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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蔡麗貞

二○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正值院長任職滿一周年，

畢業典禮與新生入學考試業已結束之際，連秘書也都

告假休息，筆者享受難得片刻的寧靜與安歇。辦公桌

躺著當期《商業週刊》，封面的文字是〈麥當勞子公司

撤出台灣〉，雜誌內文有幾個引人注目的標題：「十

年前就啟動改革，速食巨人仍陷泥沼？」，「它，創

新沒停過，為何不見成效？」（頁104-105）。

龍頭企業轉型包袱最多
該文分析麥當勞的優缺點：它擁有所有品牌都想要的

高知名度；它最知曉全球化與效率經營；它甚至擁有最

豐富的人才資源；它還做了所有企管專業的轉型努力。

然而龍頭大佬的轉型包袱最多，二○○四年是被

咒詛的一年，一支紀錄片《麥胖報告》（Super Size 
Me），讓麥當勞與邪惡畫上等號。編導史柏路克（M. 
Spurlock）以自己做實驗，連續吃三十天麥當勞加大

碼套餐，體重增加十一公斤，且有憂鬱症及肝臟衰竭

現象。當時美國人三分之二都有肥胖過重問題，輿論

將矛頭指向麥當勞。

其間麥當勞嘗試改變菜單，開賣沙拉，上餐速度卻

變慢。二○一三年推出雞肉捲烙餅，這個小變動，導

致全體供應商都得轉彎，背後牽動的供應鏈影響甚

大，無法輕易招架。

專賣墨西哥捲餅的餐廳奇普雷（Chipotle Mexican 
Grill）雖不斷塑造自己健康的形象，聲稱販賣「正直」

食物，企圖打敗邪惡的基因改造食物。然而奇普雷不可

能完全取代麥當勞，兩者各具優勢，誰也無法取代誰。

這篇報導拋出令人省思的問題：發展多品牌，也許是

翻盤的另一蹊徑。一個好的決策，在困境才更顯價值。

關係企業壽命的決策往往發生在一瞬間。從沒有完勝

的商業模式，想打中顧客心理，先找出自己的信仰！

過往二十年因著神學院的訓練較偏理論，學生又多

來自都會地區，一些大型教會開始自辦訓練體系，讓

普世神學院似乎陷入泥沼。對華神這間跨宗派的神學

院而言，在進入四十五年之際，學院必須深切省思：

服務眾教會的優勢在哪裡？什麼是華神的核心理念？

華神優勢
今年初應邀在香港建道神學院所舉辦的「塑造新一

代傳道人的神學教育」研討會發表論文，筆者被安排

的題目是〈神學教育核心理念的整合〉，按個人多年

觀察，一些不刻意經營卻頻繁浮現的課題，在在顯示

老師共同關注聚焦的神學內涵，以及所反映出的共同

教育理念與核心價值，包括：宣教、講道、福音神學

以及靈修神學。簡言之，傳講神的道與靈命造就正是

華神的核心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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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學碩士科主任／周學信    

              譯／蘇  茜

潘霍華的著作當中，《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是他生前出版最長、也是最先翻譯出版

成中文的作品之一。這本書可能是華人教會最熟悉、

最受歡迎的著作。沒讀過這本書，在屬靈上就不那麼

豐富。我所遇過的牧師、神學家，甚至連一般信徒，

都被其中對於聖經的闡述和活潑的靈性所吸引。就像

魯益師（C. S. Lewis）和特別能激勵華人教會的倪柝

聲一樣，潘霍華對於一般信徒很有感染力。《跟隨基

督》以聖經為基礎，直接了當、沒有術語，即使不知

道潘霍華在神學史及政治史上地位的人，也能感受其

字裡行間的力量。不過，這本著作也引發一些爭議，

因為書裡試圖釐清闡明耶穌現今對我們的期望。

《 追 隨 基 督 》 的 英 文 版 書 名 是T h e  C o s t  o f 
Discipleship，這是翻譯時訂的書名，並不是潘霍華德

文原著真正的標題。原來的標題是Nachfolge，由兩

個字組合而成，原意分別是「之後」和「跟隨」，指

出「在後跟隨者」的概念。所以，中文版書名《追隨

基督》比英文版書名更貼近原意。Nachfolge 這個字

只有放在與基督信仰有關之處，才有「作門徒」的意

思：耶穌呼召祂的門徒來「跟隨祂」。「作門徒」的

內涵是由耶穌走向十架及上了十架之後的事來定義。

因此，說「作門徒的代價」（英文書名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的中文直譯），在意思上重複了，因為

