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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蔡麗貞

今年七月下旬受邀觀賞一部德國片《我出去一

下》（Ich bin dann mal weg）的試映，英文譯

名是《我休假去了》（I am off then），之後連

續幾天都與不同朋友提及此影片，明明都已告知

片名，友人竟然都不約而同地再次詢問：「電影

名字是什麼？」，多有趣啊！片名通俗平凡到讓

人毫不察覺。

此片改編自知名演員作家Hape Kerkeling的真

實故事，他才華橫溢，少年得志。然而繁忙的工

作，終致身體出現狀況，歷經生命危機，讓他思索不一樣的前程。當人生關上一

道門，會另外開啟一扇窗。有天他低調地跟好友說：「我出去一下！」便獨自踏上了

這趟八百公里的「聖雅各古道」（Camino de Santiago）朝聖之旅，不僅心靈獲得啟

發，生命也重新調整。

這條具有千年歷史，縱跨法國與西班牙的「聖雅各古道」，一九九三年被核定為聯合國世界

文化遺產，近年再度掀起朝聖風潮，遊客絡繹不絕。這條朝聖之路綿延整片歐洲，可從中東耶

路撒冷開始，或者從歐洲任一城市起步，但終點皆是朝向西班牙西北的聖地牙哥康波斯特拉古

城。歷時約三十天的旅程，每日步行至黃昏，下榻朝聖者庇護所。沿途晨曦、星宿、小鎮、教堂、荒

野伺候，朝聖者將自己歸零，赤裸地與孤獨為伴，以雙腳洗滌罪惡。

今年四月學院提前慶祝宗教改革五百周年，講員撒拉威爾森博士（Dr. Sarah Wilson）之夫婿，剛完成宗教改革

朝聖之旅的著述，撒拉提及幼年時曾在天主教會受過一些傷害，藉著朝聖之旅心靈獲得醫治。可見「出去一下」

深具洗滌功效，加上沿途拜訪有歷史意義的景點，成為與神對話、與古代聖徒相通的布景。

劇中人沿途絕非孤獨，到處會遇見並肩而行的朝聖者，真實世界的七情六慾隨時冒出，處處考驗著朝聖者的體

力、耐力與意志力。劇情與對白風趣，當事人的幽默以及旁邊同伴的逗趣個性，造就這趟旅程的精彩性。最爆笑

的情節是男主角習慣安逸，無法與眾男女朝聖者睡擠大通鋪，想躲到庇護所對面的旅館過夜，未料一出門就被反

鎖於門外，而大門又被修女鎖死，他只好在兩道門中間狹廊的板凳躺平，凍了一夜，偷雞不成蝕把米。片中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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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秘經歷－－是主角與神對遇，在空蕩的鄉間巷弄間

撲朔迷離的小孩身影，引導他重拾年少時期所皈依的

基督信仰，信徒觀眾一定倍覺親切。

二○一三年夏季與外子去美國奧勒岡州（Oregon）

度假，是近年來最難忘的假期，倍感心曠神怡，彷彿神

預先補償未來幾年的衝刺事奉。就職院長之後事務倥

傯，去年春天校務緊繃時期，秘書強烈建議筆者暫離當

下環境，到外地休憩，於是出差到海外分校開董事會成

為臨時逃城。今夏再度渴望「出去一下」放空沉澱，神

預備了日本長野縣山地，藉此片刻洗滌心靈，終於造訪

嚮往已久的輕井澤。誠如《我出去一下》的旁白：「宇

宙中的驚喜永遠有庫存，當開放心扉，擁抱當下。」

從日本北阿爾卑斯北麓人煙稀少的白馬村開始尋

幽，然後逐漸南移到遊客絡繹不絕的北高地，最夯的

景點上正池潼橋猶如新宿車站萬頭鑽動的鬧市。充

分感受靜極思動、鬧中取靜的兩極掙扎，尤其是假期

尾聲進入遊覽勝地，越發懷念綠野叢嶺中踽踽獨行

的白馬村，彷彿又從人間仙境墮入凡塵，心境常在兩

極矛盾情結中尋覓出路。值得一提的是在白馬村寄宿

三晚的氣質旅館，品嘗長野縣最棒的義大利餐，大廚

是旅館老闆，我們將旅遊手冊《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對其高度的評價翻譯給他聽，大廚顯得意外而

