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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第七屆校友，且於二〇一四年就職第七任院

長。接任此職份不是筆者所規劃的人生劇本，同樣

地，華神進入國家教育體系也是一條未曾踏足之路

（書三4，二〇〇六年戴紹曾院長勉勵的經文），二

者皆須憑靠信心走下去，相信神的劇本會絕倫精彩。

擴校簡史

一九七九年筆者從華神畢業，在畢業典禮前夕，

華神由士林租賃的房舍搬遷到汀州路現在的校址，

因而有幸成為第一批使用六樓禮堂的畢業生，視之

為華神第一期的建校。一九八九年筆者從英國返回

母校任教，華神已經坐擁第二棟大樓的一半使用權

（一九八七年完工），華神業已完成第二階段擴校。如

今進入第四十六年，即將開展興建第三階段的校地。

擴校必須要滿足教育部的要求——至少囊括兩公頃

的土地，因此之故需另尋他處擴校。此挑戰較之攬山

擁翠、腹地廣闊的浸神、台神艱鉅，但是筆者更相信

神要賞賜給華神額外豐盛的恩惠。

立案始末

十多年前台灣教育部開始向神學院招手，政府認為

台灣學生的生命教育、心靈領域缺乏宗教這環節實屬

可惜，加上為取締以營利為目的之販售學店，希望宗

教學院的管理更公開與透明化。於是邀請宗教界的研

修學院進入國家教育體制。

陳濟民院長任內開始與各界對話、商討，包括宗教

界的天主教與佛教人士，大學的學者，以及主內的基

督徒教授。台灣眾神學院經過審慎評估，結論是有能

力的神學院可以自行與教育部接軌。

賴建國院長時（二〇〇八年）購得八德校地並展開

第一波募款行動，此地靠近桃園國際航空城，十多年

前神賞賜學院「國際華神」的異象，新校址既是神所

量給之新地界，祂的產業十分美好。

周功和院長向教育部遞件申請（二〇一四年），筆

者任內兩年與教育部公文往返，兩次與教育部官員的

會談、報告校務，五月下旬獲得正式許可籌設新校的

公函。八德新校的建築主持者潘冀先生於教育部答詢

時指出：「華神是台灣眾神學院的領頭羊，進入教育

部體系是一個重要指標」。

經過十多年漫長的尋求與籌畫過程，如今終於要動

土興建。目前正在進行地目變更、桃園縣政府規定的

排水設施，以及第二波募款計劃。

延伸拓展
華神為了供應普世宣教的需求，除了積極培育下一

代師資，透過優質的教學與互動吸引精彩的學生。華

神校友目前約有兩千位遍佈世界各地，更有多位從事

跨文化宣教。這兩年同仁積極拓展新的事工，包括增

設海內外的學分班、分校，繼續延伸國際華神的異

象。目前汀州路兩棟大樓已完全飽和，無法負荷未來

■院長／蔡麗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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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長／蔡珍莉

美加神學院協會正如火如荼的進行著一項長達四年

的大型研究，其研究結果將作為2018年修訂成員學

校認證標準的主要參考。這項被描述為改動日後神學

教育遊戲規則的研究，目前第一波的重要發現包括

（注1），其270所成員學校學生的居住和通勤模式、

對網上授課的做法，與教會和全球合作夥伴的關係，

以及有關為不同組成團體所量身定做的教育課程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成員學校被問及學生的形塑時，