攻克己身、背起十字架都是跟隨耶穌的一部份。也許

更合適的英文書名是The Call to Discipleship「作門徒

的呼召」，這也是此書其中一章的標題。不過，「代

價」和「呼召」很難區隔。不必付代價的呼召是空洞

而濫情的；沒有呼召而付代價，只是讓人感覺重擔壓

肩頭。貝特格（Eberhard Bethge）是潘霍華的學生、

摯友和傳記作者，他指出，潘霍華的思想幾十年來遭

人誤解。代價不是潘霍華的焦點，他關心的是「一種

關係的認定」（注1）。在這份關係的認定上，耶穌

基督居於中心。

代價＝呼召
不論「作門徒的代價」或是「作門徒的呼召」，都

不是21世紀基督徒歡迎的主題。提到作門徒，應該

會引起熱切的反應。但在今天的教會，談「代價」

或「呼召」不但不會吸引基督徒，更是讓他們裹足不

前，不願跟隨耶穌基督。我們這個世代對「代價」

（cost，也是成本之意）很敏感，在市場經濟和消費

世界裡，降低、避免、計算成本最重要。成本過高或

是付出任何成本，都會為企業或教會帶來災難。今天

的世界多元化、具有流動性，企圖心最重要，主流文

化也強調充分發揮自我潛力，也就是：「我要實現對

自己的責任，我要選擇一條通往個人幸福及彰顯個人

才華的人生道路」。因此，教會談呼召，不會帶來釋

放，反而是加上限制。

正是潘霍華讓我─我猜也讓很多像我一樣的人─

瞭解作門徒的意思。我當時是神學生，正準備開始服

事。潘霍華說，基督信仰不但值得人以此為業，更值

得你獻上生命。這種主張很吸引人。

完全活在神的邀請中，給人帶來能力，我們的生活

也會得到活潑的方向和目的。神呼召教會和個人對主

耶穌基督忠心，天天見證並服事神，因為神已使他們

有能力活出屬天子民的樣式。從字句和生命來看，潘

與
華
神
相
遇

台中／西屯禮拜堂

講員：胡維華老師

主題：神學運動的開路先鋒—何西阿

4月2日（六） 10:00-12:00  何西阿的事奉與家庭

 14:00-17:00  何西阿的信息

 19:00-21:30  何西阿的影響

4月3日（日） 10:00-11:30  主日崇拜

聯絡（04）2701-0428周若聖傳道

高雄／七賢路國語禮拜堂

講員：周學信老師

主題：靈命深化的第一步—忙中取靜

4月2日（六） 09:00-10:30  學習像耶穌

 10:45-12:15  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

 14:00-15:30  緊緊抓住神

 15:45-17:15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4月3日（日） 09:30-11:00  經文：賽四十30-31履行應許的神