靦腆。在大正池車站看到睽違數年的清蒸玉米，欣喜

若狂，這是筆者最懷念的日本食物，之後各站都能大

快朵頤此超甜健康穀物，成為每天旅程的療癒養分。

最後一站輕井澤（Karuizawa）以日本皇家避暑勝

地聞名，每年都有大量的觀光客湧入。到處是綠野遊

蹤，相信是從森林區被開發成觀光區。過去曾是西方

差會訓練亞洲宣教士的基地，台灣芥菜種會創辦人孫

理蓮女士（Lillian R. Dickson）的信札手稿曾提及宣教

士在此舉行退修會。因為氣候宜人，許多西方人聚集

定居，使小鎮建築與餐飲充滿濃厚的西方色彩。紀念

宣教士內村鑑三的「石之教會」是用石頭砌成的圓拱

形建築，乃知名自然建築師Kendrick Kellogg的傑作，

將石、光、水、綠與樹完美的融入建築中，與周圍環

境渾然一體，展現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鑑三的無教堂理

念。當天颱風來襲，筆者夫婦冒著風雨前往參觀，是

最後一批坐在石屋喘息、默想的遊客，十二點整教堂

舉行婚禮而被請出，雖然悵然，但仍慶幸未白跑一趟。

內村鑑三是日本明治及大正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與傳

教士，設立札幌農校（北海道大學前身）。他受貴格

會的影響而認同和平主義，又因拒絕天皇崇拜儀式而

被視為異類分子，轉而成為報紙資深專欄作家，投身

環境保護運動。他提倡「無教會思想」，反對一味追

求教堂實體建築所造成的排他主義以及各教會的山頭

勢力。其實大自然處處都是教堂，不須依賴機構或神

職人員。筆者見識到福音硬土的日本竟曾擁有能與社

會知識分子深度對話的西方宣教士，也慨嘆獨領風騷

之後的寂靜與冷漠。

在白馬村因錯過回旅館的巴士，加上當天運動量還

未滿足，竟不自量力的步行回旅館，兩個鐘頭的里程

到最後真是手搖腳晃、咬牙切齒地撐完，當時尚不知

膝蓋已經發炎需要冰敷，在旅館泡湯後雪上加霜，身

體終於抗議，回台北後需做復健，也開始服用葡萄糖

胺。暑假最後一次外出教學時，在機場買本小書《關

於變老這件事》（How to Age）（Alain de Botton人

生學校系列，時報出版），指出老化的徵兆就是服

用葡萄糖胺，顯然筆者已經開始面對此狀況。書中

提到：「加州大學一項長期追蹤一群婦女將近四十

年，研究結果令人驚訝：在歸納推理測驗中，四十到

六十多歲的婦女成績最高，她們冷靜評估矛盾觀點的

能力一直到五、六十歲才到達顛峰。…心理學家Elliot 

Jaques說道，在三十五歲到六十五歲之間，創作者的

作品由『強烈的熱情』走向『深刻』。」（頁103，

106）陪伴逐漸退化衰老的身體是有趣的觀察與體

驗，也更多定睛在永垂不朽的神。接掌行政職務彷彿

坐雲霄飛車，高潮迭起，幾乎每隔兩、三個月就有突

發事件，主訓練筆者由驚慌、焦慮轉為鎮定、沉著。

擔綱行政的第一個階段是「神教我的指頭如何打仗」

（詩十八34，一四四1），如今則更多觀看神主動出

手幫助解決事情，「神果然為我們行了大事！」（詩

一二六2-3）。

今夏，我出去一下，雖然假期清淡平凡到不會收取

在記憶寶匣中，好像鄉間的小電影院，卻承載生命點

滴的紀錄。「上帝好像一部電影，教堂像鄉間的小電

影院（筆者按：傳道人就是影片放映者）。雖然歹戲

連番，而且不斷插播某某車號請你把車子開走…，但

是戲還是得演下去。」

（《我出去一下》旁白）

因此筆者受邀繼續

把下垂的手、發酸

的腿挺起來；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

前頭的

路程。

當今教會正積極倡導所謂的「五重職事」（包括使

徒、先知、牧師、教師和傳福音者）。這引用以弗所

書四章11節的教會人才建造藍圖，在動機和目標上原

是無庸置疑，都是為期許教會快速成長並能帶著權柄