多數的學校把智力（intelligence formation）和教牧

（pastoral formation）形塑排名為最大的投注。37％

的學校指出知性乃他們最強調的形塑，34％則認為教

牧形塑是最被看重，而只有15％的學校排名屬靈形塑

（spiritual formation）為第一重要。仔細區分所得結

果，雖然福音派新教神學院有比主流教會、天主教、

東正教學校重視屬靈塑造，其認定屬靈形塑是首要關

注也只有22%，低於其學識關注的33%。

華神首任院長戴紹曾牧師諄諄告誡，「很多在西方

的神學院非常重視學問，華神應該。但同時也應該顧

到學生靈命的增長…」（注2）。華神自創校以來，

一直秉持著靈命、學識、事奉三育並重的神學教育理

念（注3）。為此，學院非正規課程的設計，旨在補

足課業知性訓練所不足以達成傳道人養成之處，特別

是蒙召委身的具體化、基督品格的內化、和事奉技

巧的強化。過去的四十五年，學校所堅持的非正規課

程，皆是前人所立下的美好傳統。忙碌課業中的敬拜

聚會、團體禱告、個人佈道、群聚生活、校園打掃、

教會實習等設計，不外乎是屬靈前輩對真理的咀嚼，

對教會歷史中傳道人養成的觀察、以及對時代需要的

感知和回應。

隨著環境的變遷、世代的交替、和教會對信徒信仰

表達的再思，學院不時面臨需要為這些非正規課程的

設計作解釋。有人問：時代對於牧者期待極高，既不

易在學養與實踐能力兼具，何不二選一，著重其一即

可。空間如此擁擠，住宿是否可以省略？學生課業和

教會實習已經如此沈重，每週的打掃服務是否還屬必

要？接受專業輔導的學習，對於在救恩裡已經有確信

和經歷的信徒，更不必說是傳道人，仍有其價值嗎？

聖經本身不是已足以回答人罪性而來的種種問題嗎？

此外，面對新展望、在不同聚點開設的分校及合作的

新學區，學院也得同步思考如何在不同學區的新處境

裡貫徹一樣的屬靈塑造精神，使每一位華神人不失立

校的使命初衷，向神負責，也向基督的教會負責。

為 這 緣 故 ， 學 務 處 把 過 去 四 十 五 年 的 活 動 設 計

（how的問題）一一列出，思考其究竟（why的問

題），並在過程中不斷反思什麼是學校工人訓練的核

心理念。此反思過程不但有利於學院把過去未成文的

形塑理念訴諸於文字以方便解說，也提供了有助於檢

核培育成效的標準，用以辨識出何為遺漏或極需刪減

的多餘設計，予以修正。

屬靈操練 

華神多年來沒有早禱會供學生集體參加。靈修的操

練，既是傳道人的基本工，獻己身接受裝備的男女，

理當在入學之前就養成這每日親近主的好習慣。但

學院多年來總是透過課程、集體或小組多元風格的敬

拜、讀經、禱告，事奉、團契、佈道，提醒堅固並

豐富同學在屬靈的操練上不怠惰，過一個與神聯結、

榮耀基督的生活，使自己成為信徒的屬靈榜樣。不時

會看到同學們在期末自我評估表上這樣分享：「印象

最深刻的經文來自課程報告：『我必醫治他們的背

道』。在撰寫中不斷思想以色列人的背道及其招致的

悲慘和混亂，及神永不改變的憐愛如何持續呼喚、等

的發展。全院師生都需要更寬敞、更多元的學習環境

與生活空間。擴校可謂是當前最大的挑戰！ 

立案之後華神服事的對象仍聚焦於眾教會；而不是

教育部——培育神國工人與連結福音夥伴始終是華神

的核心宗旨。學校招生時仍要求考生需清楚蒙召，繼

續秉持學識、靈命、事奉三育整全的教導，師生共融

生活、敬拜與學習。

華神之事

筆者就任院長時，母會長輩周神助牧師說：「華神

很重要」，雖然靈糧堂系統擁有自設的神學院，周牧師

卻謙虛地說華神是訓練領兵的將軍；靈神則訓練實務

打戰的士兵。筆者期許華神的畢業生是將才，且是基

督的精兵。某校友語重心長的說：「華神是超宗派神

學院，華神的事就是眾教會的事」，筆者深受感動。

目前進度：

5/24 教育部正式核准華神八德新校籌設申請。

5/16 向桃園市政府送出八德校區排水計劃申請。

5/26 向桃園市政府遞交八德新校地地目變更申請。

6/03 桃園市政府召開華神八德新校排水計劃設計第

一次審查會。

請繼續為排水計劃及地目變更得以順利完成禱告，

若能及時完成，將加速之後的立案進度。

目前奉獻仍不足五億五仟萬元，懇請各位華神之友

繼續以禱告及奉獻支持。投資神國，主必記念。相

信耶和華以勒的神必為我們預備。

圖說：6月7日福音媒體記者會，公告已獲教育部核准籌設「宗

教研修學院」。照片依序為潘冀建築事務所專案經理葉勝

鈿、主持建築師潘冀、蔡麗貞院長、龍台平副院長。
圖說 6月7日福音媒體記者會，公告已獲教育部核准籌設「宗宗

冀建築事務所專案經理葉勝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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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ATS). “The Educational Models and Practices project: 10 things we’ve learned so far.” 
Accessed on April 28, 2016. See http://www.ats.edu/uploads/resources/publications-presentations/documents/educational-
models-10-things-learned-so-far.pdf