聯絡（07）235-1622分機210霍弟兄

華神最見長的優勢是師資傳承，尤其堅持聖經與神

學的核心課程，承蒙某基金會的支持，正在進行下一

代的師資培育，都是從優秀的校友中遴選合適從事神

學教育者，十年培育十位。按此良性的循環之下，卓

越師資亦將吸引優秀學生。上述兩項優勢打造出「華

神品牌」，同時，台灣大型教會很多牧長都是華神校

友，加上一百五十間長期穩定奉獻與代禱的教會，都

是珍貴的華神之友。學院的同工穩定度極高，服務到

退休遠多過中途離職，更是委身在此服務神學生與教

師的優質夥伴。

轉型乃契機或危機?
因應大型教會對學院的意見，課程更應靈活設計與

運作，同時外拓尋找合作專業夥伴。如上學期與靈糧

堂團隊合作的「教會增長與開拓植堂」，這學期與淡

水教會開設的「社區營造」，另有公共神學、影音事

工等新課程都將逐一開辦。

感謝神的恩典，這一年看見神為我們開疆闢土，願

意與華神合作的大型教會陸續進行溝通與簽約。未來

焦點往社區學院模式發展「學分班」在地化，以及成

全各具特色的「分校」。目前海外已增加不少據點，

老師的教學負荷添重，只待新生代師資於二○一七年

陸續回國任教，壓力即可紓解。

學校遠程的願景是為國內與海外華人教會培育神學

教育師資，「神學博士班」已開始審視規劃，正在尋

覓合適的歐美神學院之合作夥伴。另外為配合職場基

督徒傳揚福音的廣大需要，二○一五學年起將「研碩

職場宣教組」，擴編為「職場事奉碩士科」，課程設

計更多元豐富（如本學期「基督徒工作觀」的團隊授

課），以裝備在不同職涯階段的時代工人。校方正積

極延攬主內專業人士，招募頂尖肢體加入師資群，以

裝備各行各業的職場聖徒。

教育部立案即將通過「籌設」，也是另一種轉型。

由於華神在汀州路的校址未達教育部規定的用地面

積，多年的尋覓與等候終於購得八德新校區，新校

舍工程完成取得使用執照（預估是二○一八年），經

教育部實地會勘始能獲得「正式核准立案」。此漫長

的過程與龐大的擴校經費是我們比其他申請立案的神

學院艱難之處。然而，讓華神可以跨越北部地區的限

制，服事桃竹苗地區的學生。八德的林蔭環境能讓同

學享受更好的進修環境，未來新校區將成為國際華神

旗艦總部，營造神國工人進修與沉潛之園地，締造與

連結本島南北各地福音夥伴航站。市中心黃金地段的

汀州路校區將繼續維持，服務大台北地區的推廣教育

與越來越頻繁的各種特會，以及人數不斷增加的海外

學生之進修場所。

任職滿一週年時刻，筆者從主領受的信息是：「要

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不要限止；要放

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賽五十四2-3）果然真實經歷主所賞賜的契機，四十五

年的華神航艦正緩緩轉型前進，朝向下一里程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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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不但是德國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的核