來轉化當今文化；然而這「五重」職事的化約計算，

準確度有待釐清（原文牧師和教師用同一定冠詞，功

能重疊，因此只有四重職事？）保羅應無意在此整理

屬靈恩賜的清單（羅十二6-8；林前十二8-10、28-30
和彼前四10-11至少有二十多種）。此外，「五重職

事」這看似方便的口號，容易造成職分和功能上的困

惑（現今還有使徒嗎？奧古斯丁、路德、加爾文和衛斯

理等人是使徒嗎？）也容易忽略職場事奉如但以理的

角色（台灣教會非常需要這種在政治舞台上發光的角

色），更會輕看莎士比亞、巴哈和林布蘭特等，這些死

後多年仍在對人類心靈說話的文化工作者的貢獻。

即便如此，這「五重職事」藍圖的提倡，確實點出

了神學教育的困境──只能訓練牧師、教師，卻不易

也不能訓練出傳福音者，更難以觸及使徒和先知般具

備權柄、信念和異象的人物。同時這藍圖還一針見血

地挑出終極的核心問題──如何訓練出提倡「五重職

事」者所期許的擁有權柄、恩膏的傳道人，好帶出榮

耀、權能和影響力的教會？

當今教會到底在等待怎樣的工人？
從路加所記載的使徒行傳來看，保羅三年在以弗所

發揮的恩賜（徒十九章），包括權能事奉和佈道（醫

病、趕鬼），門訓和團隊（在推喇奴的教導並帶出百

基拉和亞居拉），護教（在猶太會堂辯論），屬靈爭戰

（導致亞底米神廟面臨關門之虞，以致引起暴動），社

區營造和福音預工（以弗所書記出面平息暴動），宣

教視野（讓以弗所成為小亞細亞的重鎮）以及文化影

響力（歐洲文化背後就是基督教，而基督教背後就是

保羅）等，可見「五重職事」這件衣服著實太窄了，根

本套不下。然而，藉此也提醒神學教育者反躬自省，

神學院是否能培養出教會殷殷期盼的人才來？

表列出來的職事雖有五重，真正的核心倒是僅有一

個──教會期待著被上帝限制的傳道人。這可從保羅

在米利都的講道看出（徒二十17-38）。保羅召集以

弗所的長老來，當面說明他鐵了心腸、不近人情、不

願意繞路進入以弗所辭別的原委：定意趁五旬節骨肉

之親聚集聖殿時，趕回耶路撒冷傳道的心「甚迫切」

（原文與太十八18「地上所捆綁 的，在天上也要捆

綁 」同字）。原來，這位在以弗所牧會達三年的名

牧，推動其多功能全方位事奉的動因乃被捆綁、限

制，他核心的職分竟是「限制級傳道」！

從聖經來看，神兒女事奉的影響力確實源自上帝的

限制。摩西被上帝呼召後，就被限制在曠野過他人生

最後的四十年，才能寫下聖經的基礎──五經；以利

亞蒙召後就被限制去搖撼亞哈在北國所建構的異教風

潮；彼得三次被耶穌愛的呼召肯定後，將會「被別人

束上，帶到不願意去的地方」（約二十一18）；約

翰被囚拔摩島，寫下人間歷史學家、科學家無從臆測

的末世預言啟示錄。先知甚至連婚姻都被限制──耶

利米被限制不能結婚；以西結的愛妻死後被限制不能

哭；何西阿被限制去重新迎娶紅杏出牆的妻子歌篾，

以此體會以色列與巴力亂倫，猶大亡國後上帝「哭不

出來」的痛苦。

聽保羅在米利都的名牧心聲，可以學到要釋放「五

重職事」所期待的上帝權能，就必須全面接受上帝的

約束，包括：

1. 時間表被上帝的計劃所限制
在宣教旅程中，保羅停留以弗所三年算是最久了，

他在哥林多停留一年半（徒十八章），在帖撒羅尼迦

則僅二、三星期，在希臘哲學重鎮的雅典更是講完道

編者案：編者案：

本文係講員於本文係講員於20162016年新學期學前靈修會之講稿年新學期學前靈修會之講稿

內容內容精彩，與君分享精彩，與君分享。

一雙浸水開口笑的鞋子終於遺棄在東京新宿旅館

攝於白馬村22

■研發部長／吳獻章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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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人，沒有留下翻轉希臘哲學系統的空間（徒十七

