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國禱告的殿
——社區敬拜中心

「你們的上帝為什麼一個禮拜休息六天，只上

班一天？」  

曾經有位女士，生命遇到艱難想要求告神時，

她聽說基督教的上帝很不錯，所以找了一間教

會來求告上帝，那天是禮拜一，教會的同工請

她禮拜日再來聚會，於是她著急的問說：「你

們的上帝為什麼一個禮拜休息6天，只上班一

天？」雖然這是個誤會，卻值得我們深思原因

何在。

「可是教會的門平常都是關著的！」

另外，有一位基督徒接到一位慕道朋友的電

話，這位慕道友對基督教很有好感，想去教

會，可是不知道怎麼進去。這位基督徒就告

訴她：「教會都很歡迎人的，妳就直接進去

啊！」這位慕道友卻回答說：「可是教會的門

平常都是關著的，好像沒辦法進去吔？」基督

徒說：「那……禮拜天再去。」慕道朋友問

說：「可是……是不是要有什麼資格才能進去

呢？」

一般人似乎不太容易進到教會

電影有時有這樣的劇情，當一個人失落時，會

走進教堂禱告神，尋求神的幫助，或許因此讓

有些人以為教堂跟廟宇一樣、平時是開放著可

以自由進出來禱告神。可惜許多時候，卻發現

不是如此，而禮拜天的聚會，又會擔心是否需

要具有某種資格才能參加，以致也不太知道如

何進到教會來敬拜神。

是的，可能對基督徒而言，教會是很歡迎非基

督徒的，可是一般非基督徒卻不一定有相同的

感覺，他們可能覺得要進到商店或廟宇會比進

到教會容易許多，這不一定是事實，卻可能是

許多非基督徒真實的感受。

◆張雅謙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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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大眾藉由敬拜渴望找到生命的出路