心見證人，他也挑戰我們，要認真看待基督要求人作

門徒的呼召，促使基督跟隨者努力擔起自己的責任。

作門徒的意義
對於2016年台灣的基督徒，作門徒是什麼意思？當

然，大家都很肯定潘霍華和認信教會的見證。在某方

面，潘霍華脫離和國家關係密切的傳統路德會，讓自己

與耶穌緊緊相連。他在屬靈及倫理上一直都是活生生

的指引。即使當時德國的神職人員都已成為希特勒的

「門徒」，潘霍華在芬根瓦得仍教導他的朋友和學生，

要堅定站在耶穌基督那一邊，持守主所看重及傳遞給

門徒的事。這樣作門徒，代價是很可怕的，會遭到孤

立，越來越與外界隔絕。對潘霍華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

來說，這份代價意味著：為了追求完全委身的基督徒生

活，必要時，不惜為主而死。在21世紀，潘霍華的見證

當然也鼓勵我們要忠於福音。我相信門徒身份是不間斷

的，使我們能釐清在現代作門徒的諸多困惑。

關於這份困惑，我要解釋一下。有位女士走過教

會，注意到門口寫著：「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

我這裡來，我要使你們得安息。」這份邀請很吸引

人，因為她很累。這位女士不僅身體累，心靈也很疲

倦。她正在尋找靈魂安歇之處。但是她才剛走進教會

找位子坐下來，就聽到牧師說：「背起你的十字架來

跟從我。」雖然這位女士是虛構的，但就像諸多小說

裡的人物，她很真實，我們裡面或多或少都有她的影

子。我們去教會尋找安慰，但卻聽到作門徒的呼召。

我們如何面對這明顯的矛盾？神學家尼布爾曾對一

群牧師說，他們的任務是「安慰受苦的人，折磨安逸

的人」（to 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to afflict the 

comfortable）。這番話對任何一個傳道人都適用，但

要清楚分辨「受苦的人」和「安逸的人」並不容易。

我們每個人裡面兩者都有。我們享有史上最高的生

活水準，只要有錢，什麼都買得到，可以隨心所欲。

我們在化妝品、渡假、健康食品和肚腹之慾上的花

費，比世界上大多數人一整年花在食、衣、住等基本

需求的錢還要多。另一方面，焦慮和沮喪在我們這個

時代卻像感冒一樣普遍。對於未來，我們極為恐懼、

毫無信心。教會從來不曾像現在一樣，忙著做心理輔

導，處理、緩和這些問題。我們到底是「安逸的人」

或「痛苦的人」？抑或兩者都是？

我認為，今日教會面臨的危險就是遽下結論，以為

安撫會友最好的方法就是：別提作門徒的呼召和代

價。我們以為「成功」的講員都是安慰人心的。教會

成功的公式到底是什麼？大家似乎都默認：安慰人心

的教會就等於好敬拜、好音樂，以及吸引家庭參與的

兒童及青少年事工。我們以為，安慰人心最好的方法

就是瞭解並滿足人的需要。這就是神學院所教導我們

的公式，傳道人似乎都已學會，而會友也規規矩矩的

遵守。有一點點肢體關係，但不要太多，免得太深

入；有一點點關心，但不要太多，免得負擔不起；有

一點點講道，但不要太沈重，免得大家心有罪惡感；

有一點點組織，但不要太多，免得大家週間花太多時

間在教會。「安慰人心」的意思似乎成了：不斷確認

神深愛我們，但我們的生命不需要擔負任何有意義的

責任。「神愛台灣」這樣的信息很受歡迎，但這信息

若與虐待兒童、家庭暴力、人口走私、政府貪污賄賂

等問題無關，真的能安慰人心嗎？

廉價恩典 VS. 貴重恩典
潘霍華稱此為廉價恩典：「廉價恩典就是傳揚饒

恕，但不要求人悔改；傳揚洗禮，但不要求人接受教

會紀律管轄……廉價恩典是不要求人作主門徒，不提

十字架，也沒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和復活。」（注2）

藉由「廉價恩典」一詞，潘霍華意思是，這種恩典帶

來混亂和毀壞，罪人只在頭腦裡同意教條，但在生活

中沒有實際的改變。潘霍華認為，真正的恩典是會讓

人付上生命為代價的。這恩典因耶穌付出生命而極其

寶貴，祂犧牲了自己，買贖人的救恩。人渴望得救，

但不願成為門徒，所以產生了廉價恩典。教會宣揚的

教義加上一整套行為規範，取代了活著的基督，也貶

損了作門徒的意義。真正的信徒一定要抵抗廉價恩

典，與主進入積極的門徒關係。信心不再只是安靜坐

好等候，基督徒一定要奮起跟隨基督（注3）。

潘霍華對於真基督徒的生活有許多看法，這是最歷

久彌新的一項主張。他寫道：「只有相信的人才能

順服，只有順服的人才能相信。」（注4）人在廉價

恩典中變得自滿、軟綿綿的，無從發現自我犧牲、自

我貶低等代價沈重的恩典。潘霍華認為，教導廉價的

恩典，會比教導誡命毀了更多基督徒（注5）。潘霍

華希望幫助教會，他呼籲教會重視付代價的恩典，關

心個人和社會的生命狀態。這裡有個具啟發性的小測

驗，能看出我們依靠廉價恩典或貴重恩典而活：列出

一週內你做的重要決定，然後問問自己，你對耶穌基

督的委身，如何影響你的生活方式。神國度看重的

事，如何彰顯在我們自家、教會，甚至國家所做的決

定裡？對潘霍華來說，我們如何運用資源、如何生

活，核心就在於信心的委身。

區分廉價恩典和貴重恩典很重要。在一個鼓勵人

「做自己的事」的現代社會，這種話聽來嚴厲。但世

人焦慮最大的原因，就是每個人都「做自己的事」，

結果造就了「凡事都可行」的大環境，自己怎麼活，

變得無關緊要。你如果告訴那些生活安逸但恐懼未來

的人，他們怎麼活都可以，只是更加肯定他們最深沈

的恐懼，讓他們更覺得宿命難逃。

紀律與操練
潘霍華在《追隨基督》裡形容的神，也很不一樣。

基督教信仰要求紀律，因為在神的國度裡，不是「凡

事都可行」。主要我們「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

的心。」（彌六8）我們相信基督徒生活有個理想的

樣式，不因世界潮流或運動而改變。雖然我們仍有許

多需要改善之處，但這樣的信念令人感到安慰。這份

紀律是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抉擇、承諾和犧牲很重