注2.中華福音神學院，「種子」紀錄史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JwUS-T6ow。

注3.當然這樣的分法，還是需要做解釋的。因為靈命原本就應當包括「學識和事奉」，但因除學識和事奉以外，還有品格、人際、

與神的關係等，因此在未有更明確的分法之前，還是使用「靈命」來囊括這一切。ATS把形塑分成intelligence, pastoral, spiritual 

and human formation。

附表：華神非正規課程理念

生命技巧

的培育

理念

定義與實施

理念

解說

屬靈操練        團體生活              生活輔導      神國視野            教會實習

藉著個人、小組和群
體屬靈操練的實踐，
過與神聯結、榮耀基
督的生活，使之成為
信徒的屬靈榜樣。

透過時常省思自身所
在參與事工的內涵與
異象，培養神學反思的
習慣，以達到課堂學習
和工場事奉的整合。

(1 )以課業上所學習
到的神學和理論，引
導教會的事奉。

(2 )以自己在事工領
域上的事奉現況，持
續探索所需要進深裝
備的內容。

藉著委身於團體生活
的學習，體驗與人連

結、教會為基督身體
的實在。

藉由當責人士的引導
和 陪 伴 ，認識自己

並向聖靈改造之恩敞
開 ， 接 受 挑 戰 和 調
整，使之成為有效助
人的牧者。

藉 著 了 解 本 地 以 及
全球的教會動態，為
福音而胸懷世界、掌
握時勢並回應時代議
題，使之能以勝任21
世紀教會的牧養。

藉著參與教會實際的

事奉， 使 學 識 與 事
工、理論與實務，合
而為一，能以領導教
會。

透過敬拜、讀經、禱
告，事奉、團契、佈
道 ， 養 成 時 時 親 近
主、順服聖靈、越來
越向罪死、向神活的
成聖生活。

透過團體生活的彼此
接納和協調、相互服
事和支持，提醒自己
為主僕人的身份，蒙
召服事主服事人，並
與其他肢體一同建造
基督的身體。

透過學校輔導老師、
教會實習導師和校外
專業輔導諮商機構，
能以覺察自身的優勢
和弱項、處理生命問
題、習慣有遮蓋和監
督的關係，做個思覺
健康的傳道人。

透 過 課 外 的 專 題 聚
會、神學講座和宣教
週聚會，認識神的教
會在台灣和世界不同
地區的彰顯和需要，
期許自己在堂會的需
要之外、不時有普世
宣教的參與。

