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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正值院长任职满一周年，

毕业典礼与新生入学考试业已结束之际，连秘书也都

告假休息，笔者享受难得片刻的宁静与安歇。办公桌

躺着当期《商业周刊》，封面的文字是﹤麦当劳子公司

撤出台湾﹥，杂志内文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十

年前就启动改革，速食巨人仍陷泥沼？」，「它，创

新没停过，为何不见成效？」（页104-105）。

龙头企业转型包袱最多
该文分析麦当劳的优缺点：它拥有所有品牌都想要的

高知名度；它最知晓全球化与效率经营；它甚至拥有最

丰富的人才资源；它还做了所有企管专业的转型努力。

然而龙头大佬的转型包袱最多，二○○四年是被咒

诅的一年，一支纪录片《麦胖报告》（Super Size 

Me），让麦当劳与邪恶画上等号。编导史柏路克（M. 

Spurlock）以自己做实验，连续吃三十天麦当劳加大

码套餐，体重增加十一公斤，且有忧郁症及肝脏衰竭

现象。当时美国人三分之二都有肥胖过重问题，舆论

将矛头指向麦当劳。

其间麦当劳尝试改变菜单，开卖沙拉，上餐速度却

变慢。二○一三年推出鸡肉卷烙饼，这个小变动，导

致全体供货商都得转弯，背后牵动的供应链影响甚

大，无法轻易招架。

专卖墨西哥卷饼的餐厅奇普雷（Chipotle Mexican 

Grill）虽不断塑造自己健康的形象，声称贩卖「正直」

食物，企图打败邪恶的基因改造食物。然而奇普雷不可

能完全取代麦当劳，两者各具优势，谁也无法取代谁。

这篇报导抛出令人省思的问题：发展多品牌，也许是

翻盘的另一蹊径。一个好的决策，在困境才更显价值。

关系企业寿命的决策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从没有完胜

的商业模式，想打中顾客心理，先找出自己的信仰！

过往二十年因着神学院的训练较偏理论，学生又多

来自都会地区，一些大型教会开始自办训练体系，让

普世神学院似乎陷入泥沼。对华神这间跨宗派的神学

院而言，在进入四十五年之际，学院必须深切省思：

服务众教会的优势在哪里？什么是华神的核心理念？

华神优势
今年初应邀在香港建道神学院所举办的「塑造新一

代传道人的神学教育」研讨会发表论文，笔者被安排

的题目是﹤神学教育核心理念的整合﹥，按个人多年

观察，一些不刻意经营却频繁浮现的课题，在在显示

老师共同关注聚焦的神学内涵，以及所反映出的共同

教育理念与核心价值，包括：宣教、讲道、福音神学

以及灵修神学。简言之，传讲神的道与灵命造就正是

华神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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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硕士科主任／周学信    

              译／苏    茜

台中／西屯礼拜堂
讲员：胡维华老师
主题：神学运动的开路先锋—何西阿

4月2日（六） 10:00-12:00  何西阿的事奉与家庭
 14:00-17:00  何西阿的信息
 19:00-21:30  何西阿的影响

4月3日（日） 10:00-11:30  主日崇拜

联络（04）2701-0428周若圣传道

高雄／七贤路国语礼拜堂
讲员：周学信老师
主题：灵命深化的第一步—忙中取静

4月2日（六） 09:00-10:30  学习像耶稣
 10:45-12:15  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14:00-15:30  紧紧抓住神
 15:45-17:15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4月3日（日） 09:30-11:00  经文：赛四十30-31履行应许的神

