成長與改變，聖經

稱之為成聖。這不是任何一套

可以上完的門訓課程，這是個

改變的歷程，是一生的旅程。

而每一位跟隨基督的人，都應

該走在這樣的道路上。

在這條道路上，屬靈操練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任何

屬靈操練本身都沒有魔力，而

是透過做或不做某些事，讓我

們更多留心生活中屬靈的面向，

更多留心我們與父神／基督的

關係。

所謂的屬靈人，不是具備

某些奧秘特質的人，也不是擅

長某種屬靈操練的人，而是那

些「從與神對話式關係中支取

生命的人」3。新的一年，讓我

們學習跟隨基督、效法基督、

連於基督，從作基督的門徒開

始。

1 魏樂德，前南加大（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哲學

教授，對基督徒的成長有許多獨到的見

解，相關著作包括：《品格的革命》、

《大使命與大抗命》、《屬靈操練真

諦》、《上帝的聲音》、《我們怎麼知

道上帝存在？》等。傅士德（Richard 
Foster）、司傑恩（James Bryan Smith）
等人都對基督徒的成長持類似看法。

2 萊特，《信主了，然後呢？―天國的倫理

學建構》，校園，2019。英文的副標題

為 "Why Christian character matters" ，
強調品格改變的重要。

3 Dallas Willard, Hearing God, 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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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宋輝光