待…心中就對神的恩典更加敬畏和感謝。」「在基督

論中對耶穌人性的釐清，使我因更能接納自己的有限

而更有盼望，且更能接納其他人。」

四、五年前，學院學生自治會因覺察有必要提醒

同學建立屬靈同伴，就開始推動SPA小組（Spiritual 

Partners Accountability Group），鼓勵同學們三至

四人一組，每週彼此分享分擔，也監督彼此的屬靈現

況，期許一起建立越來越向罪性死、向神活的成聖生

活。有一位同學分享說：「很高興能在學院有SPA小

組…和小組裡的弟兄們一起禱告。」還有一位同學回

顧說：「我同SPA小組的姐妹相約去傳福音，很有默

契。」更有一位寫下他的感恩：「期末前的一個月，

有一段模糊的低潮，弄不清楚哪裡有問題。在與屬靈

同伴分享後，她提醒我不要太急著脫離這個景況。在

低潮裡待著、等候神。那天的談話讓我心靈一陣輕

鬆，將主權再次交給神。之後在靈修、讀經、敬拜上

便有了顯著的突破，也恢復上學期常常感受到與聖靈

同行的親密。感謝神！」為此，老師課堂上的教學和

榜樣、學生自發性的靈修小組、晨更聚會、寢室禱告

會，將持續會是學院的重點關注。

團體生活

西方文獻常表揚華人是擁有集體意識的民族，但只

有圈內的我們自己明白，不會合作、不懂得合作是人

性。這不僅是教育結果、是文化，它更是罪性。倘若

我們專注學習、卻重視競爭，把這種不合作的性格帶

入教會，難怪團隊事奉不容易落實。神學教育如何

更有意識的使用團體學習，使傳道人的養成在學識、

靈命、事奉上，達到更有效的濡化果效？華神兩棟大

樓，居住人口有二百三十人。個人所能擁有的物理空

間非常有限，但彼此在狹小空間裡的過度擁擠卻可能

反向造成心理距離的更為疏遠。有新生在入住宿舍之

後、就忍不住說：「我快窒息了！」確實，唯有刻意

地設計有意義的生活，使得在緊湊的時間表、狹小的

空間裡也可以時有豐富的領受。

在學院每週的輔導小組裡，學生一起打菜、一起打

掃、一起籌備禱告會、一起設計小組聚會。這些團體

生活的學習，旨在體驗與人連結、共同解決問題、演

練完成任務所需的不同角色、彼此接納與協調、相互

服事和支持等。華神人藉此提醒自己是神僕的身份，

蒙召服事主服事人，並與其他肢體一同建造基督的身

體，落實教會為基督身體的實在。

印象深刻，有一位同學寫道：「輔導小組是除了上

課的同學以外，相處較頻繁的團隊，起初感到這種小

組活動很佔用時間，收穫與得著卻不多。但時間一

久，漸漸體會到在小組的互動中，大家彼此間增進了

解和默契、學習欣賞彼此的特色、學習與同工相融。

原來，多元性與包容性也是屬靈操練的必修課。」另

一位同學分享說：「很珍惜聆聽每一位組員的自我介

紹。每一次聆聽，就更讚嘆神揀選呼召的奇妙……每

個人的分享都使我再次發現自己如何因背景緣故而有

可笑的偏見，而神又是多麼樂意使用不同的肢體在同

一個身體中彼此服事和建造。」

生活輔導

輔導老師機制是華神的傳統。每一位專任老師每學

年帶領十一、二位學生，近距離地認識他們、關懷他

們，也在每個月的輔導老師會議裡分享學生的狀況。

除此，學生週末實習教會的督導牧者，也提供學生教

會事奉及人際關係的近況。學院是多層面的、多面向

的去觀察、了解並給予學生陪伴。儘管如此，我們意

識到學生面對畢業時，心理往往有極大的壓力。課業

需要在期限內完成是其因之一，心裡若還有尚未了結

的包袱，壓力更是大。為此，幾年前學校為學生提供了

專業輔導的服務，讓同學們到校外機構去尋求幫助。

學院藉由輔導老師、教會實習導師和校外專業輔導

人員等當責人士的引導和陪伴，期許學生能更真實地

認識自己。「我感恩讀神學院讓我有機會整理過去，

課程和輔導讓我對於自己與家人的關係作了一個總整

理」、「感謝神，我有機會重新調整我的價值觀與偏

見，重新檢視我內在許多傷痕與錯誤的期待。原來我

對父親的形象與錯誤的期待，嚴重影響我對權柄的看

法…」、「原來敏感是自我中心的，敏銳才能顧全大

局」。如此能以覺察自身的長處和弱項、向聖靈改造

之恩敞開、接受挑戰去處理生命問題、並習慣有遮蓋

和監督的關係，是學院的期待。但願每一個華神人出

了校門，皆是思覺健康、能勝任有效助人的好牧者。

神國視野

除了課堂的學習，學院更是透過專題聚會，裝備學

生認識神的教會在台灣和世界不同地區的需要，並

期許自己在堂會的需要之外、不時有普世宣教的參

與，為福音胸懷世界、掌握時勢並回應時代議題，勝

任二十一世紀教會的牧養。學生更是藉由共同異象和

興趣，自組不同性質的社團。其一的宣教團契，在學

院宣教中心的輔導之下，同學們透過每週的聚會、一

年一次的宣教週籌劃、為宣教士及宣教工場的需要禱

告，接觸並深化普世宣教的意識和負擔。

暑假的國內外短宣體驗，更是學生身歷其境、粗淺

