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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工作的新亮點：宣教碩士科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專任教師

巴拿巴宣教學院 教務長

◆ 黃齊蕙  牧師

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時刻，神都

有祂特定的工作，而每一波的復興浪潮

也都有神的新亮點。2018年，是一個相當關

鍵的時刻，一方面剛好是以色列復國70年；

而神的關鍵時刻，常常是以猶太曆時間去計

算。我們也看到了所敬愛的20世紀佈道家葛

培理（葛理翰），剛被主接去，享年99歲。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世代轉換、世代傳承的

時刻。而我們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在成立27

年之後（自1990年到現在），即將邁入第28

個年頭，將於今年的9月成立宣教碩士科，

我們深深感受到，這是神在這個時代、這個

趨勢的新亮點，我們為此歡喜快樂！今天要

一同來看看神興起一個工作的三個要素，並

且介紹宣教碩士科。

 神工作的方式通常有三個重要的元素：

第一個是等候中的應許、第二個是時刻的滿

足、第三個是在時刻滿足的時候要有所相應

的行動。

 等候中的應許：第一個例子，我們看到摩

西。摩西出生的時候，法老王下令把以色列

人所生的男嬰都殺了（出一22）。然而，摩

西可以存活是因為他的身上帶著一個應許的

命定，在等待這應許成就的時刻，摩西成了

法老的義子，在法老的皇宫學得當時可以說

是天下頂尖的學術、知識、見聞與氣質。而

這也成為摩西日後做為一位埃及王子的的重

要預備。

 時刻的滿足：然而，到了時候滿足的時

刻，耶和華神在荊棘火焰與摩西相遇。「又

說我是你父親的上帝，是亞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出三6，這是

神所定的時刻，要藉著摩西拯救以色列百

姓。因此，我們可以學到這個寶貴的功課：

當時候滿足，神的工就要開始或是完成。但

倘若神的時候尚未來到，就仍然必須等候，

否則無論再怎麼做，事情也無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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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應的行動：當摩西終於與神相遇之後，

並沒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上帝馬上

就對摩西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實在看見了，他們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在出三7、三10說到神看見了以色列百姓的