歲末也是期末，一想到「歲

末」其實蠻嚇人的，感覺有點

像錯過了班車，心忽然一慌，

怎麼才剛開學竟又期末了！但

是很值得感恩，總歸不容易卻

也熬過來了，每時每刻都有神

的恩典。

我因遠住淡水，每週至少

10 趟往返正道校本部上課，早

出晚歸加上機車來回，常常累

翻，生活有如在洗衣機裡快速

旋轉。但是很奇妙，電光石火

的奔馳時刻，竟是我最寂靜的

「行動聖所」。或禱告傾訴，

或感動淚崩，有主同在我無限

敬拜。還有夫妻生活不比往常，

她因工作有許多特別的經歷，

我們也就有分享不完的話題，

同受生命之恩的「赤身露體」，

使我們彼此更敞開。

這學期小組推「按名認識」

的自我介紹，除了各自見證神

國蹤跡外，一起在生命歷程有

深入探索。感謝小組使我滿享

「喜樂團契」，課間服事時，

連彩雲老師也跟我們一起敬拜

讚美神、打飯、共餐和分享代

禱。滿懷感恩我們 2019 的「主

裏合一」，期待神在 2020 率領

我們在基督裏繼續誇勝，享受

彼此相愛的更深悸動。

道學碩士科 /萬思翎

漫步於翠綠行道、秋葉路

間，眼前風景一幕換過一幕，

手裡始終握的是踏實的感情。

回想一年前我倆連走路都一前

一後，今日竟與先生牽手散步、

談話家常。這是何等的美景！

是神改變了我和我先生的生命

與互動。感謝神在我們家做了

又新又美的事。

剛結束完主日服事，走到

鬧哄哄的愛筵會堂，大家熱情

的招呼我吃飯。趕緊扒了一碗

後奔去分堂帶領小組，一到那

邊又被熱情餵食。感謝神讓我

在這個屬靈的家中被愛、成長，

家人們按著本相彼此接納、互

相扶持。這是何等的溫暖！尤

其是看著我長大的牧者們，他

們所給我的教導和關懷始終有

增無減，他們的身教和榜樣常

使我感動受益。

每年暑假都固定跟先生至

內地事奉。今年內地有間教會

的退修會是坐郵輪去日本，邀

請我們全家參加。這趟旅程最

可貴的是全家人在一起，經歷

了第一次的奇趣航程。我們在

其中聽見許多感人的生命故事、

第一次到日本，體驗不同的人

文風情，並為他們禱告、因為

颱風延誤航程，我們還在郵輪

上主日崇拜。這些都是我們家

共同經歷難得又美好的回憶。

神的恩典多又廣，教我每

回數算都感恩不盡。神的恩典

存在於生活的細瑣事項、氣息

之間；日常點滴、恩惠泉湧。

道學碩士科 /吳欣宜

回顧 2019 年在開拓義路福

音中心的過程中，神的幫助總

是及時來到，如同黑夜中有光

照射進來，引入平安。基督教

文學家 C. S. Lewis 說：「上帝

在我們的享樂中低語，在我們

的良心中發聲，在我們的痛苦

中吶喊！」神是一位說話的神，

祂的立約之愛，讓祂不能不說！

在危難中，我總是聽到神說 :「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塎裡去，

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

( 書 1:9) 祂向我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充滿了堅固

的力量！

感謝神學院老師的鼓勵和

植堂精兵的支持，感謝台北台

福、香山傳福即時的幫助、弟

兄姊妹的代禱和奉獻，主耶穌

的恩典，使得義路福音中心主

會堂，有接近 30人的聚會場所。

感謝主耶穌的恩典，使得我們

能夠透過自我認識與成長的讀

書會，接觸慕道友，每當我為

他們提名禱告，我的信心就得

著極大的堅固，不禁向神發出

讚嘆：我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神，神為自己名的緣故，引導

我走義路，我們的神為信得過

祂的人，曠野開道路，為投靠

祂的人，在沙漠開江河！ 

你有否過因遭遇意想不到

的打擊，而恐懼、焦慮、不知

所措？務必專心「倚靠神」，

完成神給我們的託付，走好人

生的每一步，做一個不枉此生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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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2019 回顧與展望
踩著自行車在春天枝枒冒

出的樹林下，一個轉身，又見

雙腳踏在夏日綠意盎然的草皮

上。時間滴答的落下，如同秋

風吹落片片金黃色的葉，伴隨

著街道一盞盞的路燈，因著黑

夜的到來而點亮，抬頭一看，

赤裸的褐色樹枝，提醒著我們

已到了一年的尾聲。充滿恩福

的一年，2019 年正式進入歷史，

歷史是經歷、是沉澱，是未來

的導向。在迎向 2020 年之前，

必定不能少了回顧 2019 年度，

學院經由神的帶領下所走過的

路，陳院長領航同工們同心協

力的服事，完成一件又一件的

大事。

感謝神！在 2019 年中，差

派一名財務背景的會計同工，

以及兩名拓展同工，一位是深

具溝通與聯繫經驗的姊妹，一

位是具有創意發想的年輕姊妹，

相信在一靜一動的配搭下，能

擴張境界、榮耀主名。

繼續升學 3 人。願神持續帶領。

9 月 6 日到 7 日，學前靈修

會以“新學年的挑戰與進步”

為主題，按“靈命 , 學識 , 事奉 ,

生活”四個主題分四個小組，

拍攝影片來創意表達每一小組

要呈現的核心價值，感謝神！

這學期師生同工彼此有美好的

連結。

2019 年學前靈修會於苗栗西湖渡假村

從 9 月 到 12 月， 連 續 16

個週末 / 主日，陳院長分別在

16 個不同的教會帶領 30 場培靈

會、佈道會、神學主日、週年

慶、主日證道、退修會等不同

的聚會，要特別感謝柑縣台福、

聖達台福、台中台福、高雄忠

義循理會、基隆浸信會榮光堂、

台南台福、林口台福和西盛信

義在他們當中分享信息，舉行

神學主日，並為神學教育募款。

感謝神，透過這些不同的聚會，

將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服事眾

教會的心，推介到不同宗派的

不同教會當中。

 

神學教育上，這一個學期

院長參與的課程大致上可以分

成四個部分：首先，在新莊校

本部和高雄教學中心，分別帶

領高年級班的“教牧學概論”；

第二，在海外教學中心，開了

一門教牧學博士班的課程，“釋

經講道進階”；第三，今年 9

月新設立了台中教學中心，打

先鋒，開第一門課，“讀經法”，

感謝神！有 27 位學員來參與進

修；第四，10 月初訪問東馬，

分別會見了東馬沙巴和詩巫三

個神學院的院長，尋求在東馬

開設教牧學博士班，或者幫助

他們裝備造就教牧學博士班學

生的可能。求神繼續擴張我們

的境界，在神學教育上繼續貢

獻我們的心力，秉持著神多給

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

多要的聖經真理。

 