联络（07）235-1622分机210霍弟兄

华神最见长的优势是师资传承，尤其坚持圣经与神

学的核心课程，承蒙某基金会的支持，正在进行下一

代的师资培育，都是从优秀的校友中遴选合适从事神

学教育者，十年培育十位。按此良性的循环之下，卓

越师资亦将吸引优秀学生。上述两项优势打造出「华

神品牌」，同时，台湾大型教会很多牧长都是华神校

友，加上一百五十间长期稳定奉献与代祷的教会，都

是珍贵的华神之友。学院的同工稳定度极高，服务到

退休远多过中途离职，更是委身在此服务神学生与教

师的优质伙伴。

转型乃契机或危机?
因应大型教会对学院的意见，课程更应灵活设计与

运作，同时外拓寻找合作专业伙伴。如上学期与灵粮

堂团队合作的「教会增长与开拓植堂」，这学期与淡

水教会开设的「小区营造」，另有公共神学、影音事

工等新课程都将逐一开办。

感谢神的恩典，这一年看见神为我们开疆辟土，愿

意与华神合作的大型教会陆续进行沟通与签约。未来

焦点往小区学院模式发展「学分班」在地化，以及成

全各具特色的「分校」。目前海外已增加不少据点，

老师的教学负荷添重，只待新生代师资于二○一七年

陆续回国任教，压力即可纾解。

学校远程的愿景是为国内与海外华人教会培育神学

教育师资，「神学博士班」已开始审视规划，正在寻

觅合适的欧美神学院之合作伙伴。另外为配合职场基

督徒传扬福音的广大需要，二○一五学年起将「研硕

职场宣教组」，扩编为「职场事奉硕士科」，课程设

计更多元丰富（如本学期「基督徒工作观」的团队授

课），以装备在不同职涯阶段的时代工人。校方正积

极延揽主内专业人士，招募顶尖肢体加入师资群，以

装备各行各业的职场圣徒。

教育部立案即将通过「筹设」，也是另一种转型。

由于华神在汀州路的校址未达教育部规定的用地面

积，多年的寻觅与等候终于购得八德新校区，新校

舍工程完成取得使用执照（预估是二○一八年），经

教育部实地会勘始能获得「正式核准立案」。此漫长

的过程与庞大的扩校经费是我们比其他申请立案的神

学院艰难之处。然而，让华神可以跨越北部地区的限

制，服事桃竹苗地区的学生。八德的林荫环境能让同

学享受更好的进修环境，未来新校区将成为国际华神

旗舰总部，营造神国工人进修与沉潜之园地，缔造与

连结本岛南北各地福音伙伴航站。市中心黄金地段的

汀州路校区将继续维持，服务大台北地区的推广教育

与越来越频繁的各种特会，以及人数不断增加的海外

学生之进修场所。

任职满一周年时刻，笔者从主领受的信息是：「要扩

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

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赛五十四2-3）果然真实经历主所赏赐的契机，四十五

年的华神航舰正缓缓转型前进，朝向下一里程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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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华的著作当中，《追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是他生前出版最长、也是最先翻译