困苦，因此打發摩西去見法老並藉此將以色

列人從埃及領出來。我們看到，摩西必須付

上相應的行動回應神所要做的工。

 所以，我們看到上帝工作的原則，就是

在等候中有一個應許，即便神所用的人在

當時並不知道，然而當時候滿足的時候，上

帝的計劃就顯明，上帝的計劃就開始。不但

如此，神還要求所揀選的人做出相對應的回

應。

 另外一個例子是耶穌的門徒們。他們即

使跟著耶穌三年多的時間，仍然是非常軟弱

的。特別在約翰福音中，我們看到彼得在耶

穌復活之前又回去打漁，以致於耶穌復活之

後問彼得說：「你愛我嗎？」

 等候中的應許：在徒一14提到，當耶穌

與門徒們聚集時，囑咐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

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所以，我們看見耶

穌要門徒們等，而在這個等候裡面是有應許

的，等什麼呢？等候父所應許的，也就是領

受聖靈，並受聖靈的洗。

 時刻的滿足：我們知道在使徒行傳第二

章五旬節到了，當時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如

經上所記：「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

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

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使二2-4。當＂時

候滿足＂之時，神所應許的就成就了。許多

時候，所應許的雖等候多時，卻是突然以及

瞬間臨到的。時候滿足，五旬節聖靈降臨，

從此以後門徒們就變成使徒。特別是彼得，

從再回去打漁的彼得變成鏗鏘有力的使徒。

他的改變是戲劇性的，是與被聖靈充滿之前

大大不同的。在這個例子，我們看見神作工

的第二個元素—當時候滿足的時候神所應許

的至終成就了。然而，主耶穌並沒有叫門徒

之後就休息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服事。沒

有，門徒們成為使徒之後，他們就立刻、不

斷的傳福音，並且以神的能力來見證福音的

大能。 

 相應的行動：彼得說：「金銀我都沒

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

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三6；使徒

們以行動回應了神的應許、並付上實際的行

動，使神的應許、神做工的時刻、神應許之

工完全成就。「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一8。

宣教碩士科的成立

 宣教碩士科的成立，也讓我們看見了這

三個重要的元素，並且＂宣教＂這個主題也

將是神在全球華人中工作的新亮點。  

 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出去，正如上述徒一8

所應許的。福音教化了當時歐洲的蠻族，轉

化了歐洲大陸，更使歐洲因著基督信仰的深

入，達到人文藝術的高峰。到了十九、二十

世紀，西方宣教士前仆後繼地來到亞洲，

來到中國、香港、台灣。可以說是宣教的大

時代。到了如今二十一世紀，整個世界舞台

由西方世界轉向了東方。全球華人無論在人

力、物力、財力、資源、知識、連結方面都

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層次。我們清楚地看見這

是神心意滿足的時刻、時候滿足了！

 因此，我們應當以積極的行動回應神的

計畫與應許。靈神宣教碩士科的成立，正是

以行動回應神對全球華人的應許、對神國度

的祝福，並且與神在這個時代作工的新亮點

一起同工。

宣教碩士科的基本架構與信念有三方面：

（一）以聖經為根基。

（二）以國度文化為眼界。

（三）以策略為智慧，培養在這世代以宣 
        教與神同行的時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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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聖經為根基

 宣教者最重要的裝備之一，就是要有穩固

的神的話語為根基，使得我們所傳的道，領

的人乃是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而與神的話

語有關的能力又可分為三個應用層面：  

（１）基要真理的堅立：跨文化宣教因著直

接面對異文化與其他宗教的衝擊，因

此更需要在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上下

工夫。特別有許多重要的基本真理，

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早已知道了，因此

沒有多下功夫。直到面對其他信仰中

似是而非的論述，才發現原來我們在

基要真理的根基上是脆弱的。因此，

我們必須特別在神的話語上有暢通穩

固的基礎。

（２）正確解經的實力：正確的解經會使我

們站立得穩。對於聖經真正所說的與

沒有說的，都有清楚的認識。

（３）基本護教/辯證的能力：我們的目的

並非強辯，也不是要將對方駁倒，乃

是盼望將我們所信的，以清晰並且可

被信服的方式呈現出來。

二、以國度文化為眼界

 這是一個國度的世代，我們深信教會已進

入了國度時刻；而教會的連結更形成了神的

國度網絡，神的國度也以教會為根基。在這

樣的一個時代裡，我們所培養的宣教工人不

但應該深刻了解本國的文化，更要有國度文

化的概念，並對所呼召的地區有所認識。我

們是以＂國度文化＂的高度為我們栽培宣教

工人的眼界；他必需以神的國度為心志與胸

懷，就如同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說，「天國

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期願

我們所栽培出的工人，得以將基督的文化帶

到所呼召的地區與文化當中，使福音的真光

照耀大地。 

三、以策略為智慧

 現今是一個講求策略的世代，因此我們對

於現代的宣教事業，也必須以策略為智慧。

一方面使福音有效而快速地廣傳，另一方

面，也使教會、機構及宣教士有更平衡與健

全的溝通。

 不僅如此，智慧性的策略，特別是針對

一般福音無法進入的國家與創啟地區，是

福音是否能被聽聞的關鍵。例如：『專業宣

教』、『營商宣教』將是未來最有果效，也

是最「安全」的的平台與保護。

 另外，『福音』與『福利』的雙福策略亦

是當今與往後非常重要的策略。醫療服務、

社區發展、社區衛生、企業管理培訓、畜牧

技術協助、學生助學計畫等等，都為福音預

工搭了美好的橋樑。「我們傳揚他，是用

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一

28）。

 因此，我們若運用有效的策略，就可以達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需要以策

略為智慧，在這個世代來做神的工。

 當然，在一切策略之上的是宣教工人的品

格與生命的見證，這是最重要的＂策略＂。

就如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的勉勵，恩賜雖

多，但最大的是愛。策略雖然必要，但品格

與見證才是超越一切而且存到永遠的。

 結語：感謝神，經過二十多年的等候，

如今時候滿足了。2018年靈神以成立『宣教

碩士科』的實際行動搭上這機會的風，也回

應了神對全球華人的託付。求神在未來的時

日，賜下全備的師資、渴慕的學生、各樣的

資源與連結，讓有心以宣教為職志與呼召的

弟兄姊妹，能夠得著裝備為主所用，成為榮

耀的器皿。在這黑暗的世代。為光做見證！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

光作見證。

那 光 是 真

光，照亮一

切生在世上

的人。」約

一7-9。

宣教碩士科課程特色：
培養這世代
以聖經為根基
以國度文化為眼界
以策略為智慧
與神同行的時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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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