台灣有許多人是生活在「拜拜」的文化裡，

這樣的族群尋找神的方式是直接進到一個宗

教的殿堂，祈求這些神明；把生活中大小的困

境與挑戰，告訴廟裡的神明，諸如考試升學、

工作事業不順、生病、戀愛、婚姻、親子問題

等。或是路上看到車禍、在家裡打破碗或眼皮

在跳，擔心是凶兆，也會到廟裡拜拜，祈求平

安。

特別遇到生命極大的艱難、找不到出路時，更

可能到處拜，只要聽說哪裡靈，就到哪裡拜、

做各樣的法事，即使花再多的錢，甚至借錢去

拜也願意；因為他們渴望找到生命的出路，渴

望有神明能聽聽他們心中的苦與痛。或者用基

督徒的用語，他們藉由「敬拜」渴望找到生命

的出路，雖然「拜拜」與「敬拜」在本質上有

所不同。

可是這些疾苦的大眾卻不太容易選擇進到教會

(或教堂)來敬拜這位愛他們的耶穌基督，或許

是因為進到廟宇或是找算命的，比進到教會要

容易許多，又或許是教會敬拜的時間安排上對

他們而言不太方便。

天父渴望這些苦難的大眾不受攔阻的來敬拜

祂，並找到生命的出路

在耶穌時代的聖殿，雖然在某些日子、節期有

集體的敬拜，但是平日也有某種程度的開放，

讓人很方便的來到聖殿，作個人的敬拜、禱告

與奉獻。而初代信徒一開始也在平日常常到

聖殿敬拜。如當代中文版的使徒行傳2:46記載

說：「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殿裡敬拜…」

福音書記載主耶穌奮力排除那些攔阻人來敬拜

神的事，並引用舊約聖經強調說，父神的殿必

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可11:17)，天父渴望萬

國萬民不受攔阻的來敬拜祂。

雖然教堂不等同於聖殿，卻也是敬拜的場所。

面對這些苦難的大眾，相信耶穌的心一定渴望

他們更容易的能進到教堂來求告天父，找到生

命的出路，即使是在平日的時候。相信耶穌也

不希望有人誤會祂週休6日，只上班1天。

真實的敬拜彰顯神的同在與大能

因此我們需要營造更多的機會讓人更加容易的

來敬拜神，來接觸並認識基督徒的敬拜。因為

當基督徒有真實的敬拜時，常常彰顯神同在的

大能；許多的見證告訴我們，有些慕道友初到

教會時，雖然信息聽不懂，但是因著敬拜的詩

歌就很受感動，被聖靈觸摸。

君尊的敬拜一書的作者齊克‧尼斯在書中

(123-125頁)提到他曾經在美國賓州的一個山谷

裡服事，有一次好不容易邀請的幾個工人來到

教會聚會，他們卻不太懂英文，齊克牧師有點

擔心。然而當他們全心敬拜時，其中兩位工人

感動流淚，透過翻譯，他們表達說：「我們不

知道你們在唱什麼，但是我們知道神就在這個

地方，我們渴望能夠的認識神」。何等奇妙，

無法明白信息與詩歌，卻在敬拜中彰顯神的同

在，使人渴望認識神。

真實的敬拜轉化屬靈的氛圍

Sounds of the Nations的創辦人Dan 

McCollam牧師，是一位熱愛敬拜也常常在世界

各地帶領人進入真實與深度的敬拜中。有一次

他到斐濟主領特會，因著他常常在所住的旅館

中敬拜，一位清潔人員走進他的房間，竟然感

動到哭了，因為這位清潔人員遠離神已經17年

了，家人用各種方式逼她回教會都沒有用。可

是每天在打掃McCollam牧師的房間時，雖然有

時牧師不在房間，但她覺得神就在那裡，非常

感動。於是請McCollam牧師為她禱告，並且回

轉歸向神。

一個空間可能因為常常有真實的敬拜，以致屬

靈的氛圍轉化了，有神的同在。即使敬拜的人當

時不在，那個空間仍然彰顯出神的同在與榮耀，

甚至當人踏進那個空間，人心就被聖靈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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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在入口處可以有一些引導的標語，例如

「您諸事不順？惡夢連連？壓力過大？憂慮害

怕嗎？歡迎進來，禱告耶穌。祈求心靈平安、

身體健康、婚姻幸福、家庭和樂、人生方向、

事業蒙福。耶穌賜你平安。」當有這樣需要的

慕道友進來時，同工可以為他們禱告服事，也

教導他們如何禱告與敬拜。在他們尚未信主，

或因工作等因素還不能穩定聚會時，也可以在

平日來到教會敬拜禱告神。

相信一個常常有真實敬拜的地方，必能吸引

這些藉由敬拜渴望找到生命出路的人們，相信

當他們踏入這樣的敬拜空間，也要被聖靈來觸

摸。

並非取代原本的敬拜方式

當然，這不是要取代教會原有的敬拜方式，原

有的方式有其重要的屬靈價值。如前所言，傳

統的「拜拜」與基督徒的「敬拜」在本質上有

所不同，「拜拜」的文化屬於個人敬拜，看重

所祈求的有沒有應驗，但是在信

仰的教導上比較缺乏。

然而基督徒的敬拜，雖然也看

重藉著禱告經歷神的作為，但是

同時仍然強調真理的教導，並且

看重集體的敬拜與團契的生活。

因為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並且互

為肢體。所以這不是要取代原有

的敬拜，對基督徒而言是增進平

日的「敬拜祭壇」，對慕道友而

言，是一個「福音預工」，讓福

音朋友藉著所熟悉的「時間方便

性」及「個人敬拜」來經歷這位

愛我們的天父。然而最終，我們

還是需要帶領人參與教會集體的

敬拜，鼓勵人進到小組的團契生活，並且委身

於教會的服事。

結語

如此的拋磚引玉，是希望藉由大家的集思廣

益，使這樣的想法越加成熟，盼望有朝一日，

這些生活在拜拜文化下的族群，遇見生命的艱

難時，他們能更加容易與方便的走進教會，來

尋求敬拜這位愛他們的天父。

教會--社區敬拜中心的可行性

廟宇由於其時間的方便性，讓人可以容易的去

親近這些偶像。他們天天開放、時間很長，不

是一週的某個特定的時段；而且拜拜時間的長

短隨著個人的需要而定，5分鐘、10分鐘或1個

小時沒有一定，很自由，因此一般人一有需要

就很容易進到廟宇去祈求，以致於廟宇就像是

一個社區的敬拜中心。

然而，教會更應該成為社區的敬拜中心。筆者

不敢說已經有很成熟的解決方案，只是想先拋

磚引玉，大家集思廣益。假如教會可以有這樣

的事工，例如在平日有開放個人敬拜的時段與

場所，開放的時段雖然越長越能夠讓更多的人

進來禱告，但是如果守殿的同工不足，則可選

擇較多人潮經過的時段開放。

地點場所最好是在有人潮經過的地方，像是1

樓，或商店、商場附近，或是社區常有人經過

的地方；最好也是稍微開放式的空間，而非隱

閉式的空間，讓外人較有安全

感。

地方不一定要很大，裡面的擺

設在某些部份要有一些敬拜氛圍

的設計，並且能夠吸引人進來。

敬拜的方式不一定要用節目式的

敬拜程序，可以自動播放敬拜的

詩歌或音樂，加上用PPT自動播

放耶穌事蹟的圖像與經文，作為

敬拜的引導，讓人可以自由的來

敬拜與禱告。

如此，一方面除了守殿的同工

可以敬拜讀經禱告外，讓基督徒

平日也可以自由的進出敬拜，

為國家、教會、家庭或為個人的

需要禱告。甚或是中午休息時間，或下班回家

前，想進來敬拜一下都可以。讓忙碌生活的基

督徒，可以有個地方與主親近片時，又或者基

督徒平日也可以帶著有需要的慕道朋友進到教

會來禱告。相信這樣的場所，因著常常有敬拜

與禱告，必然彰顯神同在的大能。

另一方面可以讓經過的路人或尋找生命出路的

非基督徒，在平日也能有機會來禱告尋求神，

找到生命的倚靠。而門面最好是透明玻璃，或

稍微開放式的空間，讓外人可以看到裡面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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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牧師是被呼召來牧養城市，而非只是牧養某個