要，都因我們在耶穌基督裡的身份。

我們如何回應神的要求至關重要。在這個時代，恐

怖主義威脅我們的生存、世俗主義侵蝕我們的價值

觀、消費主義腐朽我們的靈魂，只有福音要求我們改

造生命，帶來盼望。莫特曼（Jurgen Moltmann）認

為，我們太在意作門徒的代價，忽略了不作門徒的後

果。莫特曼是德國牧師、神學家，他提醒我們不作門

徒的後果：「持續而無意識的壓抑那份失敗，以莽撞

的自信持續而無意識的平衡帶有罪惡感的恐懼。」他

的結論是：「不作門徒的後果，包括：真理遭拒絕、

公義遭粉碎、人性遭背叛。這些後果為我們的教會和

國家帶來極大的災難。」（注6）認真的基督徒都會

痛苦的意識到這些後果，知道這些後果將長久影響我

們的生活。我們最怕的是什麼？是作門徒的代價，還

是不作門徒的後果？

在復活的基督陪伴下，門徒也無可避免的走上十字

架的道路。他們從十字架的道路，走向復活，直到五

旬節。所求於門徒的就是忠心，跟隨耶穌走祂走過

的路，靠著盼望而活，這份盼望的外在是祂應許復

活，內在是聖靈恩賜的預嚐。在個人生活和公民責任

兩個領域，門徒都應顯出自己對生命有這樣的瞭解和

優先順序，如此的生命是以神在耶穌裡啟示祂自己

為基礎架構。這聽起來可能是沈重的負擔，但每個

人都應該數算自己要付出的代價。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認為，基督教信仰經過試驗後，不是讓

人覺得有缺欠，而是在試

驗之後讓人覺得艱深困難。潘霍

華就是明證。我們的生活若要符合福

音所要求的那樣簡樸、公義，又要承認

自己與罪有份，是很困難的，且代價非常昂貴。

教會若計算代價、聆聽呼召，就不會再退後，也不

再活在恐懼絕望中。教會將因新的膽識而活過來，因

為門徒之路通向五旬節。這條路穿過十字架，並沒有

停在十字架，而是經過復活，通向五旬節。如果不作

門徒，五旬節只是空洞的節慶，只是一場嘈雜喧鬧，

沒有實質，也沒有方向。如果不作門徒，五旬節就很

貧乏，看不出神的靈能在我們中間成就何等大的事。

為了作門徒而作門徒，帶不出能力和神的同在。因

此，讓我們準備好迎接五旬節，不是就此鬆懈，而是

引頸盼望。因為聖靈工作時，我們的期盼將會實現，

超過我們所能想像。神邀請疲倦忙碌的我們去就近

祂，祂期望我們負祂的軛、真認識祂。祂的軛是容易

的，祂的擔子是輕省的。潘霍華提醒我們，這就是作

門徒的真義，能讓受苦的人與安逸的人同在一處、找

到盼望。

「抵達終點的人多麼快樂，那條路我們也希望走

上。他們驚訝發現真理並非不言自明；恩典的代價高

昂，因為是那是神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知道作主

門徒就是生命的人多麼快樂，這生命由恩典而出，他

們知道恩典就是作主門徒。對他們來說，恩典一字就

是憐憫的源頭。」（注7）

注釋：

1. Ruth Zerner，「潘霍華論作門徒及社區」，路

德會論壇第30卷第二期（1996年5月），pp. 

36-37。

2. 潘霍華，《追隨基督》，鄧肇明等譯（香港：

道聲出版社，1989），p. 34。

3. Ibid., pp. 39-40。

4. Ibid., p. 54。

5. Ibid., pp. 56-57。

6. 莫特曼，《無力之力》 Power of Powerless ,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3）, p. 83。

7. 潘霍華，《追隨基督》，p. 46。

（本文原載於《校園》，2006年5月，48卷3期，p.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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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學年需要 

二月份收入 二月份支出 二月份餘絀
 104學年度 104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實際支出

經          常           費 70,600,000   4,729,902   4,355,110      374,792 46,341,227 41,852,690   4,488,537
學   生   助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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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5,860,000      432,553      195,949      236,604   2,918,724   1,878,058   1,04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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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建費用 二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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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已將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立案、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費用。