我在牧靈--打開我恩典治癒的眼目 

進深的委身與榮幸

雅1:4『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

你。』 

 因著神的吸引，我走進靈糧神學院『牧靈

諮商』尊主愛人的門內，鑽入被師長牧者同

儕毫無保留的愛裡，被環抱與接納。神的臨

在彼時此刻變得十分真實。

專業的融合與超越理論

 在牧靈課堂，我有幸親炙每一位術業攻專

敬虔的師長，學承諮商理論、內在醫治、屬

靈操練、基礎神學，透過閱讀、討論分享、

實作、督導整合所學；各家理論形成了袋中

工具，老師們旁徵博引結構整全的案例；個

人或團隊報告的鍛鍊，褪去助人者的生澀；

而聖靈的隨行，使我在在蒙引路。從初接案

的戰兢，謹慎於基礎理論、實習、研討、參

與工作坊、靈修默想營的學習，在人我的需

要中，神的拯救與大能，以祂超越性的愛與

指導，成就醫治整全的事工。

檢視負傷與勇敢承擔

 於此我學會正確凝視新舊傷痕，在不同

的醫治課程、屬靈操練，安全地揭露自己並

邀請耶穌的同在，使昔在今在永在神的神性

與神能，成為矯正和纏裹。繪出永恆國度健

康的自我圖像，分辨〝承擔責任〞和〝交託

於主〞不同又同時的時刻，隨而可以奮力奔

跑，也可以安然等候。

眼光

 在傷痕中遇見耶穌，或感受祂衣衫襤褸，

或碰觸祂溫手慈目，或受祂褓抱安慰，或與

祂一同哀傷流淚，或聽祂低語同理，甚或神

我默然無言；神兒子卻藉此奇妙相遇，使我

與祂深深相連。倏忽我看見祂所看見，我向

來漠視的；聽見祂所聽見，我輕易忽略的；

感受祂所感受，是我未曾體會的。我在已然

開展的永恆中，試著跟上祂所想做的。奇異

地，祂不知何時竟已將祂的眼光，漸漸轉化

成為我的。

甦醒與移動

 突然桎梏脫落，我釐清痛苦、憂傷、疑

惑、軟弱的涵容;『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

的死亡』（林後1:10），主與我們既獨特又

共同的傷痕，的確足以成為得勝與恩典的記

號。我靈裡慢慢清明理解永恆生命的方向與

路徑，腳步多些輕盈、心中的愛火持續燒

著，感受著基督寶血的溫度，便再無顧忌地

踏上主所預備的道路。轉頭看見神選民往新

耶路撒冷行走，卻停滯不前自以為無足輕重

的路人甲乙，正大有機會經歷我所經歷的破

繭而出。

典範轉移

 因此我建立了細目清楚的得救得力與醫

治更新的履歷，成為我招攬同奔天路的說項

工具。我如今自在蒙愛，可以善愛神、人與

己，明白且承擔耶穌吩咐的大使命，載欣載

奔在助人的行伍中。祂如此呼召並醫治我成

為健康，促我繼起這份榮耀的聖工。領人到

耶穌跟前、邀請耶穌觸摸傷痕、聖靈與我見

證醫治的經歷與奇蹟、看見更新恢復和使命

的傳遞，然後滿足於三一神的滿足。

信託於祂

 於是，我安身立命於主的命令裡。向祂

與人滿有感謝與盼望，知道祂如何救我，

也必作在祂交託於我的人的生命中。相伴

經歷神，且隨時安穩在基督穩固磐石上。

C.S.Lewis:『人類的愛之所以夠資格算做是

愛，乃因人類的愛與神的愛相似。』我無法

完全複製祂神聖的愛，

卻有幸親身經歷祂質

樸又無比輝煌的愛，

在學習的過程中，被

豐滿被鍛鍊被使用，

希冀類化祂愛的形式

與實質。是以，我知

道，我是祂的孩子。

我以祂為榮，祂算我

為義。願頌讚歸予神!

