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院訊 2016.09.25

第  三  期

  本期專文

感
謝主，去年2015年適逢福音入台150年，

也是內地會創立150年。而美國最大的青

年宣教運動Urbana亦在2015年底舉行，將近有

二萬學生參加，場面非常感人且觸動人心。今

年2016又有三年一度的青宣，及五年一度的華

福大會在台北召開。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神對華人以

及普世的宣教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間點，也

是關鍵的時刻。在Urbana2015中講員Evelyne  
Reisacher講到一個傳福音、宣教的重要原則，

特別是對福音未得之民或是對基督信仰尚未

接納的地區；也就是如何藉著Welcome（歡

迎）、Wisdom（智慧）、Wonder（權能）來

搭起這福音的和平之橋。

讓我們就從Welcome（歡迎）、Wisdom（智

慧）、Wonder（權能）三方面來看這和平的

福音如何在現今的文化與處境之中成為進入人

心靈的橋。

一、Welcome（歡迎）

隨著全球聯繫不斷增強與頻繁化，人類許多

的生活範疇開始建立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進

而帶動了全球意識的崛起，以及國與國、地區

與地區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的互惠互利，

並將世界和全球壓縮為一個整體。加上交通的

便利，旅遊與貿易的開展，網路資訊的無遠弗

屆，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要，以及各種族之

間的交流影響更是前所未有；因此，福音使者

如何在緊密與多樣化的關係中被接納與歡迎，

進而與當地百姓建立真實而深刻的友誼，使得

福音預工得以順利開展、福音信息得以進入人

心，實為重要的關鍵。

聖經中提及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

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因著美德與善行而

被人與神喜悅是何等的美好。當人們真正地接

納與認同之時，機會的門、人際關係的線、社

區的網，就會向福音使者敞開。甚至因而信主

◆黃齊蕙 老師

Welcom, Wisdom, Wonder
 ─搭起福音的和平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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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isdom（智慧）

第二點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智慧面對不

同的文化情境、多元的文化、似是而非的各式理

論以及目前多變的全球局勢。有時並非是單純的

對與錯問題，乃是需要智慧來判斷。甚至許多臨

場的調動（在什麼時機點做什麼服事），當機立

斷的決定（在安全的顧慮下，我們是否仍照計畫

前去，前行），我們都需要聖靈給智慧來引導。

而有智慧的策略以及聰穎的人格特質，也是現

代傳福音、跨文化宣教必須具備的特質之一。以

聰穎的人格特質來說，基本上傳福音者4Q的培

養及訓練極為重要:EQ（情緒商數）、AQ（挫

折容忍度商數）、MQ（品格商數）、IQ（智力

商數）。這四個面向，每一個都直接、間接影響

傳福音者是否能夠適應當地的人文風情，可否能

健康自在地生活在那地，能否與當地人建立美好

的關係，願否忍受一切的不易與壓力。並且，經

過一定長度的時間深根與埋藏在當地，以致終能

贏得居民的接納與肯定，服事得以建立。許多時

候，最不容易的是承受各樣的壓力與挫折孤單與

無助，宣教士的折損與流失是最可惜的虧損。因

此，聰穎的人格特質實為遴選、關顧傳福音者及

宣教士的重要課題。

智慧性的策略，亦是重要的關鍵。職場是未來

宣教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宣教人力來源。特別是許

多一般福音無法進入的國家與創啟地區，『專業

宣教』將是最有果效，也是最「安全」的平台與

保護。職場弟兄姊妹成為隨走隨傳的”活動宣教

士”（mobile missionary），可以透過開設分公

司，建立宣教基地的『營商宣教』模式，或如同

『MSI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宗旨就是呼召基督

徒專業人士以專業事奉，透過長期或短期的事奉

配搭，或是醫療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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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一方面以專業服務與生活見證來彰顯上帝