出版成中文的作品之一。这本书可能是华人教会最熟

悉、最受欢迎的著作。没读过这本书，在属灵上就不

那么丰富。我所遇过的牧师、神学家，甚至连一般信

徒，都被其中对于圣经的阐述和活泼的灵性所吸引。

就像鲁益师（C. S. Lewis）和特别能激励华人教会的

倪柝声一样，潘霍华对于一般信徒很有感染力。《跟

随基督》以圣经为基础，直接了当、没有术语，即使

不知道潘霍华在神学史及政治史上地位的人，也能感

受其字里行间的力量。不过，这本着作也引发一些争

议，因为书里试图厘清阐明耶稣现今对我们的期望。

《追随基督》的英文版书名是The  C o s t  o f 

Discipleship，这是翻译时订的书名，并不是潘霍华

德文原著真正的标题。原来的标题是Nachfolge，由两

个字组合而成，原意分别是「之后」和「跟随」，指

出「在后跟随者」的概念。所以，中文版书名《追随

基督》比英文版书名更贴近原意。Nachfolge 这个字

只有放在与基督信仰有关之处，才有「作门徒」的意

思：耶稣呼召祂的门徒来「跟随祂」。「作门徒」的

内涵是由耶稣走向十架及上了十架之后的事来定义。

因此，说「作门徒的代价」（英文书名The Cost of 

Discipleship的中文直译），在意思上重复了，因为

攻克己身、背起十字架都是跟随耶稣的一部份。也许

更合适的英文书名是The Call to Discipleship「作

门徒的呼召」，这也是此书其中一章的标题。不过，

「代价」和「呼召」很难区隔。不必付代价的呼召是

空洞而滥情的；没有呼召而付代价，只是让人感觉重

担压肩头。贝特格（Eberhard Bethge）是潘霍华的

学生、挚友和传记作者，他指出，潘霍华的思想几十

年来遭人误解。代价不是潘霍华的焦点，他关心的是

「一种关系的认定」（注1）。在这份关系的认定上，

耶稣基督居于中心。

代价＝呼召
不论「作门徒的代价」或是「作门徒的呼召」，都

不是21世纪基督徒欢迎的主题。提到作门徒，应该会

引起热切的反应。但在今天的教会，谈「代价」或

「呼召」不但不会吸引基督徒，更是让他们裹足不

前，不愿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世代对「代价」

（cost，也是成本之意）很敏感，在市场经济和消费

世界里，降低、避免、计算成本最重要。成本过高或

是付出任何成本，都会为企业或教会带来灾难。今天

的世界多元化、具有流动性，企图心最重要，主流文

化也强调充分发挥自我潜力，也就是：「我要实现对

自己的责任，我要选择一条通往个人幸福及彰显个人

才华的人生道路」。因此，教会谈呼召，不会带来释

放，反而是加上限制。

正是潘霍华让我―我猜也让很多像我一样的

人―了解作门徒的意思。我当时是神学生，正准备

开始服事。潘霍华说，基督信仰不但值得人以此为

业，更值得你献上生命。这种主张很吸引人。

完全活在神的邀请中，给人带来能力，我们的生活

也会得到活泼的方向和目的。神呼召教会和个人对主

耶稣基督忠心，天天见证并服事神，因为神已使他们

有能力活出属天子民的样式。从字句和生命来看，潘



4 54 5

霍华不但是德国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核

心见证人，他也挑战我们，要认真看待基督要求人作

门徒的呼召，促使基督跟随者努力担起自己的责任。

作门徒的意义
对于2016年台湾的基督徒，作门徒是什么意思？当

然，大家都很肯定潘霍华和认信教会的见证。在某方

面，潘霍华脱离和国家关系密切的传统路德会，让自己

与耶稣紧紧相连。他在属灵及伦理上一直都是活生生

的指引。即使当时德国的神职人员都已成为希特勒的

「门徒」，潘霍华在芬根瓦得仍教导他的朋友和学生，

要坚定站在耶稣基督那一边，持守主所看重及传递给

门徒的事。这样作门徒，代价是很可怕的，会遭到孤

立，越来越与外界隔绝。对潘霍华和其他像他一样的

人来说，这份代价意味着：为了追求完全委身的基督

徒生活，必要时，不惜为主而死。在21世纪，潘霍华的

见证当然也鼓励我们要忠于福音。我相信门徒身份是

不间断的，使我们能厘清在现代作门徒的诸多困惑。

关于这份困惑，我要解释一下。有位女士走过教

会，注意到门口写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份邀请很吸引人，

因为她很累。这位女士不仅身体累，心灵也很疲倦。

她正在寻找灵魂安歇之处。但是她才刚走进教会找位

子坐下来，就听到牧师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虽然这位女士是虚构的，但就像诸多小说里的

人物，她很真实，我们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她的影子。

我们去教会寻找安慰，但却听到作门徒的呼召。我们

如何面对这明显的矛盾？神学家尼布尔曾对一群牧师

说，他们的任务是「安慰受苦的人，折磨安逸的人」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to afflict the 