章）；就連第二次旅行佈道，他本來也打算先去以弗

所，卻因聖靈阻止，而聽從馬其頓的呼召，遂建立歐

洲的宣教橋頭堡腓立比（徒十六章）。為了配合上帝

的計劃，他特地在特羅亞連夜「加班」講道（徒二十

7），導致有個少年人從三樓窗台掉下來的意外事故

發生（徒二十9）。由此可見，保羅將自己的時間表

完全攤在上帝面前。

離開米利都的保羅，往耶路撒冷途中經過推羅、

該撒利亞等地，不管多少人勸阻（包括亞迦布和路

加），保羅反而勸慰那些體貼他性命的人說：「你們

為何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不但

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路撒冷也是願意的。」（徒

二十一13）原來，限制級傳道保羅看重上帝的計劃過

於自己的時間表和他人的期待。 

這和約翰福音中的記載同出一轍。為了遵守祂父的

時間表，耶穌拒絕母親馬利亞在迦拿婚宴中的祈求

（約二4），拒絕上耶路撒冷去「顯揚名聲」（約七

4），也擱置馬利亞和馬大的期待而故意遲到，導致

兩姊妹說：「主啊，你若早來，我兄弟必不死。」

（約十一21、32）耶穌看重父神的時間，直到時候到

了，祂卻如一粒麥子死了，從地上被舉起來，遂吸引

萬民歸向（約十二23~32），以完成父神的旨意。從

耶穌和保羅看出，要成為有影響力的傳道，時間表必

須被上帝的計劃所限制。

2.事奉心胸被神的國度所約束
保羅對以弗所長老說出他傳道的優先順序：先對猶

太人，再對外邦人（徒二十21）。他愛同胞的心和

舉動，在第一次旅行佈道時就顯明了，除非沒有會堂

（如在腓立比的河邊，徒十六13），否則保羅一定先

進入會堂對同胞傳道（徒十三14，十四1，十七1，

十八4，十九8）。從此可見，神兒女若非先在近處

對同胞傳道，就不要妄想坐船或飛機到宣教工場，即

可成為偉大宣教士。華人（尤其是海外）先對同胞傳

道，確實無可指責。

然而，保羅並未將自己拘陷在愛國主義中，當同胞

拒絕福音時，他立刻轉往外邦去傳道（徒十四6）。

當他被帖撒羅尼迦和庇哩亞的會堂「轟」出去，到

了雅典看見滿城的偶像，他仍先到會堂傳道，接著也

在雅典市集傳道，甚至被帶到亞略巴古傳道（徒十七

章）。第三次旅行佈道後，他「心甚迫切」，被捆綁

往耶路撒冷去，就是為了對同胞傳道，之後還準備去

羅馬對外邦傳道（徒十九21）。

初代教會曾被國族主義所挾制。聽完耶穌講說「上

帝國的事」後，彼得還問預備升天的耶穌：「主啊，

你復興以色列國就在這時候嗎？」耶穌給他的命令倒

成為使徒行傳的關鍵句：「直到地極作我的見證。」

（徒一3-8）其實，初代教會的成長關鍵乃使徒們對

神國度的擴張和突破，因此成為領導的彼得必須先被

哥尼流信主事件打破窠臼（徒十章），才可能在第一

次大公會議中站起來挺保羅的因信稱義教義（徒十五

章），否則，以猶太人為主的耶路撒冷教會，很難體

會並執行大使命（太二十八19）。

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教會要接宣教的棒，必須學習保

羅被上帝所限制的國度觀，因此看重上帝國過於地上

國（遑論是一中或一台！）我們該從民族主義束縛

下的約拿學功課，免得如他被大魚張口吞吃般地受管

教！移民海外的華人（包括寄居在那離上帝越來越遠

的歐美）應當成為所在地上國的福音出口，以那到了

羅馬卻仍堅持傳講上帝國之道的限制級傳道保羅作為

學習的榜樣（徒二十八23）。

3.傳道信息被十架神學所定規
神兒女除了該關心上帝國過於地上國，將文化伏

在福音之下（讓「文化使命」伏在「福音使命」之

下），從保羅「對猶太人和希臘人證明當向上帝悔

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徒二十21），並他對以弗

所長老所說「聖靈立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

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上帝的教會，就是祂

用自己的血所買來的」的教導中（徒二十28），學

習限制級傳道的擔負──傳十架福音神學，好「成就

從主耶穌所領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福音」（徒

二十24）。

保羅在哥林多所寫的羅馬書，扼要地呈現十架福音

神學（羅一1-4），正是被路德視為新約最重要書信的

開場白。之後他即使被囚該撒利亞，在亞基帕王面前

非但不乞憐，反倒俯仰無愧、鏗鏘有力地說：「我從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來的異象。」（徒二十六19）當今

教會擔負翻轉文化重任的傳道，信息必須避開愛國主

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世俗主義、主流文化或政

治理念的污染，還要防範二十世紀初華人教會僅將福

音視為救國工具的窠臼，無論得時不得時，務要專心

傳主道（提後四1-2）！

4.安全感被上帝的主權所保守
在米利都的保羅，知道這一趟往耶路撒冷去，絕對

不會平順，正如他對以弗所的長老所說：「知道聖靈

在各城裡向我指證，說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早就

經歷猶太人多次謀害的他（徒二十19），卻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行！難道不怕死、沒有安全感的挑戰？