堂會：這裡面有二重意義：

（1）城市中的每個牧師都有對整個城市進行

「綑綁」和「釋放」的權柄，並且需要牧師們聯結

合一在一起，才能把這權柄完全發揮出來，破除轄

制這城市的黑暗權勢，使城市轉化。

（2）每個牧師透過他所牧養的堂會和別的堂會

的資源整合在一起，一起牧養這個城市。

9.改變城市的屬靈空氣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屬靈空氣的改變主要是透過：

（1）大量認領街道的行走禱告。

（2）大量的祭壇禱告（家庭祭壇、職場祭壇、

認領街道的小組禱告祭壇...）。

（3）在關鍵地點的屬靈突破禱告。

（三）即將出現的典範轉移

10.代禱不只是一種屬靈恩賜，而是每個基督徒

都該做的服事：90年代初上帝明顯在普世教會中澆

灌下代禱的恩膏，許多禱告將領出現。代禱者（有

恩膏的權柄）和牧者（有地位的權柄）同心的爭戰

帶來教會的突破（雖然魔鬼常製造他們之間的猜

疑、不信和對立），有時也帶來地區屬靈氣氛的某

種程度的改變。但整體來看，若要城市有明顯轉

化，單單只有代禱者（通常佔會友5%）起來爭戰是

不夠的，必須每個弟兄姊妹都投入代禱爭戰，才能

帶來地區的轉化。

11.所有基督徒都要準備好面對殉道：啟十二章

11說：「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

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彼前四章1節

說：「當以受苦的心志為兵器。」城市轉化在本質

上是場「屬靈爭戰」，而屬靈爭戰得勝的關鍵在於

是否能「順服上帝至於死，也不愛惜生命。」，亦

即要有「肯殉道」的心志。

12.以弗所四章11-12節的五重職事需要恢復：但

這裡指的不是個別堂會的「五重職事」，而是眾堂

會共同組成的「城市教會」等級的「五重職事」，

由他們來帶領眾教會來帶動城市轉化。

13.愛罪人是愛上帝必然該有的表現：如果有人

花很多時間親近神覺得這是愛上帝，卻不愛上帝所

愛的罪人，不想用心去傳福音，去完成上帝託付的

大使命，這種「愛上帝」很可能是有問題的。

（四）未來的典範轉移

14.莊稼熟透，而且極多：根據以賽亞書五十三

章12節：「他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台灣和中國

應有50%基督徒，或者至少也應有30%基督徒，所以

要收的莊稼多，而且很多都已經熟透了。

15.主再來是完成大使命的動力：這有幾方面意

義：

（1）時間不多，快傳福音（2）追求聖潔，丟掉

一切纏累（3）天使會大量顯現，幫助基督徒完成

大使命。

16.不再有聖職人員和信徒的分隔：「信徒皆是

君尊的祭司」（彼前二9）。這真理會被真實地實

踐。因現代科技的運用，任何有心事奉主的基督徒

都可以很方便、迅速、便宜地得著各種所需的裝備

和造就，並在現有「宗教體制」的掌控外找到服事

的空間來推展神的國。如果要城市轉化，就需要每

個基督徒都被動員起來。

17.耶和華的靈要澆灌凡有血氣的，使許多人得

救（徒二17-21）：華人基督徒要更迫切地禱告求

主使「珥二章28-29節」的預言成就，使更多華人

能更快得救。

回顧史福索牧師在2000年提出的這17項信仰觀念

的「典範轉移」，有些在台灣教會已逐漸成為共

識，有些方面還被「傳統」限制，還沒有進入，所

以台灣要邁入「轉化」還有很多努力空間。

三、結語：

史福索牧師歸納出，現今全世界數百個轉化成功

個案的關鍵因素、真理原則和實行要訣，實在是台

灣教會要努力促成國家轉化時很好的參考。但願台

灣的教會能因應現今上帝在全世界興起的「轉化」

浪潮，照著真理原則而回應投入，使上帝的國降臨

這地上，上帝的旨意行在這地如同行在天上！

(承上期.....) ◆朱柬 老師

城市轉化策略史福索牧師 (下)的

教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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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育英