comfortable）。这番话对任何一个传道人都适用，但

要清楚分辨「受苦的人」和「安逸的人」并不容易。

我们每个人里面两者都有。我们享有史上最高的生

活水平，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可以随心所欲。

我们在化妆品、渡假、健康食品和肚腹之欲上的花

费，比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整年花在食、衣、住等基本

需求的钱还要多。另一方面，焦虑和沮丧在我们这个

时代却像感冒一样普遍。对于未来，我们极为恐惧、

毫无信心。教会从来不曾像现在一样，忙着做心理辅

导，处理、缓和这些问题。我们到底是「安逸的人」

或「痛苦的人」？抑或两者都是？

我认为，今日教会面临的危险就是遽下结论，以为

安抚会友最好的方法就是：别提作门徒的呼召和代

价。我们以为「成功」的讲员都是安慰人心的。教会

成功的公式到底是什么？大家似乎都默认：安慰人心

的教会就等于好敬拜、好音乐，以及吸引家庭参与的

儿童及青少年事工。我们以为，安慰人心最好的方法

就是了解并满足人的需要。这就是神学院所教导我们

的公式，传道人似乎都已学会，而会友也规规矩矩的

遵守。有一点点肢体关系，但不要太多，免得太深

入；有一点点关心，但不要太多，免得负担不起；有

一点点讲道，但不要太沉重，免得大家心有罪恶感；

有一点点组织，但不要太多，免得大家周间花太多时

间在教会。「安慰人心」的意思似乎成了：不断确认

神深爱我们，但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担负任何有意义的

责任。「神爱台湾」这样的信息很受欢迎，但这信息

若与虐待儿童、家庭暴力、人口走私、政府贪污贿赂

等问题无关，真的能安慰人心吗？

廉价恩典 VS. 贵重恩典
潘霍华称此为廉价恩典：「廉价恩典就是传扬饶

恕，但不要求人悔改；传扬洗礼，但不要求人接受教

会纪律管辖……廉价恩典是不要求人作主门徒，不提

十字架，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复活。」（注2）藉

由「廉价恩典」一词，潘霍华意思是，这种恩典带来

混乱和毁坏，罪人只在头脑里同意教条，但在生活中

没有实际的改变。潘霍华认为，真正的恩典是会让人

付上生命为代价的。这恩典因耶稣付出生命而极其宝

贵，祂牺牲了自己，买赎人的救恩。人渴望得救，但

不愿成为门徒，所以产生了廉价恩典。教会宣扬的教

义加上一整套行为规范，取代了活着的基督，也贬损

了作门徒的意义。真正的信徒一定要抵抗廉价恩典，

与主进入积极的门徒关系。信心不再只是安静坐好等

候，基督徒一定要奋起跟随基督（注3）。

潘霍华对于真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看法，这是最历

久弥新的一项主张。他写道：「只有相信的人才能顺

服，只有顺服的人才能相信。」（注4）人在廉价恩

典中变得自满、软绵绵的，无从发现自我牺牲、自我

贬低等代价沉重的恩典。潘霍华认为，教导廉价的恩

典，会比教导诫命毁了更多基督徒（注5）。潘霍华希

望帮助教会，他呼吁教会重视付代价的恩典，关心个

人和社会的生命状态。这里有个具启发性的小测验，

能看出我们依靠廉价恩典或贵重恩典而活：列出一周

内你做的重要决定，然后问问自己，你对耶稣基督的

委身，如何影响你的生活方式。神国度看重的事，如

何彰显在我们自家、教会，甚至国家所做的决定里？

对潘霍华来说，我们如何运用资源、如何生活，核心

就在于信心的委身。

区分廉价恩典和贵重恩典很重要。在一个鼓励人

「做自己的事」的现代社会，这种话听来严厉。但世

人焦虑最大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

结果造就了「凡事都可行」的大环境，自己怎么活，

变得无关紧要。你如果告诉那些生活安逸但恐惧未来

的人，他们怎么活都可以，只是更加肯定他们最深沈

的恐惧，让他们更觉得宿命难逃。

纪律与操练
潘霍华在《追随基督》里形容的神，也很不一样。

基督教信仰要求纪律，因为在神的国度里，不是「凡

事都可行」。主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的心。」（弥六8）我们相信基督徒生活有个理想的