忘記初信主後進入大馬色城，為了逃避捉拿，狼狽地

縋吊翻牆才能全身而退的經驗（林後十一32-33）？

忘記「使徒受苦現形記」中羅列的逼迫清單（林後

十一23-29）？他的「靠山」是誰？事奉者哪裡可以

找到安全感？

有了！聽保羅述說自己的安全感之源：「我卻不以

性命為念，也不看為寶貴，只要行完我的路程，成就

我從主耶穌所領受的職事，證明神恩惠的福音。」

（徒二十24）只要行完主託付的事，傳該傳的道，限

制級傳道的生死禍福，完全由上帝定奪和保守，任何

人事物和環境都拿保羅沒辦法。

  難怪，在特羅亞「加班」講道時，那從三樓摔下

來的猶推古仍舊活得好端端的（二十7-12）；抵達耶

路撒冷後，公會外面想謀害保羅的四十幾人，計謀不

能得逞（徒二十三12-23）；被囚在該撒利亞期間，

耶路撒冷所差派來的說客，無力將保羅調回聖城殺害

（徒二十四章）；往羅馬的船難不能害死保羅，連一

根頭髮都不曾損壞（徒二十七章）；米利大島上的毒

蛇也咬不死保羅（徒二十八1-6）。限制級傳道享受天

上來的安全感！

5.事奉角色被羊群需要所命定
這次的告別講道，保羅強調兩次，無論是與信徒有

益或是傳達上帝旨意的，「我沒有一樣避諱不說的」

（徒二十20、27），因他帶著危機意識牧養會眾：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暴的豺狼進入你們中間，

不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來說悖謬

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29-30）果

真，老約翰寫啟示錄的時代，以弗所並周遭的六個教

會都陷入異教的風暴中（啟二～三章）。

因此，保羅牧養的理念，一直是如母親乳養小孩一

樣存心溫柔（帖前二7），在以弗所這三年，羊群需

要什麼，就掏心掏肺，晝夜不住地流淚（徒二十19、

31），讓信徒建立在上帝恩惠的道（徒二十32），免

得信徒被末世的異教之風搖晃（弗四14），甚至自己

離開後還找提摩太來接續牧養（提前一3）。難怪即

使從此不能再見面，他還坦蕩蕩地朗聲宣告：「你們

中間無論何人死亡，罪不在我身上」（徒二十26）。

限制級傳道須具備危機意識，在神學院受訓時，盡

心建構以聖經神學為基礎的系統神學、倫理學、教牧

學、佈道和護教、講道和輔導等，牧會時將這些轉化

成讓信徒吃飽並健壯成長的屬靈佳餚，使得教會的牧

養、裝備、佈道、宣教、輔導、社區關懷等系統健

全，成為所在社區文化中具有動力、影響力和權能的

教會，並帶領門徒團隊，好預備下一代傳承者！

6.人情世故被永生神情所提升
保羅這次講道的最後，很稀奇地說：「我未曾貪圖

一個人的金、銀、衣服。我這兩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

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徒二十33-34）

按地位和人情來說，他可以放心接收以弗所教會的奉

獻，正如摩西所說：「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不可

籠住牠的嘴。」（林前九9）但是可以織帳棚養生的

他（徒十八3），又有腓立比教會的奉獻供應（腓四

15），遂拒絕以弗所的供應。他還鼓勵這些長老學

他的榜樣，因為這是耶穌的教導：「施比受更為有

福。」（徒二十35）

傳道人最容易失控的區塊之一就是錢。保羅在金錢

上讓神情來主導人情，免得成為他離開後的流言把

柄。實際上，第三次旅行佈道的尾端，他還籌集外邦

各教會的奉獻，支援需支付官稅、聖殿稅和接待各地

訪客的耶路撒冷教會（羅十五31；林前十六1-4），

路上各教會的代表且同行（徒二十4），同心略表外

邦教會對猶太教會的感激，焉能讓信徒的奉獻妨礙神

國度的事奉，乃至羞辱主名！要想成為有影響力的傳

道人，華神第二任院長林道亮博士的話可堪作為警

惕：愛錢的傳道人不值錢！

7.事奉的影響力被歷史所印證
路加記載這次講道感人的收場景況：「保羅說完了

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眾人痛哭，抱著保羅的頸

項，和他親嘴。叫他們最傷心的，就是他說『以後不

能再見我的面』那句話，於是送他上船去了。」（徒

二十36-38）捨不得送走的人終究走了，但保羅在以

弗所執行各樣權能事奉的影響力卻帶不走，深深鐫刻

在以弗所長老心中，也影響以弗所教會成為啟示錄

七教會的領頭羊，保羅四次旅行佈道和十三封新約書

信，還深遠地影響歐洲的科學和文明！

甚願身處「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功利、短視世

界中的事奉者，都能從使徒保羅領悟到：人人都會從

世界這舞台退場，但限制級傳道的影響力卻不被限

制，反而會在歷史的淬鍊烘托之下愈見燦爛；愈是願

意在各方面被上帝主權所約束者，其所釋放的影響力

愈是磅礡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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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不遠人
在大陸有一「百家講壇」電視節目，收視率曾一度