的愛，為神贏得各行各業；另一方面也實質地來

促進當地人民的全人健康與生活品質。而擁有這

般心志的職場人士，將是未來寶貴並且大有潛力

的宣教人才。

當然，智慧最精湛的表彰在於如何搭建福音的

橋樑，又不妥協福音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們如

何能被當地人們所接納、歡迎，而對我們所傳福

的人，也會在當地逐漸受到眾人的喜愛，如同

使徒行傳2:46-47所言：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

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歡喜、誠實的心

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倘若我們能夠持之以恆，不

求回報並長久地將愛心澆灌那地，相信至終因

著神的恩典，能使當地的關鍵人物（Key person, 
Gatekeeper）對福音有正面積極的認識。

許多海外宣教的社區以及慈善事工，正是這類

打開歡迎接納之門的福音預工。而最近兩三年，

在華人的海外宣教中，社區及慈善事工策略，也

越來越被採用。幫助海外貧困社區，從教育、醫

療公衛、經濟等層面做社區轉化。甚至在台灣的

偏鄉、弱勢團體、社區慈善或是地區的重建與新

生，都成為教會、福音機構、福音使者最被歡迎

且有美好見證的平台。例如：台灣愛鄰社區服務

協會每年到肯亞貧民窟進行醫療服務，在當地舉

辦兒童夏令營、開辦公共衛生講座等；世界展

望會在莫三比克及其他許多地區的兒童資助計劃

（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與約旦河西

岸等）都有長遠而美好的果效，更是被當地居民

所歡迎與感謝，並且給孩子帶來生命的新希望!

不僅如此，對於我們所居住的本地家園不同背

景，甚至信仰不同的人，也要學習積極地接納。

正如同主耶穌愛世人一樣。因為每一位都是主所

寶貴的，每一位也都是我們付出愛的對象。

近年來許多的新住民、外勞朋友在我們台灣各

處成為新興的福音禾場。每逢周末或連續假期，

在台北車站都可以看見許多外勞朋友們聚集，

他們離開自己的家鄉來到台灣工作，他們的社交

需要與靈性的需求成為傳福音關顧的重點。這正

是”家門口的機會”，也是神所賜的寶貴機會─

讓他們在台灣信耶穌並在主裡成長，當他們回國

時，就能夠在本族本鄉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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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太

9:35）

筆者過去在中東的這些年間，深有體會權能

服事是何等的必要。福音預工，能建立友誼，

社區慈善，能嘉惠百姓；但唯有權能的彰顯能

使人俯伏認識真神。沒有任何的慈惠或社區工

作，能夠取代神蹟奇事所帶給人身心靈的震撼

與信心。不但如此，在許多的情境中，因著一

個人經歷了神蹟，使得全村或整個社區的人都

來信耶穌。這樣的倍增與果效，是權能事奉所

結的美好果子。

權能事奉在面對屬靈爭戰時，更是格外的關

鍵。當福音的使者在未得之地，若是有一些黑

暗的權勢或是靈裡的對峙，就必須以聖靈的

能力來突破與得勝。因此運行在聖靈中的權能

服事，應是每位傳福音與宣教者必要具備的訓

練。以至於被差派出去的工人，都能憑著聖靈

的大能運行，就如同主耶穌所說的:『我實實

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

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

去』。（約14:12） 求神恢復我們對神蹟奇事的

信心，並且賜下懇切尋求的心，好叫人因著耶

穌之名的神蹟奇事歸榮耀給神。

結語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

下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

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弗2:16-17）我們相信並祈求在台灣宣教滿

了一百五十年的時刻，並眾教會開始一同往傳

福音、宣教的路上邁進之時，求神恩待我們，

藉著Welcome（歡迎）、Wisdom（智慧）、

Wonder（權能）搭起福音的和平之橋。使許多

有國度觀、充滿異象及熱誠、受過完整宣教裝

備、擁有跨文化思維並勇敢前行的青年人，投

身在福音未得之民或對基督信仰尚未接納的地

區；乘著現代宣教的契機，效法宣教先鋒的佳

美腳蹤，向下紮根、向上結果。使福音能快速

地傳到世界各角落，使耶穌基督的名得榮耀。

音的基要真理又能堅定而不妥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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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因此，無論是策略或是人格特質，我們都何等

需要智慧,。求神恩待我們，賜我們諸般的巧妙

與順從，讓我們可以藉著祂的引導與方式來完成

祂自己的美意.。

三、Wonder（權能）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1:16） 在福音未得之民的地區，要使人心歸向

基督，心理相信、口裡承認耶穌是生命的主，聖

靈能力的彰顯並藉著神蹟奇事顯明福音的大能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當這些地區的人們親眼見證了

耶穌之名有能力，並且看見所成就的事，人們的

心就會回轉過來，願意並渴慕認識福音。

反觀今天我們看到許多基督教信仰的地區，信

主的人數不斷下降，教會衰弱無力，其中有一個

令人惋惜的原因，就是看不見福音的大能；保羅

在羅馬書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使徒行傳以

及四福音書裡面，我們也看見神蹟永遠是不可缺

少的元素。馬太福音九章清楚地講到，耶穌走遍

各城各鄉教訓人、醫治各樣的病症。我們看見在

主耶穌的服事裡面，醫病、趕鬼是非常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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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中慧 /牧靈諮商科校友
      學園傳道會婦女事工