样式，不因世界潮流或运动而改变。虽然我们仍有许

多需要改善之处，但这样的信念令人感到安慰。这份

纪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抉择、承诺和牺牲很重

要，都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

我们如何响应神的要求至关重要。在这个时代，恐

怖主义威胁我们的生存、世俗主义侵蚀我们的价值

观、消费主义腐朽我们的灵魂，只有福音要求我们改

造生命，带来盼望。莫特曼（Jurgen Moltmann）认

为，我们太在意作门徒的代价，忽略了不作门徒的后

果。莫特曼是德国牧师、神学家，他提醒我们不作门

徒的后果：「持续而无意识的压抑那份失败，以莽撞

的自信持续而无意识的平衡带有罪恶感的恐惧。」他

的结论是：「不作门徒的后果，包括：真理遭拒绝、

公义遭粉碎、人性遭背叛。这些后果为我们的教会和

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注6）认真的基督徒都会痛

苦的意识到这些后果，知道这些后果将长久影响我们

的生活。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是作门徒的代价，还是

不作门徒的后果？

在复活的基督陪伴下，门徒也无可避免的走上十字

架的道路。他们从十字架的道路，走向复活，直到五

旬节。所求于门徒的就是忠心，跟随耶稣走祂走过

的路，靠着盼望而活，这份盼望的外在是祂应许复

活，内在是圣灵恩赐的预尝。在个人生活和公民责任

两个领域，门徒都应显出自己对生命有这样的了解

和优先级，如此的生命是以神在耶稣里启示祂自己

为基础架构。这听起来可能是沉重的负担，但每个

人都应该数算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却斯特顿（G. K. 

Chesterton）认为，基督教信仰经过试验后，不是让

人觉得有缺欠，而是在试

验之后让人觉得艰深困难。潘霍

华就是明证。我们的生活若要符合福

音所要求的那样简朴、公义，又要承认

自己与罪有份，是很困难的，且代价非常昂贵。

教会若计算代价、聆听呼召，就不会再退后，也不

再活在恐惧绝望中。教会将因新的胆识而活过来，因

为门徒之路通向五旬节。这条路穿过十字架，并没有

停在十字架，而是经过复活，通向五旬节。如果不作

门徒，五旬节只是空洞的节庆，只是一场嘈杂喧闹，

没有实质，也没有方向。如果不作门徒，五旬节就很

贫乏，看不出神的灵能在我们中间成就何等大的事。

为了作门徒而作门徒，带不出能力和神的同在。因

此，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五旬节，不是就此松懈，而是

引颈盼望。因为圣灵工作时，我们的期盼将会实现，

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神邀请疲倦忙碌的我们去就近

祂，祂期望我们负祂的轭、真认识祂。祂的轭是容易

的，祂的担子是轻省的。潘霍华提醒我们，这就是作

门徒的真义，能让受苦的人与安逸的人同在一处、找

到盼望。

「抵达终点的人多么快乐，那条路我们也希望走

上。他们惊讶发现真理并非不言自明；恩典的代价高

昂，因为是那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知道作主

门徒就是生命的人多么快乐，这生命由恩典而出，他

们知道恩典就是作主门徒。对他们来说，恩典一字就

是怜悯的源头。」（注7）

注释：

1.Ruth Zerner，「潘霍华论作门徒及小区」，路

德会论坛第30卷第二期（1996年5月），pp.36-

37。

2.潘霍华，《追随基督》，邓肇明等译（香港：

道声出版社，1989），p.34。

3.Ibid., pp.39-40。

4.Ibid., p.54。

5.Ibid., pp. 56-57。

6.莫特曼，《无力之力》 Power of Powerles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p. 83。

7.潘霍华，《追随基督》，p.46。

（本文原载于《校园》，2006年5月，48卷3期，p.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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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5年7月1日～2016年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項                         目
 全学年需要 二月份收入 二月份支出 二月份余绌

 104学年度 104学年度     累计余绌
   （预估）        累积收入   实际支出

经           常           费 70,600,000   4,729,902   4,355,110      374,792 46,341,227 41,852,690   4,488,537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397,949      407,559         -9,610   2,823,800   4,172,160  -1,348,360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20,900        30,095         -9,195   1,312,050      565,874      746,176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432,553      195,949      236,604   2,918,724   1,878,058   1,040,666

合                          计 82,500,000   5,581,304    4,988,713      592,591  53,395,801  48,468,782   4,927,019