2019 年 9 月學院贈送同工受洗禮物

2019 年「 第 十 一 屆 畢 業

生」，更是前往不同的地方播

種。有博士、碩士、證書科畢

業生，目前服事情形如下：教

會牧會 6 人（含博士）、機構 2

人、開拓教會1人、尋求中1人、

林淑清老師（前排右三）於東京台
灣正道海外教學中心教課

學校對外推動的活動和感

恩餐會情況如下：首先，第三

屆 ABC 基督徒教育大會於 10

月 26 日舉行。18 位牧者老師分

別分享了 2 堂主題信息及 16 堂

專題信息，服事了 150 位以上

的弟兄姊妹。接著台中 (11/15)

和高雄 (11/16) 的感恩餐會，約

150 位關心正道的學院夥伴前來



5

與會，他們常年關懷神學教育，

真是讓人感動。台北場則是用

音樂感恩餐會的方式進行，當

場並舉行義賣活動，約有 150

人來，許多人慷慨解囊，以行

動來表示對神學教育的支持，

再此也一併向你們致謝。

" 四方面分別講述，並且邀請 4

位講員做回應。目的是要幫助

傳道同工增強牧養教會的能力，

感謝神在第一屆有 110 位傳道

同工來參加，鼓勵了我們明年

繼續在南台灣辦第二屆以幫助

傳道同工進深的決心。

北和高雄，共在四個地區舉

辦教牧論壇講座。

台中感恩餐會

高雄感恩餐會

音樂感恩餐會義賣現場

音樂感恩餐會服事同工、學生合影

至於“卓越正道教牧論

壇”，今年於 11 月 18 日加開

高雄場，這是在南台灣舉行的

第一屆，仍然根據原始創設的

主旨，邀請 4 位主題講員，分

別從傳道者牧養教會時不可或

缺的“靈性造就、講道教導、

牧養關懷、僕人領袖與執行力

陳院長於高雄教牧論壇講道

面對 2020 年心中有一些計

劃，一面在主前繼續尋求，一

面也請您在禱告中紀念：

1. 在台北／新北開拓第二校

區，謝謝台北台福願意提供

場地，一起同工。

2. 徵聘兩位主修聖經或神學的

專任老師。

3. 鼓勵年輕夫妻一起進神學院

研讀，提供一個全額獎學金

給配偶，兩人只需要繳一人

的費用，鼓勵夫妻一同受裝

備，畢業後一同在教會事奉。

4. 主若許可，開始神學碩士的

設立。

5. 在台灣正道神學院圖書館開

闢一個地方，作為“台福教

會歷史與信仰研究中心”。

開始收集任何有關台福教會

歷史與信仰的文獻史料，鼓

勵博士班學生可以以台福教

會的歷史和信仰作為他們撰

寫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

6. 拓展“卓越正道教牧論壇” 

到台中和台東地區，加上台

劉富理牧師（前排左二）於雪梨台
灣正道海外教學中心教課

王仁美老師（前排中間）於雪梨台
灣正道海外教學中心教課

蘇文隆牧師（前排左五）於雪梨台
灣正道海外教學中心教課

台灣正道正式邁入第十三

個年頭，從關渡地區搬移到新

莊地區，不論在規模上的變更，

或是在地區性的發展與便利，

感謝神，都大大超出原有的想

像。同時我們也相信，同工們

在各其崗位上與上帝賜予的恩

賜中，發揮其最大能力與智慧，

神學教育的推廣以及拓展交流

的擴張，必為神造就更多合用

的器皿，傳揚福音，開拓教會，

完成基督的大使命。



6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了我們」（約一 4:13）

就在十二月中上旬，學院內辦理了「小天使 vs 小

主人」的活動，沒想到這個大家可能都玩過也熟

悉的活動牽起了許多不曾想過的友誼線！

喔喔，不是你想的男生女生配，其實是原來

沒有很熟絡的師生同工們有更多的交流及認識。

大家一到學院時總帶著期待，有意無意間會跑到

天使禮物箱去看看有沒有意外的驚喜，或是猜想

那個關心我的小天使到底是誰呢？是你嗎？還是

他？或是她？而就在天使現身的那一刻才知道，

啊哈～原來這二週默默關心我的人就在身邊！就

在此時，深刻認知到「愛，是最大的祝福！」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迎接君王……」

是的，我們預備迎接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降生，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就