非常輝煌。隨著節目出版的光碟和書籍也上了暢銷和

長銷榜，炒起了國內一股國學熱。這一文化現象，連

帶重燃起國內大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情。

手邊有一「百家講壇」名家學者于丹的光碟，翻看

她的資歷背景，除了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尚有影視學

博士的學位。除了教中國古典文學外，她也教影視學

概論等相關課程。從學位與學術界反應看來，與其說

于丹是位儒家學者，還不如說她更擅長掌握傳播技

巧，具傳播語言，才能深入淺出，使國學脫離老學究

的灰色，變得生動多采，廣為大眾喜愛。

經由她在「百家講壇」的解說和詮釋，國學進入到

生活和心靈，成為另類的「心靈之道」。這正是當今

大陸社會改革，種種利益調整所引起的矛盾衝突裡，

所需要的心靈資源。百姓迫切需要專家為其提供一種

信念，可以安身立命，攻守有據。

「百家講壇」也自稱是一座「讓專家通向老百姓」的

橋樑。雖然許多專家學者對節目請來的名人專家經典

解讀頗有微辭，但不可否定的，節目效應正像于丹在

《于丹論語心得》一書扉頁所提的──「道不遠人」。

這裡面，其實和基督教文字事奉有類同之處。基督

教文字事奉約略可分為兩個方面：思想的原創與思想

的傳遞。在華人教會裡，這兩方面都堪稱「蠻荒」。我

們需要漢語神學家，由華人特有的歷史思想資源和社

會文化經驗，發展出漢語神學與文化。也需要一些基

督教的思想傳遞者，能夠深入淺出，把信仰由深奧學問

轉化為普羅大眾皆可領會，進而在生活裡實踐的「道

成肉身」。當然，我們更需要大眾文化傳播、推動基督

教的「心靈之道」，讓基督教精神在文化裡滲透深化。

雖然，華人基督教已有許多著名牧師和演講者兩岸

三地到處奔走傳講，但其影響可能就像使徒行傳裡的

亞波羅，當時光芒也許逼過保羅，但影響就僅只到他那

一代和其服事所到的地方。我們永遠不可能得知，當時

亞波羅引經據典證明耶穌是基督時，都曾說了些什麼？

因為他沒有為我們留下一個字。保羅的文字影響卻是

跨過近兩千年遍及各地，至今仍在人心中迂迴蕩漾。

文字在時空中無遠弗屆的影響，說來應該並不陌

生。台灣即曾有一位號稱「心靈導師」、著作等身

的作家林清玄，專寫佛學勸人向善。他的弘法不在神

壇，而在凡塵。將深奧難懂的佛學生活化，用他的生

花妙筆呈現佛教裡的歡喜和愛，來幫助善男信女在生

活裡實踐。過去十年，他在大陸出書六十本，他的文

章因為淺顯有味，有七、八篇文章已被選入中小學教
科書，因此每年號稱約有一億個孩子讀過他的文章。

現又多了于丹為《論語》建立儒學的心靈之道。是否，
也能有基督徒文字工作者在這方面努力，使《聖經》能
深入淺出地為人所解，在天地間使「神的道不遠人」呢？

放眼望去，常見的是：有許多傳道人雖掌握了聖經
知識，卻缺少文字語言可以傳遞；有許多基督徒有生
命經歷，卻未用文字來作生命整理，在天地間留下美
好的見證；也有許多基督徒作家雖有語言文字，但其
屬靈品格尚待建立；更有許多文字工作者編寫多年，
卻沒有明確的文化意識和使命。

我們需要推動聖經能走向人間，貼近大眾。也需要
提供基督徒作者所需的靈命造就和牧養，並賦予深切
的文化關懷和反思意識。文字事奉的使命，是尚待開
荒卻又已迫在眉睫之事。

尤其，如果有一天，當大陸出版品全面開放之後，
面對十三億人口的讀者群，現有的華人基督徒作家能
提供的是什麼樣質和量的作品呢？

可以想見，我們需要大量華人基督徒作者寫的《荒
漠甘泉》和屬靈書籍，也需要華人基督徒作家寫的
《悲慘世界》與《卡拉馬助夫兄弟們》等文學作品。
更需要大量基督徒雜誌刊物或報紙，來反應時事，分
析文化，傳遞教化。不論作者、編者與翻譯，人才的
需求與艱難度，永遠大於錢財或其他硬體設備。 盼神
能差遣更多的文字工作者，為神國的書寫獻身效力！

蠶在吐絲的時候
二十八年前，我帶著對文學的愛好，去上蘇文峰牧師

的文字事奉課，卻沒想到因此得到一生獻身的呼召。那
時，只是單純地想要編織自己的文章，為神所用。但也
發現基督教對文學的冷淡，華人基督徒創作者很難在
信仰裡找到屬靈的定位。深深體會創作是一條孤獨的
路，若連結上服事，就更需要有一顆奉獻捨己的心志。