我在讀牧靈諮商科前，一直在學園傳道會的

婦女事工服事。幫助婦女認識自己在基督

裡的價值，以家庭為優先，關懷教導其他的婦

女，凝聚相同的信念，以行動完成大使命。除

了帶領婦女門徒團體、輔導一些丈夫有外遇的

婦女面對婚姻風暴之外，我也是「馨香女人」

網站和出版小冊子的主編。因為認識到自己在

諮商輔導方面裝備不足，而進入牧靈諮商科就

讀，成為「黃埔一期」的學生。

　感謝神預備一條寬闊豐盛的道路，因為牧

靈諮商科三股繩子的理念，是在聖經基礎下結

合諮商技巧、內在醫治和

屬靈操練，幫助這世代

教會、社區和災區的需

要。這科系雖然不是訓

練專業心理諮商師，但

我覺得瞞能運用所學去

發揮影響力。

　在靈神牧靈的訓練

養成我聆聽的能力。不

僅聆聽人內在深處的感

受、需求、渴望，更是

聆聽上帝的心意。使我在

會談上，藉著從聖靈而來的洞察力，觸摸到對

方的內心，帶來醫治和恢復的力量。我也嘗試

每次協談前帶案主一起做放鬆呼吸和聖言心禱

聆聽神的操練。有一位配偶有外遇前來協談的

姊妹回應:「每次協談前的安靜，在神裡面的

預備心和屬靈的呼吸、靈修默想經文時聖靈的

啟示和感動，使我真實體會到神是我的幫助，

神是最了解我的神，也在協談過程中想起許多

婚姻中遺忘的事件，而重新有檢視的機會。」

我也在服事的機構開設「友誼式輔導」的訓練

課程，幫助一般平信徒裝備基礎聆聽輔導的能

力、接納對方的情緒、展現同理心，以及適時

合宜的回應。

　因為輔導外遇婦女的需要，在畢業後，除

了一對一個別協談之外，也做了外遇婦女的支

持團體。結合內在醫治、屬靈操練並運用團體

諮商技巧，幫助婦女檢視婚姻歷程、重建自我

形象和信心，願意放下苦毒、不饒恕，一起尋

求神，勇敢面對婚姻關係的困境；並在彼此支

持與分享中找到信仰的力量，重建幸福婚姻。

一位學員回應:「面對婚姻風暴，我很受傷、

自憐、失去自信盼望，但藉著內在自我對話的

替換練習，用聖經真理取代我內心中的謊言和

錯誤信念，讓我越來越健康，越來越有自信，

我相信靠著主可以恢復關

係。」

　倚靠主的恩典，許多婚

姻和家庭可以被挽回，但是

如果早在婚姻出現問題之先

就及早預防，就能發揮事半

功倍之效。有鑑於家庭預防

工作的需要，畢業後我與先

生一同開始「夫妻雙贏溝

通」福音性講座。因著牧靈

同學佳音牧師的引介，也在

福音中心開設「婚姻保養—

重燃浪漫」課程，幫助夫婦看重婚後的保養和

溝通。我們夫妻也一起參與靈糧堂家庭事工部

門的婚前輔導服事，幫助未婚的情侶建立正確

的婚姻藍圖，有一對學員分享:「在課堂中看到

你們如此風格不同也能攜手同行的美好見證，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盼望」。我們相信：建立

良好的夫妻關係，就可以挽救家庭和世代。

　回想畢業前小妤學妹為我禱告的先知性繪

畫，一條十字架的道路，卻是充滿綠蔭和花

香，使人得更新、休息並重新得力。靈神牧靈

諮商「黃埔一期」的我，原本覺得自己與這科

系走在一條沒走過的路上，心中惶恐，如今發

現這是一條越走越開闊的路！

一條越走越開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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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自己的成長背景，一直到1993年有機會