在聖誕節前一週中午，神學院師生及同工到平常

出入的學院大樓中庭、宿舍區、便利商店、速食

店或小吃店唱起詩歌報佳音。

剛開始的時候，同學們似乎都有點害羞，沒

想到 7-11 便利商店店長及牛肉麵店老闆都很歡迎

我們，在現場除了有人錄影外，還有人喊安可聲

呢！就在師生們常去的水餃店，主廚大姐還說：

「詩歌聽起來好好聽！看來你們都是有訓練過的

喔。」這時候，深深感受到透過這個報佳音活動，

我們可以分享好聽的詩歌，分享一點祝福小禮，

也帶領平時出入的社區鄰里商家們感染了這聖誕

佳節的好心情。你呢，是否也感受到這樣的喜悅？

快閃：與左鄰右舍分享聖誕喜悅
道學碩士科／林尚琬



同參與，彼此有美好的連結。

3. 12/18 為秋季學期最後一次崇拜並

舉行聖誕活動，學生會帶領全院師

生同工進行小天使的活動，效果很

好，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另有報佳

音的活動，學生分組到附近的店家

唱詩歌傳揚主的降生。

4.  春季開學禮拜將於 2/19 舉行。

6/15-20「地方教會信徒的靈命塑

造」由劉富理牧師授課。

5. 澳洲教育中心：有兩位去年底已完

成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的課程，今年

將有第一屆畢業生。

6. 紐西蘭教育中心：碩士科今年將開

7門課。4/22-5/2「釋經學」(3學分 )，

及「出埃及記」(2 學分 ) 由陳敏欽

牧師授課。教牧博士科「釋經學進

階」及「出埃及記釋經講道」亦由

陳敏欽牧師授課。

7. 日本教育中心：碩士科 4/6-18「釋

經學」(3 學分 ) 將由曾思機老師授

課。

學務處
1. 感謝神 !11/20 同學們同心協助音樂

感恩餐會的服事，團隊事奉相當美

好，使學院充滿生氣。

2. 12/11 為秋季學期最後一次職碩晚崇

拜，舉行期末聚餐，學生會同工一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第四屆 ABC 基督徒教育大會」

將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台灣正

道福音神學院舉行，敬請期待並預

留時間參加。  

2. 2020 年學院安排 4 場正道卓越教牧

論壇（台北 6 月 8 日、高雄 11 月

16 日、台東 11 月 18 日、台中 11

月 23 日 ) 與 4 場感恩餐會（新竹 5

月 23 日、台北 6 月 6 日、高雄 11

月 14 日、台中 11 月 21 日），期盼

共沐主恩。

3. 歡迎加入「正道之友」：一般夥伴

（一月一千奉獻），「正道長老」( 

一月一萬奉獻 )，「國度企業夥伴」

（一年利潤 10% 奉獻），新聘任兩

名專任老師每年 200 萬元，支持神

學生獎學金每年每名 7 萬元（3 年

畢業總共 21 萬元），願神紀念每

一位愛心奉獻者。

教務處
1. 教牧博士科一月份冬季班兩門課程

已順利結束，感謝王欣老師及林國

亮牧師辛苦授課。碩士科寒假 3 門

課程也順利完成，感謝愛德華‧希

里老師、王欣老師及林國亮牧師辛

苦地付出，造就同學們。

2. 台灣本地碩士科春季學期招生錄取

10 位新生。春季學期 2/17 開始上

課。

3. 春季學期新莊校區白天碩士科共開

15 門課，南區 5 門課；晚上職碩科

3 門課。新莊校區白天碩士科暑假

密集課將開 2 門課；晚上職碩科暑

假半密集課將開１門課。

4. 教牧博士科 2020 年夏季班開始招

生，夏季班將開兩門課程：6/9-12

「屬靈爭戰」由李道基牧師授課；

若是您想改「電子院訊」或更改院訊收件份數，敬請通知
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陳姊妹

職碩期末晚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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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方式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新莊分行）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　　號：0490-8710-00333
歡迎您一起來為神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 (元 )

2020 年目標 截至 1月
31日止 百分比

發
展
基
金

師資培育基金 200 萬 $0 0.0%

長程拓展基金 300 萬 $0 0.0%

經常費	 2,400 萬 395 萬 16.45%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2,005 萬 　 83.55%

								徵				才
學 院 正 招 募 新 舊 約
及 系 統 神 學 老 師。
有 意 者， 歡 迎 洽 詢
行 政 處 朱 處 長。
amychu@les.edu，	
02-2902-3561 轉 15

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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