地略微品味宣教士的辛苦和眼淚。有同學回饋說：

「先預嚐了全職宣教士的行程，學習和不同文化的同

工溝通和共事，知道自己還有一大段落差，可以有方

向地禱告尋求未來是否合適當宣教士」，但也有同學

總結說：「更確定了自己未來的事奉工場和方向」。

華神至今有將近二千位校友，其中宣教士僅占3.8 %。

眺望全球廣大禾場，求主讓學院在使萬民作門徒的使

命上，更蒙主加添心力。

教會實習

在校教育許多時候難免是不夠自然、不夠真實的，神

學院的在校教育也不例外。關心濡化教育的學者們常

批評一般畢業生比較知道怎麼做學者，而不知道怎麼

做一個實務工作者。華神每週末有一百五十位學生，

分布在全省一百間的教會實習。在這一百間教會裡，

有60%的牧者是學校校友所牧養或配搭的教會。在工

場上服事的華神人，本著母校在聖經與神學、牧養實

踐和生命培育的訓練，經過多年的實戰應用、磨練和整

合，提供實際事奉操練的機會給在校學弟學妹們，傳承

建造教會和服事主的寶貴經驗。如此的環環連結、代

代相傳，延續並實踐了華神培育神國僕人的重任。

何等感恩，華神除了自己的校友們，多年來也承蒙

台灣教會的信任，每年接納學生到教會實習。「該生

服事上當更敞開生命，學習新事奉並真切用愛的行

動關懷服事對象及團隊夥伴」、「太容易被有權柄的

人影響而產生搖動，後又產生壓力，且需長時間地

倚靠神去突破」、「很欣賞該生的成熟生命、任勞任

怨、能伸能縮…是充滿愛的好同工，謝謝華神栽培這

麼優秀的牧者，期待她在付出中也能照顧到自己的需

要」。每逢閱讀牧者們對學生實習的認真回饋，總低

頭感恩有如此多在福音戰場上忠心事奉主的僕人。華

神不配，一切是恩典。但願靠主再接再厲，奮力培育

神國僕人，進入教會，完成主使命。

結語

理念歸理念，要理念成為可實行，每個在基督裡的

個人，才是別人學習的對象與情境。期許華神塑造華

神人，華神人也塑造更有效培育工人的華神。願主為

祂國降臨的緣故，繼續使用華神。主啊，我們願你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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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傳統似乎格外喜歡講「心」，跟心有關的成

語可說不勝枚舉。我們說凡事要求個「心安理得」，

做事的時候一定要「心甘情願」，與人溝通的時候要

「心平氣和」；說理時務求讓人「心服口服」，領導

統御要叫人「心悅誠服」，美景當前甚至喝很棒的飲

料時使人「心曠神怡」，至於「心想事成」的時候，

真叫人「心花怒放」。

一旦論及普世價值，或共同感受時，我們會說「人同

此心，心同此理」，若與人爭執，不少人堅定相信「公

道自在人心」，甚至呼籲評論者應該「將心比心」。好

友之間應該要「推心置腹」，情人之間則少不了「心心

相印」，步入婚姻則總要祝福新人「永結同心」。然而

現實生活中卻總有人會「花心」以致「變心」，造成有

人「心碎」，實在讓人「傷心」甚至「痛心」。講這些

共同經驗，應該很容易讓人「了然於心」，甚至可能會

有人說，還真有一點「心有戚戚焉」。

儒家傳統喜歡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這種「內聖外王」的人生道理；似乎以人為中心，

用對方法就可以達到人生理想、完美的境界。這對於

以人為本的修身養性，至少提供了值得依循的步驟、

原則。但若就人性深層面而言，聖經卻直指核心的點

出真實光景，「人心比萬物都詭詐，壞到極處，誰能

是透呢？」（耶十七9），許多事情「你們心靈固然願

意，肉體卻軟弱了。」（太廿六41）而也只有當人經歷

重生，信靠耶穌基督，石心換成肉心，開始心意更新而

變化之後，他才開始真的可能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保羅的人生是高舉基督的人生，並始終以基督為中

心。自從基督向他顯現之後，保羅就始終如一的以基

督耶穌的僕人自居。他人生的目的，是要「無論是生

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他渴望基督的

福音被廣傳，他勸勉信徒要靠基督耶穌結滿仁義的果

子；時時刻刻他切盼「基督的日子」早日來到！為什

麼會這樣？因為他真的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更

勉勵基督的門徒，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基督的「心」，指的不單是態度、想法，更是指內在光