師   資   培   育 每年需要 3,600,000 元

《中華福音神學院新店校區三月正式成立》
中華福音神學院與新店卓越領袖神學院為發展

訓練第一線教牧人才的新模式同意合作辦學，

新成立之中華福音神學院新店校區已於3月3日

晚間七點半假新店行道會舉行簽約儀式，分別

由蔡麗貞院長與行道會聯會牧師團主席張茂松

牧師代表簽字締約。新店校區之成立將以訓練

蒙召傳道使其在紮實的聖經基礎上建構神學，

並在教會建造、牧養關懷、領導管理上具備卓

越的知識與能力，以轉化社會見證福

音之時代使命為

目 標 ， 而 加 上 連

結兩方多年所累積

經驗與成果，相信

建立教牧碩士科都

會教牧組，必能培

育時代所需要的神

國工人。

《2016華神招生》
海內外招生即將進入倒數階段，於4月11日截

止報名，敬請把握機會完成報名手續。請進入

教務處「招生」之報名頁面，並申請帳號，依

要求填寫。招生科別包括道學碩士科（神學

組、教牧組）、聖經碩士科、教牧碩士科（都

會區教牧事工）、職場事奉碩士科、基督教研

究證書科等。相關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請參首

頁學院手冊。聯絡：02-2365-9151 分機305或

302、E-mail：admissions@ces.org.tw。

《華神再度通過ATA認證》
亞洲神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ATA）於2015年11月23-25日派員造訪

學院。進行為期三天的實地稽核和訪查，氣氛

融洽，學院各方面之運作頗受好評。2016年

三月再度取得亞洲神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ATA）之

認 證 證 書 ， 效 期 為2014至

2019年 。 所 認 證 通 過 的 六

個 學 位 ， 包 括 教 牧 博 士 科

（D.Min.）、神學碩士科（Th.
M.）、道學碩士科（M.Div.）、

聖經碩士科（M.A.R.）、基督

教研究碩士科（M.C.S.）與基

督教研究證書科（Dip.C.S.）。

因著神的揀選，我們成為有福的人。華神第三期擴校

計劃推出「不要小看一塊磚的力量—福音磚認獻活

動」，眾志成城，積少成多。八德新校區工程建坪約

5,350坪，包括文教大樓、宿舍、風雨走廊及附屬設

施、大禮堂總價約七億伍仟萬元。若您願意加入奉獻

行列，請即上華神網站首頁點選「信用卡立即奉獻」

（或掃瞄院訊之QR CORD），完成手續後，來院在福

音磚上簽名後，即贈送「華神」經文手札乙本。若無

法親自領取者，我們可郵寄給您，簽完再寄回即可。

而福音磚將回收，待新校區完工後，將

成為室內景觀之用。請您舉起代禱的手

與我們同工，並加入奉獻的行列。聯

絡：（02）2365-9151轉企劃處。

該協會乃由亞洲多間國際級神學教育機構所組成，致

力於神學教育發展，把亞洲神學教育機構連在一起；

認證課程水平，確保神學課程符合國際認可標準，並

且促進亞洲甚至全球的基督教神學教育發展。

《學前靈修會剪影》

為幫助師生收心斂性，預備新學期的衝刺。學生自治

會精心籌備2月18-19日的學前靈修會，選擇風景優美

的三義西湖渡假村做退修場地，設計出信息分享、聖

餐以及刺激的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戶外活動。其

中蔡院長分享〈PK的困境—信仰的傳承〉，傳道是一

個「危險的職業」（a dangerous career），牧者的

子弟或享受較優惠的待遇而腐化，抑或承受更沉重的

期待與要求而受傷。上一代的殷望並不保證下一代的

表現爭氣；先祖的屬靈素質也無法傳遞給後代子孫，

每一代都得個別向神委身。期盼繼續用禱告、愛心與

忍耐將下一代交託給神，等候神在他們身上的雕刻。

周學信老師分享〈愛鄰舍〉專題，以幽默詼諧的方式

詮釋好撒瑪利亞人的比喻。他語重心長的勉勵在座同

學，華神正在訓練一群繼承好撒馬利亞人的後代，我

們都是繼承者，要把這樣的教導、生命傳授下去。而我

的鄰舍就是任何一個人，看到有人需要，就主動幫助，

那就是我的鄰舍。接下來的聖餐禮拜由周老師主禮，

由各輔導老師輔助分受杯、餅。最後透過院長差派祝

福禱告，就在莊嚴肅穆的聖禮儀式中，引領全體師生

踏入嶄新的學程。

經

建

會

育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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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台是我回國教書第一年的學生（基督教研究證書