◆  張嘉純／牧靈101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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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校友退修會感想

張淑娃／靈神２１屆畢業生

 在退修會中的每次敬拜，我都很深受感流

淚，彷彿回到當年在神學院中一樣，我們可

以恢復到起初被呼召的熱情中。當一群傳道

人像家人一樣口唱心合唱詩敬拜時，我的全

人就已經很深的被恢

復了。對我而言，神

學院的退修會遠遠超

過只是進廠維修，事

實上我感覺是回到我

所屬的神國聯軍之靈

神總部再次聚焦，與

我所屬的作戰之家一

起年度整軍再出發。

 在服事禾場事奉一些時日之後，我很感恩

學院的老師們持續願意當我們的屬靈父母；

老師們的訓誨和愛及扶持，使我們可以在很

安全的氛圍中，說出自己在現在事奉駐點的

開展、困難、得勝、失敗。我覺得，這是我

讀靈神最大的祝福，就是有一個我可以完全

信任並且有默契的家人；在這裡，學長姐、

學弟妹總是不藏私將最寶貴的事奉經驗及資

源慷慨的分享出來，瞬間就使自己的事奉智

慧和力量大大加增。

 這是一個龐大的神國軍隊，也是一個溫暖

的家。今年我回到此領受要再轉彎拐點使自

己的事奉upgrade，也要進到更美之境，突

破重圍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鄭定煇／靈神１７屆畢業生

 隨著隱形退修的灰白天空，大地也在迷濛

中喘息。然而，神友的匯集，在回鍋神學、

神操、啟示代禱與注入新造的連結中重生。

 就在離開的當天，晨光乍現，傾倒大地

如信息─「門敞開的時刻」；是催逼也是應

許，是跨越也是突破，進入嶄新的機會。那

晨光傾倒亦如退修會期間師長們傾心的熱情

餵養、纏裹整復、教戰賦予…更生了我們，

使歷經大小戰役的學長姊、學弟妹，頓時如

箭袋充滿的戰士，可以邁開步伐。聽，那追

趕仇敵千千的歡呼，那殺敗仇敵萬萬的頌

讚，要再次揚聲，與主對齊、邁向榮耀。

 感謝同學們的代禱，讓我不可能成為可

能的參與。盡微薄之力，是旁觀者的迷，

又是當局者的清，在掌鏡中

我迷戀著靈神，又在恩典中

清楚看見，我們同在主裡的

脈動，深感敬畏，將榮耀歸

給神！誠摯感謝敬愛的師長

及籌備同工團隊，在主裡炙

熱的愛心。願靈神畢業，擁

抱產業；天門敞開，火力全

開，跨越更美之境！

 楊月芬／靈神２２屆畢業生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校友退修會。原本從馬

來西亞回來，只是想見見所思念的師長們，

但在參加了退修會之後，得著很多，不只可

以與老師們會面，也能與校友們聯繫。

 在老師們的教導中，我可以比較清楚自己

現在的處境，知道自己的優勢及弱點；“贏

在拐彎處”這一句活，給我很大的啟示，也

衝擊了我的思想；使我知道該如何突破現有

的瓶頸，感覺看到了希望！戶外靈修默想

時，感覺到神透過早上老師的教導來對我說

活，在大自然中慢慢的思考所聽到的教導，

越想越喜樂。我雖看到自己的短處及不足，

但卻不覺懼怕及頹喪。我的心深深的被神的

愛觸摸，被祂的愛充滿，因著神的愛，使我

可帶著平安的心向神求說：“神啊，我要眼

力，我要看得見，我要屬靈的洞察力”神也

透過院長的禱告，使我感覺到祂回應我的呼

求，神是何其信實！

 這次退修會使我整個人重新得力、充滿喜

樂，感覺有力量再繼續走下去。也突然間開

竅了，彷彿看到、也開始知道如何帶領教會

跨進神所賜“豐收的一年”。感謝師長們對

我們的愛及籌備團隊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

2018/01/28~30近百位校友，橫跨三大洲、縱跨十幾屆，從各宣教工場及台灣牧會的各地，齊

聚嘉義明仁湖飯店，有了豐盛的身心靈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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