景與生命特質。讓我們來進一步思想，甚麼是基督的心。

1. 謙卑的心。這個世界上有自卑感的人很多，但是

要謙卑並不容易。

靠天然生命確實很難讓人謙卑，因為總覺得自己還

不錯。加爾文曾經說過：「窮人屈服在有錢人之下，

販夫走卒屈服在社會菁英之下，僕人屈服在他們的主

人之下，無知的人屈服在學者之下；然而沒有一個人

在他的想像裡，不認為他其實是比別人好的。」（改

成正面陳述：每一個人在他的想像裡，都認為自己其

實是比別人好的）人的矛盾常在這裡：無可救藥的自

我中心，最顧念及最不能接受都是自己；自卑與驕傲

常不過是一線之隔，都是高度自我中心的表現。

十字架是卑微的頂點，是虛己的終點，也是父上帝

把基督升為至高的起點！從主耶穌的一生，以及聖經

的教導裡，我們看見屬靈的律乃是這樣：要升高必須

先降卑（太廿三12）；要得著必須先捨棄（太十六

25）；要生必須先死（約十二24）；要得神的稱讚必

須甘心樂意地服事人。

腓二6告訴我們基督的榜樣：「他本有神的形像、

不以自己與神同等為強奪的。」（新譯本：他原有上

帝的本質，卻沒有濫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權。）基督本

是上帝的像，他具有上帝一切的屬性，他與神同等，

他就是神。但是他卻不堅持與神平等的地位，沒有

抓著自己與神同等的權利不放。這位末後的亞當（基

督），與首先的亞當是何等不一樣。

首先的亞當是人，卻想用僭越的方式要與神同等，

伊甸園的故事已經告訴我們這件事情的始末。今天我

們這些亞當的後裔，裡面都承襲了老亞當的生命，不

要說是非信徒，就是連基督徒，一旦忘了主的教訓，

老我掌權的時候，也很容易會為了名利地位而落入鉤

心鬥角，你爭我奪的生活模式中。我們需要警惕！

末後的亞當基督本是神，卻不堅持與神同等的地

位，反倒虛己（倒空自己），取了奴僕的形象，成為

人的樣式。他放棄權力，他以奴僕的形象卑微服事。

所以主耶穌才會說，我心裡「柔和謙卑」。至高的

主，卻是柔和謙卑，本是萬王之王，卻謙謙和和的騎

著驢駒子進耶路撒冷。只有基督的心能使我們活出如

耶穌般的謙卑生命。

許多年前，從高雄煉油總廠長，到清華大學校長，做

到國科會主委，如今已經離世的張明哲弟兄，為我們活

出美好的榜樣。他的部屬有一次看到自己昔日的長官

在禮拜堂門口掃地，感到不解。經過幾年這個部屬信

主後才知道，能放下身段服事，正是基督生命的彰顯！

2. 順服的心。人有多謙卑，就會有多順服；順服是與

謙卑的程度成正比的（驕傲的人顯然很難順服）。基督

因為有謙卑的生命，所以就全然的順服父上帝的旨意。

曾經有不知天高地厚的國中生說，「英文老師沒有

甚麼了不起，他除了英文比我好之外，其他都比我

差。數學老師也沒有甚麼了不起，除了數學比我好之

外，其他都比我差…。」缺乏真實的謙卑，當然也就

不可能順服長上，服從權柄。

順服不是受歡迎的字眼與觀念，很多人甚至認為已

經過時了。很多人受過威權主義的苦害，因此對權柄

採取否定、抗拒、不信任的態度。威權主義是對權柄

的誤用與濫用，而反抗威權主義的人有一天也很可能

化身為威權主義的代表，這是我們要謹慎的。順服不

是替威權主義背書。

基督的順服是我們美好的榜樣。如同基督，我們尋

求的是明白並順服父上帝的旨意，並且願意為了榮耀

神順服上帝所設立的權柄。順服不代表不能表達意

見，但充分表達意見後，仍願意按著該走的路來走。

基督的心不是用學習、模仿、演練所能得到的，而

是需要在基督裡得蒙救贖之後從神領受的。當我們願

意尊主為大，讓基督居首位的時候，基督的心，他的

馨香才可能從我們生命中散發。

來自中國大陸，旅居美國的范學德弟兄曾經見證，

他與一位台灣姊妹互動中甚麼都能談，但就關乎意識

形態的政治理念無法溝通。一次聚會中眾人唱「給

我一顆中國心」時，那位姊妹無法開口。牧師觀察到

了，就把它改成「給我一顆基督心」；此時這位姊妹

不僅展露笑顏，並且可以一起唱。

幾年前上演過的港片《桃姐》所講的故事，或可拿

來對照我們跟隨、事奉主的態度與行動。這部寫實小

品，除了獲得2011年金馬獎的最佳導演（許鞍華）、

最佳男主角（劉德華）、最佳女主角（葉德嫻）之

外，還獲得好幾個國際影展的好評與殊榮。

它是根據香港的電影製片李恩霖家中的經歷所寫的

故事，因此是改編自真人真事的一部電影。片中的女

主角桃姐（鍾春桃），從十三歲開始就到梁家當傭

人，六十年來忠心的服事了梁家老少四代。這段期間

有人去世，有人移居海外，影片的重點在描繪桃姐已

經年老，此時的責任就是照顧梁家少爺Roger的生活

起居。主僕兩人的互動雖然頗有默契，卻不太有真正

的交流。有一天桃姐突然中風，羅傑不得不把她送到