多年來，摸索著如何將信仰揉入生活的土壤，讓承
載信仰的文字不那麼沈重，反而有著翅膀的輕盈能夠
飛傳出去。這些文字摸索的服事經驗，日積月累，成
為日後我對文字人的陪伴。

奉獻第二個十年，神帶領我進入文字課的教導，和
蘇文安牧師在北美一起傳遞文字事奉異象，訓練、牧
養文字工人。我陪著學生寫作、投稿，到保送上壘。學
生的發表與得獎時間都比我來得早，對「祂必興旺，
我必衰微」漸漸有些領悟，知道陪他們一段，比自己創
作，可能更是來自神的託付。人要安份，我的「份」便
是在曠野裡呼喊，尋求更多可以為神得著的好筆。

因此，奉獻後第三個十年，和蘇文安牧師以及洛杉

磯的一群同工，在2008年攜手成立創世紀文字培訓

書苑，簡稱「創文」。我們的異象是「推動文字事奉

異象，裝備牧養文字工人，創建基督徒文字人的社

群」，我們的使命是「在時代裡攜手，於時間裡傳

承，推動文字事奉，創寫新的世紀」。

多年來在寫作裡又爬又滾，知道能長期堅持走下來

的，不能只靠一點對文字的喜愛和若有似無對文學的

欣賞。呼召，更是讓一個人可以從「文學愛好者」轉為

「文字事奉者」的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在課堂裡強調

委身，在同工團隊裡強調「用受苦作多人的贖價」，在

基督徒文人裡，不斷建造「在神裡的藝術家性格」。對

這個世代的基督徒文字人，在傳遞文字異象之外，也

希望能提供文化負擔和鼓勵文字人組織社群來互相扶

持。到底，創作實在是、也必須是一個屬靈的經歷。

凡事從禱告和異象開始，創文初成立時，便有感動

要著手進行文字事奉系列的書寫，整理基督教書寫在

上帝創造中的位置、和教會的關係，和文化的關係，

在21世紀裡的呼召，以及創作者的屬靈生命建造。幾

年內先後出版了《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創作，

一種屬靈的經歷》、《美的漂泊、門外的困惑》三本

書。其中第一本《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在2013
年得到第三十四屆湯清文藝獎，感覺是神給這書系的

一個印證。盼望這系列可以為我這文字事奉一生的呼

召，留下的一個淺淺的腳印。 

2012年十月在香港，當我和已逝文字前輩蘇恩佩姊

妹所帶過的一群突破編輯認識交流時，隱隱便覺創文

和文字事奉的歷史接上軌了。2013年四月，創文和香

港出版聯會合辦第一屆文字營會，在最後一晚，和這

些文字前輩一起跪地，為新一代奉獻委身的基督徒文

字人按首禱告，傳承的薪火似乎熊熊點燃，當天晚上

許多人都流淚了。創文使命「在時代裡攜手，於時間

裡傳承」，在那一個特別的歷史時空裡，終於有血有

肉地實現了。

大陸作家艾青曾說：「蠶在吐絲的時候，沒想到會

吐出一條絲綢之路。」二十八年前，微小的我掙扎的

是完成一篇作品可以為神所用，從未想過日後會成

為作者，會出版書，會得文學獎，甚至會成立一個機

構，在兩岸三地奔走呼籲文字事奉的異象和使命。但

要走出一條「絲綢之路」，得需要多少綿長不絕的絲

綢？多少孳孳不停吐絲的蠶？多少奔走運送的商旅？

以及飛沙走石中一顆顆不放棄的心。

從一支筆的揀選，到對一世代的呼召，需要的是一個

團隊，眾多創文文友一起的同行，以及神不斷賜下的異

象和祝福。若無你們禱告中的守望，屬靈的鼓勵和金錢

的祝福，一切便淪為那首著名英文歌的歌詞：風中塵埃

(Dust in the wind)。我們十分需要您在各方面的參與。

衷心邀請各位成為創文忠實的同工夥伴，讓我們一

起走出文字事奉的絲綢之路。願那曾豐富祝福我們的

神，也可以大大地祝福你們！

新書介紹作者：廖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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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年10月31日，路德在威登堡教堂張貼《九十五條論綱》，要求