在自己教書生涯已達成熟穩定、駕輕就熟的階

段，選擇離開熟悉的校園，提早退休，進入

靈糧神學院牧靈諮商科任教，其實並非一個容易做

的決定。

回首過去5年，一方面已實際投身於牧靈諮商科

的服事當中、經過草創時期的篳路藍縷，以及後續

為了回應牧者同工們的需要，持續參與每個月一次

的科務委員會議；透過眾人不斷的禱告、尋求與討

論，調整科裏課程的內涵與方向，期能更符合神國

度工人的需要，更整全地服事這個世代。

而在這5年當中，自己的心也因著不斷看到教會

牧養關懷者的需要，以及心理諮商、屬靈操練與內

在醫治三者整合的重要性，而開始尋求神的心意

與環境的驗證；是否要加入靈糧神學院成為專任教

師？這會是神對我的呼召與命定嗎?這樣做，是真

的將自己有限的生命擺在正確的位置上嗎?是真的

更有意義的人生嗎?這些問題在過去的3、4年間，

想不通時，或是神無清楚回應時，就先暫時擱置；

而當再次面對謝師母的邀請加入靈神團隊時，內心

的掙扎與衡量，就又開始出現。就在這樣想要全然

擺上，又害怕改變的矛盾心境中，神開始逐步調整

我的心思意念與價值觀。而今，我可以很篤定的

說，這些問題的答案皆為「是的!」。

下面就從四方面說明為何我的答案皆為「是

的!」。

首先，因著神的愛，讓我有能力去愛人，心中常

常渴望能「醫好傷心的人」，幫助人達到以賽亞

書六十一1的境界─「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

牢」。這是為何從大學畢業後，我就選擇以諮商輔

導為自己的生命志趣與生涯發展的主因，而投身於

牧靈諮商碩士科，神讓我清楚地知道，我可以更多

的發揮自己的所學，將來透過學生們能夠幫助更多

的人不再被囚，在基督裏得到真正的平安與自由。

其次，在一次靈修默想營中，神透過約翰福音廿

一：1-13，耶穌復活後，在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

現，不但教導他們將網撒向船的右邊，因而漁獲

極豐；甚至還在岸邊為門徒生了炭火，烤好了魚

和餅，等著給他們吃；這使我挪去了心中面對新

工作存有的二個擔憂。一是害怕若是自己無法承

擔重責大任，連自己的標準都達不到的話，該如

何是好？然而神說祂會教我方法(就如同教導門徒

將網撒向船的右邊)，另一則是擔憂經濟收入的改

變，神卻說祂會供應我的所需(就如同為門徒準備

了魚、餅，還有溫暖的炭火)。

另外，在一次默觀大自然的屬靈操練中，神透

過我眼前一幅極為調和寧謐的畫面，告訴我在這

景色中，斑駁的老樹、吐蕊待結果的芒果樹、不

知名的翠綠枝枒以及歪斜的步道，缺一不可地組

成了我眼前的寧謐與祥和。所以在神的國度裏，

每一個同工都各有其特色，良好的配搭就會建構

出屬天國度的合一與美景，我不要輕看自己，也

不用羨慕他人；在神的眼光中，每一位同工都是

重要的。為何神要提醒我這些呢？因為神知道我

覺得自己並未唸過神學院，但是卻要進入神學院

教書，多少會有些遲疑與膽怯。

伍育英老師介紹

最後，家人的支持最為重要。感謝天父，先生

和二個孩子都極為愛主，他們都支持我擺上的決

定。尤其先生不但自己多年因著喜愛孩子，而不

間斷地在兒牧服事，更對我在教會諮商輔導方面

的服事給予全力的支持，我相信神也透過先生讓

我確認祂喜悅我的決定。

／牧靈諮商科專任老師

特別介紹



學院要聞

2015靈神第二十二屆畢業差派典禮

＊時間：6/21(日) 晚上7:00

＊地點：靈糧山莊 大堂

今年共有38位畢業、結業生！

●畢業生：道學碩士科6位

          聖工碩士科7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11位

          神學學士科7位

●結業生：準師母7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於6/6(六)口試；神學本科於6/13(六)舉行招生

考試；上午筆試、下午口試，六月底前放榜寄發成績，8/31-

9/4新生訓練。

【招生】

本校於七月中搬遷新院，十月將舉行25周年校慶暨新院感恩禮拜，

歡迎校友及靈神之友們撥冗光臨、同頌主恩！

＊時間：2015.10.25(日) 18:30 新院參觀、19:00典禮正式開始

＊新院：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7號4樓(捷運大坪林站1號出口)

【校慶暨新院感恩禮拜】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23623022 Ext 7404,7408,7409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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