養老院，從此反而展開了一段感人心弦的主僕情。

這部電影的表達手法平實而不煽情，卻多處感動人

心；淡淡的，卻讓人回味無窮。許鞍華導演的功力、

演員的實力，都讓人肯定他們的詮釋十分到位。基督

徒可能會特別注意到，這部片子把基督教元素很自然

地融入其中。因為一生服事的梁家是基督徒家庭，所

以桃姐也被帶領受洗歸主，學習尊主為大。電影裡面

出現桃姐膽囊手術前，牧師為她禱告，桃姐去世後，

追思禮拜的場合等等。

從桃姐身上，我們看到一個忠心僕人的典範，可以

說就是基督的心在服事方面的展現。桃姐一輩子為梁

家服事，不求自己的好處，只求主人的心意成全。他

知道主人的生活習慣，清楚主人飲食的喜好，每天她

都根據這些做充分的預備，並且把主人照料得無微不

至，盡忠職守。

桃姐中風後，住老人院復健過程中，曾經還努力的

要幫主人找合適的幫傭。在面談過程中，當桃姐把服

事的原則與內容詳細描述之後，每個來應徵的人臉色

都變得很難看。在梁家事奉得要全然委身，但對這些

人來說標準實在太高，根本沒辦法做到。特別對於只

想找個輕鬆、愉快工作的人來說，要服事梁家少爺，

就像是伺候皇帝的苦差事。

這些在她人眼中看來難如登天的工作，為什麼桃姐

做了一輩子，不僅做得稱職，而且還甘之如飴？這是

因為她完全把自己定位為梁家的僕役，僕人的工作就

是服事主人，有甚麼好挑的嗎？她是「桃姐」，不是

「挑姊」，她不會挑工作，只要是服事主人的事，她

絕對全力以赴。

桃姐中風之後，無法再服事主人。主人原來的計畫

是要請人來照顧她，她卻堅持要住老人院，不想增添麻

煩。這時候主人開始為她打理一切，雖然工作忙碌，仍

經常來看她，帶她出去吃飯，去公園散步，陪她聊天。

以至於老人院上上下下，都很羨慕她有一個「乾兒子」

經常來看她，帶她出去散步、聊天，上館子吃飯等等。

主人甚至還為桃姐預備一個房子，供她日後出院時

可以住宿。可惜桃姐後來因膽囊的問題而開刀，稍微

復原後又再度中風。在這些關鍵時刻，主人都在她身

邊幫忙打點，變得好像僕人一樣服事她。這個時候，

兩人的關係已經不是主僕，反而更像是家人了。這

不免讓我們想到路加福音十二35-37的經文，當耶穌

提醒門徒在跟隨事奉的路上要警醒的時候，祂也同時

賜下一個寶貴的應許：你們腰裡要束上帶，燈也要點

著，自己好像僕人等候主人從婚姻的筵席上回來。他

來到，叩門，就立刻給他開門。主人來了，看見僕人

警醒，那僕人就有福了。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必叫

他們坐席，自己束上帶，進前伺候他們。

「基督的心」不單是基督徒生命的品質，更使我們

知道如何按神的心意跟隨與事奉祂，在這一生過榮耀

祂名的生活！

經文：腓二經文：腓二1~111~11

■推廣教育長／廖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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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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收入 五月份支出 五月份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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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430   5,181,318  -2,901,888 59,791,210 55,918,179   3,873,031
學   生   助   學    金   3,700,000      297,949      320,473       -22,524   4,256,070   5,441,942  -1,185,872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40,000      279,245      101,570      177,675   1,848,691      697,313   1,151,378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5,860,000      741,403      154,533      586,870   4,529,358   2,944,528   1,584,830