科）；也是外子任教的淡江大學同事，無形中多了一

層親密的關係。外子格外地讚賞她，認為淡大夜間部

團契多虧乃台參與才逐漸興旺。當年她為了照顧團契

學生，經常拖到夜間才回到家，她會到髒兮兮的學生

寢室探訪，聽學生訴苦，與他們一起禱告，夜契在她

帶領下日漸增長。當時外子尚屬單身，她亦十分關心

外子的終身大事，兩年後我們蜜月兼負教學而至北美

旅行，還在San Jose叨擾乃台一餐，憶起當時畫面溫

情滿滿，仍蕩漾心間。

我們與龍家幾乎是同年回台灣服事，這二十年來偶

爾在彼此忙碌事奉中擦肩碰面，但卻無太多接觸停駐

交談。直到二○一二年台平兄承辦一宗大型的基督教

園區興建計畫，請我擔任宗教顧問，才又密切地聯繫

互動，從中也見識到台平在主持大型建設公司的整合

會議時，運籌帷幄的能力，進而也約略知曉台平的生

涯規劃。經過此番因緣際會，二○一四年初接獲董事

會任命院長之職務，在籌組行政同工禱告之際，台平

兄的名字出現在新幕僚的關鍵名單中，隨即與台平聯

絡，他的答覆是首先要回家徵詢妻子的意見。乃台獲

悉後的第一個反應是：太好了！這是她非常羨慕的服

事機會，伉儷倆尋求主的旨意一段時日後，欣

然回應華神的徵召。董

事會主席沈牧師在乃台

去世當天來學校商談

追思禮拜如此

說：乃台是

龍副院長願

意到華神

服務背後

的推手！ 

乃台信主後竭誠熱心事主，帶領許多學生與朋友

信主與成長。她曾作見證說年輕時羨慕當傳道人，她

母親也對女婿台平表示，乃台原想嫁作牧師娘。來華

神服事終於圓了乃台少女時期的美夢。龍副院長就任

後又推薦三位同工來華神事奉，其實都是乃台親自欽

點的忠心能幹之舊識。他們伉儷宛如使徒保羅的同

工——百基拉與亞居拉，新約聖經總共提名出現六

次，其中四次都是由百基拉居領導的地位，且是保羅

三次採用此次序：先提妻子百基拉；再提丈夫亞居拉。

換言之，保羅認可百基拉出色的領導地位，否則在當

時以男人為中心居領導，而女性受壓抑的時代，妻子

能獲得名見經傳，甚至超越丈夫，簡直是無法想像。百

基拉必定相當能幹且活躍，在教會團隊中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才會屢次與丈夫並提，且居提名之首。

如此推崇乃台，相信台平不會吃味，反而引以為

傲。他常說乃台愛主又有恩賜，去年七月學院行政同

工退修會請龍副院長負責一堂分享，他卻將機會讓給

乃台，這竟是

學院同仁唯一

接觸到乃台

的時光，她

以企業接手

三個案例的

表述方式來

談人際互動

關係，相

信同工對

乃台的見證

分享印象深刻（見照片）。

乃台不僅是龍副院長一生的牽手；也是背後的推

手。雖然此際在我心中仍是納悶，乃台回應華神的徵

召，也招募幾位同工來華神，但她彷彿摩西，無法親

自踏進迦南地，亦沒能來得及親眼見到八德新校舍的

落成。但是我們都與乃台一樣，領受艱鉅的託付，勇

敢地回應主，走這條未曾踏足之路，以信心承接神要

賜給華神的應許之地。

背後的推手背後的推手
編者按：居乃台姐妹乃本院龍副院長師母，已於2016年3月3日安息主懷。

                龍師母生前非常關心華神，為華神二十一屆校友。蔡院長特別為文記念。

■院長／蔡麗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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