 兴建费用 一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263,800 196,960,326 -553,039,674

 神已将桃园市八德区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费用。

师      资      培    育 每年需要 3,600,000 元

学

院
简 讯

《中华福音神学院新店校区三月正式成立》
中华福音神学院与新店卓越领袖神学院为发展

训练第一线教牧人才的新模式同意合作办学，

新成立之中华福音神学院新店校区已于3月3日

晚间七点半假新店行道会举行签约仪式，分别

由蔡丽贞院长与行道会联会牧师团主席张茂松

牧师代表签字缔约。新店校区之成立将以训练

蒙召传道使其在扎实的圣经基础上建构神学，

并在教会建造、牧养关怀、领导管理上具备卓

越的知识与能力，以转化社会见证

福音之时代使命

为目标，而加上

链接两方多年所累

积经验与成果，相

信建立教牧硕士科

都会教牧组，必能

培育时代所需要的

神国工人。

《2016华神招生》
海内外招生即将进入倒数阶段，于4月11日截止

报名，敬请把握机会完成报名手续。请进入教

务处「招生」之报名页面，并申请账号，依要

求填写。招生科别包括道学硕士科（神学组、

教牧组）、圣经硕士科、教牧硕士科（都会区

教牧事工）、职场事奉硕士科、基督教研究证

书科等。相关报考资格、考试科目请参首页学

院手册。联络：02-2365-9151 分机305或302、

E-mail:admissions@ces.org.tw。

《华神再度通过ATA认证》
亚洲神学协会（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ATA）于2015年11月23-25日派员造访学

院。进行为期三天的实地稽核和访查，气氛

融洽，学院各方面之运作颇受好评。2016年三

月再度取得亚洲神学协会（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ATA）之

认证证书，效期为2014至2019

年。所认证通过的六个学位，

包括教牧博士科（D.Min.）、

神学硕士科（Th.M.）、道学

硕士科（M.Div.）、圣经硕士

科（M.A.R.）、基督教研究硕

士科（M.C.S.）与基督教研究

证书科（Dip.C.S.）。

该协会乃由亚洲多间国际级神学教育机构所组成，致

力于神学教育发展，把亚洲神学教育机构连在一起；

认证课程水平，确保神学课程符合国际认可标准，并

且促进亚洲甚至全球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发展。

《学前灵修会剪影》
为帮助师生收心敛性，预备新学期的冲刺。学生自治

会精心筹备2月18-19日的学前灵修会，选择风景优美

的三义西湖渡假村做退修场地，设计出信息分享、圣

餐以及刺激的脑筋急转弯（Inside Out）户外活动。其

中蔡院长分享〈PK的困境—信仰的传承〉，传道是一个

「危险的职业」（a dangerous career），牧者的子弟

或享受较优惠的待遇而腐化，抑或承受更沉重的期待

与要求而受伤。上一代的殷望并不保证下一代的表现

争气；先祖的属灵素质也无法传递给后代子孙，每一

代都得个别向神委身。期盼继续用祷告、爱心与忍耐

将下一代交托给神，等候神在他们身上的雕刻。

周学信老师分享〈爱邻舍〉专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

诠释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语重心长的勉励在座同

学，华神正在训练一群继承好撒马里亚人的后代，我

们都是继承者，要把这样的教导、生命传授下去。而

我的邻舍就是任何一个人，看到有人需要，就主动帮

助，那就是我的邻舍。接下来的圣餐礼拜由周老师主

礼，由各辅导老师辅助分受杯、饼。最后透过院长差

派祝福祷告，就在庄严肃穆的圣礼仪式中，引领全体

师生踏入崭新的学程。

因着神的拣选，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华神第三期扩校

计划推出「不要小看一块砖的力量—福音砖认献活

动」，众志成城，积少成多。八德新校区工程建坪约

5,350坪，包括文教大楼、宿舍、风雨走廊及附属设

施、大礼堂总价约七亿伍仟万元。若您愿意加入奉献

行列，请即上华神网站首页点选「信用卡立即奉献」

（或扫瞄院讯之QR CORD），完成手续后，来院在福音

砖上签名后，即赠送「华神」经文手札乙本。若无法

亲自领取者，我们可邮寄给您，签完再寄回即可。而

福音砖将回收，待新校区完工后，将成

为室内景观之用。请您举起代祷的手与

我们同工，并加入奉献的行列。联络：

（02）2365-9151转企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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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推手背后的推手
编者按：居乃台姐妹乃本院龙副院长师母，已于2016年3月3日安息主怀。