合                         計 82,500,000   3,598,027   5,757,894  -2,159,867  70,425,329  65,001,962    5,423,367

 興建費用 五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750,000,000    957,750  201,017,087 -548,98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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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華神四十四屆畢業典禮六月二十五日舉行】

華神四十四屆畢業典禮已於六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起

假浸信會懷恩堂舉行。典禮邀請到華神第二屆校友、

資深宣教士訓練導師龍維耐醫師擔任講員，講題為「獻

上禮物」，經文為馬太福音二章9-12節。本屆畢業生計

有：教牧博士科一位，神學碩士科一位，道學碩士科

五十人，聖經碩士科十一人，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五位，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職場宣教組三位，基督教研究證書

科五位；延伸神學證書科四十三位，結業生二十二位。

【華神獲得教育部立案之籌設申請許可】

感謝神！華神經過兩年三個月的等候與禱告，終於在

2016年五月二十四日獲得教育部立案之籌設申請許

可，未來需在三年內完成立案程序。目前進行的地目變

更、桃園市政府對八德校地規定的排水設施等工程及

募款計劃，都需要神一步步帶領我們。相信這事若出

於神，耶和華以勒的神必有預備。誠摯的邀請您一同

加入華神三期建校之行列，以代禱與奉獻支持我們！

【與華神相遇花蓮場即將登場】

「與華神相遇花蓮場」即將在七月十六～十七日（週

六～日）一連兩天假花蓮美崙浸信會（花蓮市民族路

52號）舉行。講員為華神研發長吳獻章老師，歡迎

花蓮地區的教會弟兄切勿錯過難得機會，踴躍前來參

加。聯絡：03-8222075蔡銘偉弟兄、成鳳樑牧師。

7/16（週六）

  09:00-12:30 專題／但以理書—神的國闖入人間

  17:00-19:00 青崇／從彩衣到囚衣—當圓弧被撕裂時

7/17（主日）8:00-9:30、10:00-11:30、15:00-16:30

  主日崇拜／講題：基督的試探—致命的吸引力 

【「愛的教會DNA／牧養這世代」講座】

十一月七～九日華神將舉辦「愛的教會DNA／牧養這

世代」講座，邀請韓國愛的教會吳正賢牧師與姜明玉

傳道擔任大會講員。

講座內容包含「牧者的心情和門徒之道」、「教會

論」、「門徒之道」、「門徒訓練和教會成長」、「門徒

訓練和聖靈充滿」、「神國的秘密」、「關懷事工」、

「歸納視察經和屬靈成長」、「帶領小組的技巧和法

則」等。敬邀各位牧者領袖、長執同工參與，盼此次

講座讓台灣教會在建立門徒訓練事工上得著幫助，再

次經歷神。

【教牧博士科暑期課程】

教牧博士科暑期共開設四門課程，師資陣容堅強，包

括七月十二～十五日「失功能家庭的重建與社區福音

預工方案設計」由簡春安、謝豐慶、鄭允齊、錢玉芬

等教授；七月十九～二十二日「廿一世紀環球趨勢與

宣教」由溫以諾、戴繼宗、郭俊豪、何有義等教授；

「社會科學方法論」一課，由鍾麗英、陳志宏、盧希

鵬、莊秀禎、徐四浪等教授；最後一門七月二十六～

二十九日的「教牧倫理」，則邀請杜明達、高敏智、

陳志宏、曾紀鴻、張復民等多位牧長聯合授課。敬請

已選課之牧長，留意上課時間。

【圖書館暑期開放時間異動】

自即日起至九月二十四日止，本館服務異動如下：

週一至週五上午8:00—12:00；下午1:30—5:00。

週間中午12:00—13:30、週六、週日休館均不開放。

敬請讀者留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