針對贖罪券、功德論的救恩觀公開辯論。這個事件不僅牽動歐洲各地

的改革大業，更造成神學與教會體制的重大變革，改變近代歷史的走

向。作者以《威登堡風雲》為題，描繪路德及他的友人與對手共十人

的生平、思想，讓讀者深入了解德意志地區的教會改革運動。

歷史多為枯燥無味，難引興趣；神學卻為高深莫測，難以掌握。廖博

士以樸實直舖敘述的手法，聚焦於馬丁路德與影響他生命深遠的人，

透過生命碰撞生命的故事，寫出一本值得閱讀的「歷史神學」好書！

陳世欽牧師／世界華福總幹事

廖元威老師以歷史神學的專業角度，將環繞路德生平的精采人物，以敘事、傳記的方式，一一召喚到威登堡舞

台，文字生鮮考究，且娓娓動人地展現作者一向嚴謹、細膩的史家風範，相信讀者將心神領會地享受字裡行間的

巧妙布局與深度刻畫。蔡麗貞／中華福音神學院院長

《威登堡風雲》是一本生動活潑、趣味盎然的歷史作品。以此來作為宗教改革五百周年的記念，實在是合適不過

的事。作者說故事的能力高超，原來平鋪直敘的事實、枯燥乏味的教義辨析，也給演繹得跌宕有致、娓娓動聽。

梁家麟／香港建道神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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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2016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6年8月1日～2017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全學年需要 

十月份收入 十月份支出 十月份餘絀
 105學年度 105學年度     

累計餘絀
   （預估）        累積收入   實際支出

經          常           費 64,814,900 11,287,412   4,464,242   6,823,170 19,031,952 13,876,533   5,155,419
學   生   助   學    金 11,575,400       437,139      525,010       -87,871   1,815,904      955,515      860,389
宣  教  中  心  基  金   2,365,000        14,400        20,340         -5,940        87,200      186,509       -99,309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6,644,000      634,975      160,542      474,433      834,181      824,949          9,232

合                         計 85,400,000 12,373,926   5,170,134           7,203,792 21,769,237 15,843,506         5,925,731

 興建費用 十月份奉獻 現有擴校基金 與目標需求差距

擴  校  基  金  750,000,000  5,965,102  218,493,334 -531,5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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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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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中華福音神學院高雄分校成立感恩禮拜】
即將於十二月十日舉辦的中華福音神學院高雄分校成

立感恩禮拜正緊鑼密鼓的籌備中，地點在高雄靈糧堂

南島國際大樓四樓尊貴廳（高雄市左營區文川路157
號）。會中將分享成立高雄分校之緣由，神學教育之

今昔，擴張帳幕的異象與展望。會後敬備茶點，及精

緻小禮。歡迎上華神網站www.ces.org.tw或以電話報

名。聯絡：（02）2365-9151分機219仵迎春主任，

E-Mail：info@ces.org.tw。

 

【《語文智力營》下筆如何頭頭是道】
推 廣 教 育 處 將 於 2 0 1 7 年 二 月 六 至 十 日 每 天 9 ：

00~12：00及14：00~17：00首次舉辦「語文智力

營」，由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莫非老師教授。本

課程旨在幫助基督徒增加語文智力，提高說服力，進

而提升影響力。訓練學生有效議論和說服，將得自聖

靈感動的信息，用有條理的文字曉之以理，再動之以

情。同時幫助作者建立歸納、演繹和分析性思維，並

學習運用寫作策略，讓下筆為文不在贏得一個論點，

而在改變一個人的生命立場，從心動到行動。不論思

考、語言和寫作，呈現在日常生活裡都盼能頭頭是

道。報名資格：所有想在服事、工作和生活中，提升

語文智力的基督徒。相關訊息請上華神網站推廣教務

育處查詢。

【擴校進度】

1. 十一月四日建築師事務所的建照申請已通過

   「無障礙審查」。

2. 十一月九日桃園市國稅局將與我校財務人員

    進行桃園八德新校地的現場會勘。

【華神教牧中心】

2017年華神教牧中心與華神校友會為幫助校友夫婦

學習婚後輔導技巧幫助教會伉儷，進而鞏固教會家

庭，並再次更新誓言、得力攜手討神喜悅服事神，

訂2017年二月六至七日舉辦「加一程親密關係」退

修會，地點在台北捷運北投會館（台北市北投區大

業路527巷88號），名額限收十對，費用NT$2,000元

整（含住宿、餐費等費用）。請向校友會（E-mail：

wing@ces.org.tw）索取報名表格，填妥後以電子郵

件寄回即可。

【閃亮人生故事繪體驗營】
由生命河關懷協會主辦，中華福音神學院教牧中心協

辦的「閃亮人生故事繪體驗營」將於2017年元月七

日舉行，內容藉由以繪本為媒材、悲傷輔導理論為內

涵，透過故事討論，深入淺出探討生命、死亡與悲傷

相關議題；增進成員對悲傷關懷陪伴相關知識與實務

能力，並解析「閃亮人生 故事繪」課程設計的結構與

內涵，協助社區推廣悲傷關懷教育。報名費為新台幣

八百元，開課前一個月報名或二人同行，得享六百元

優惠。人數限六十名。詳情請email至trolws@gmail.

com或電（02）2239-9892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