                  龙师母生前非常关心华神，为华神二十一届校友。蔡院长特别为文记念。

■院长／蔡丽贞

88

乃台是我回国教书第一年的学生（基督教研究证书

科）；也是外子任教的淡江大学同事，无形中多了一

层亲密的关系。外子格外地赞赏她，认为淡大夜间部

团契多亏乃台参与才逐渐兴旺。当年她为了照顾团契

学生，经常拖到夜间才回到家，她会到脏兮兮的学生

寝室探访，听学生诉苦，与他们一起祷告，夜契在她

带领下日渐增长。当时外子尚属单身，她亦十分关心

外子的终身大事，两年后我们蜜月兼负教学而至北美

旅行，还在San Jose叨扰乃台一餐，忆起当时画面温

情满满，仍荡漾心间。

我们与龙家几乎是同年回台湾服事，这二十年来偶

尔在彼此忙碌事奉中擦肩碰面，但却无太多接触停驻

交谈。直到二○一二年台平兄承办一宗大型的基督教

园区兴建计划，请我担任宗教顾问，才又密切地联系

互动，从中也见识到台平在主持大型建设公司的整合

会议时，运筹帷幄的能力，进而也约略知晓台平的生

涯规划。经过此番因缘际会，二○一四年初接获董事

会任命院长之职务，在筹组行政同工祷告之际，台平

兄的名字出现在新幕僚的关键名单中，随即与台平联

络，他的答复是首先要回家征询妻子的意见。乃台获

悉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太好了！这是她非常羡慕的服

事机会，伉俪俩寻求主的旨意一段时日后，欣

然回应华神的征召。董

事会主席沈牧师在乃台

去世当天来学校商谈

追思礼拜如此

说：乃台是

龙副院长愿

意到华神

服务背后

的推手！ 

乃台信主后竭诚热心事主，带领许多学生与朋友

信主与成长。她曾作做见证说年轻时羡慕当传道人，

她母亲也对女婿台平表示，乃台原想嫁作牧师娘。来

华神服事终于圆了乃台少女时期的美梦。龙副院长就

任后又推荐三位同工来华神事奉，其实都是乃台亲

自钦点的忠心能干之旧识。他们伉俪宛如使徒保罗的

同工——百基拉与亚居拉，新约圣经总共提名出现

六次，其中四次都是由百基拉居领导的地位，且是保

罗三次采用此次序：先提妻子百基拉；再提丈夫亚居

拉。换言之，保罗认可百基拉出色的领导地位，否则

在当时以男人为中心居领导，而女性受压抑的时代，

妻子能获得名见经传，甚至超越丈夫，简直是无法想

象。百基拉必定相当能干且活跃，在教会团队中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才会屡次与丈夫并提，且居提名之首。

如此推崇乃台，相信台平不会吃味，反而引以为

傲。他常说乃台爱主又有恩赐，去年七月学院行政同

工退修会请龙副院长负责一堂分享，他却将机会让给

乃台，这竟是

学院同仁唯一

接触到乃台

的时光，她

以企业接手

三个案例的

表述方式来

谈人际互动

关系，相

信同工对

乃台的见证

分享印象深刻（见照片）。

乃台不仅是龙副院长一生的牵手；也是背后的推

手。虽然此际在我心中仍是纳闷，乃台回应华神的征

召，也招募几位同工来华神，但她彷佛摩西，无法亲

自踏进迦南地，亦没能来得及亲眼见到八德新校舍的

落成。但是我们都与乃台一样，领受艰巨的托付，勇

敢地回应主，走这条未曾踏足之路，以信心承接神要

赐给华神的应许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