信主到現在，都是神的手在引領我；因為

我是一個基層家庭長大的孩子，父母年輕時就

在市場賣熱炒菜，那時我們一家11口同睡在一

個通鋪，一個貧窮缺乏、髒亂不堪的家庭，誰

會在意我們呢?然而神愛基層的人，像我這樣一

個在市場玩耍、沒有讀書的人，怎麼可能讀神

學院？甚至成為一個全職事奉神的人。然而神

是基層人的主，祂更愛基層的百姓，就像撒母

耳記上2:8說「祂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糞堆

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得著榮耀

的座位」。

  感謝神，2007年，神在我的服事畫下了一個

恩典的記號，因為喬老師的邀約，讓我有機會

參加劉達芳博士的基層師資的訓練，開啟了我

進入一線服事基層百姓的門。2008年，我開始

參與第一屆一線領袖培訓學院的授課，直到今

年2016年，已經是第五屆了。2012年10月，神帶

領我進入一線事工團隊(基層福音事工處)，因

著淑媛牧師的接納和信任，她讓我繼續參與學

院教學、帶領服務業崇拜、興隆福音中心和社

區發展的事奉。

 原本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很基層了，卻在這三

年多，神開啟我的眼睛，讓我看見弟兄姊妹因

為被神拯救的經歷，以致他們對神的感情比我

對神更深。我也以為我作為一個傳道人，好像

就一定會服事牧養他們，但這段期間，神使我

明白我需要更謙卑地與神同工，並以學習的心

來服事神所愛的人。

  感謝神，祂的手親自引領我，在基層的服

事，神把我的出生背景、生活的每一個階段，

都一塊一塊的和基層的服事拼在一起。當我跟

服務業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時，我就想起我父母

在市場的生活，沒有休假日，周末最忙的時

刻都不能陪家人孩子。當我在(安康)興隆服事

時，我就更感受到神在窮乏人身上的愛與恩

典。也因著服事，我得到另一個禮物就是，以

前我常因夢到老鼠和有精障者在追我而嚇醒；

但現在我卻不曾被這樣的夢嚇醒。因為透過服

事，神醫治了我，而且神讓我每周三和安康平

宅身心精障的家人聚會，是很開心有趣的。因

為每次看到他們，就看到神正在恢復醫治、神

的愛和能力彰顯。

另一個感恩是去年神給了我們將近300坪的聚

會場地，我們更多元的開辦社區課程；也因教

會有福報的介紹當地里長，我也開始接觸了幾

位里長。不斷與社區里長連結，也有3位里長

進到興隆福音中心，甚至有一位里長5/15主日

還在宣教大樓聽謝院長講道，下午還跑去中正

紀念堂跟我們一起參加為國禱告會。因著神許

多奇妙的作為，母堂也正在幫我們籌備「文山

有愛」的連結，並預計10月邀請文山區43位里

長來參訪認識母堂的社福工作及基層福音事工

處。

從1993年信主，謝謝神，讓我一直跟著萬牧

師學習，這20年對我的屬靈生命和事奉態度有

極大的幫助和教導。我在事奉操練及神的話語

上，穩穩地建立信仰的根基；一直到2012年，

萬牧師、萬師

母與弟兄姊妹

差派祝福我，

到基層福音事

工處有不同的

事奉。這信主

的23年，在兩

位牧師的成全

鼓勵陪伴，放

手 讓 我 去 發

揮神給我的恩

賜，我有許多

的成長，也願

神繼續帶領我

在基層百姓中

宣揚神的救恩

和能力。

◆  葉靜瑜牧師 /第十六屆校友
      台北靈糧堂 基層福音事工處

   神親自引領我



學院要聞

● 感謝主，今年錄取的新生：神學本科15位、牧靈諮商科

33位、選修生15位，台北本院共計63位。台中靈神分院選修

13位、台南靈神分院全修1人、選修15人。

● 9/12-14全校師生退修會，雖遇強颱莫蘭蒂來襲，但在信

心與神的保守之下，依然有完整及豐富的領受。

【開學消息】

精心設計的課程、個人安靜默想時間、與老師們的個別談話。歡迎

各地忠心擺上辛苦的校友們帶著您家中的小寶貝，全家一同參與。

誠摯的邀請您「回家」，與我們一起團契，讓身心靈重心得力。

＊時間：2016.10/25-10/27  ＊地點：台東鹿鳴溫泉酒店 

＊連絡人：林煜清 zesu0819@gmail.com

【2016靈神校友單身+牧家退修會】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北新路3段205之3號4樓

電話：(02)7733-7722 Ext 6404,6408,6418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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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本科教牧博士班成立

● 2016年8月1日開始第一屆教牧博士班課

程，今年共錄取10位學生，已進行課程為

「教牧生命重整」與「教牧研經法」。

賀

          牧靈諮商科博士班成立

● 2016年9月19日開始第一屆牧靈諮商博士

班課程，今年共錄取3位學生，目前進行課

程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