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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周神助牧師領受公元二千年福音遍

傳，在台灣大量植堂的異象，成立了靈糧神學院。當

時許多人都不看好，甚至有人說不久之後就會關門。

但感謝神的恩典，門不但沒有關，且越開越大，目前

已形成國度領袖學院的規模。國度領袖學院以多元工

人訓練的方式，影響這個時代。靈糧神學院主要是訓

練全職的牧會、植堂和宣教人才。生命培訓學院以生

命根基重整的方式，增進職場的屬靈影響力。一線領

袖培訓學院積極訓練基層領袖，為要贏得廣大的基層

百姓。巴拿巴宣教學院要訓練出跨文化宣教的人才。

超自然敬拜學院以訓練敬拜主領者和多元敬拜為目

標。職場轉化學院則以職場中高階主管為對象，兼顧

專業與信仰的提升，也會為職場新兵開訓練課程。未

來還會陸續成立牧靈諮商學院和教牧更新學院。

   感謝教會在過去二十幾年來，對工人訓練大力的

支持。但受限於場地，使各學院進一步的發展也受到

限制，因此有覓地建校的想法。學院建校的宗旨和目

的有二：1.對內提供母堂和福音中心多元工人訓練管

道，培育宣教、植堂、牧會、職場屬靈領袖，積極擴

展神國。2.對外連結靈糧網絡各地工人訓練學院，分

享各地資源，成為整合教牧進修、職場轉化和海外宣

教的訓練平台，服事靈糧網絡和眾教會。

   二、三年前，主不斷將「未來十年發展」的感動

放在我心中，每年學院的教師退修會，我都會挑戰老

師們，未來十年的學院會是怎樣的風貌。以下就是我

們未來十年發展的異象：

1.台北靈糧神學院將陸續成立台南分院和台中分院。

(1)台北本院以國度領袖學院為大傘，發展多元國度

工人訓練。

(2)台南分院以建立門徒化教會及祭壇與轉化為目標。

(3)台中分院以鄉鎮佈道和植堂為主軸，贏得西海岸。

2.開發跨學院訓練套餐課程，每年訓練千人以上的海    

  內外華人基督徒，帶動兩岸教會青年領袖的交流。

3.設立高科技影音教學中心，發展網路神學院。

4.成立教牧博士班，培育專業師資，研發教會診斷。

5.發展職場轉化學院，深化對社會的影響力。預計十

  年可訓練出約500位職場領袖。

6.發展巴拿巴宣教學院，培育多元宣教工人。預計十

  年可訓練出約50位專職的跨文化宣教士和500位以 

  專業為平台的帶職宣教士。

7.生命培訓學院除厚植台灣本土職場宣教人才，將積

  極投入跨文化宣教。

8.發展一線領袖培訓學院，訓練基層領袖，贏得廣大

  的基層族群。預計十年可訓練出約600位基層領

  袖，母堂和分堂可開拓出50個福音中心或據點。

9.成立牧靈諮商學院，整合心理諮商、內在醫治和屬靈

  操練。預計十年可訓練出300位的專業牧靈諮商師。

10.成立教牧更新學院，幫助教會領袖建造健康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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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發展使用場地的坪數約500坪，培育學生人數有

5000多人；期待未來十年有1000坪的場地可以使用，

預估可訓練出15000人的國度人才。

    以上是學院未來發展的異象，但異象不會自動實

現。我們要從尼希米在短短五十二天，完成神給他重

建城牆的異象中，找出五個關鍵因素，我稱它為成就

異象的方程式。

一、看見時代的需要

   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

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

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

(尼1:3-4a) 尼希米的異象形成，有四個重要的步

驟：我在→我問→我聽→我哭。當時尼希米「在」書

珊城，波斯王的冬季行宮。可是他卻心繫耶路撒冷和

自己的同胞。他「問」被擄歸回的猶太人近況如何，

他「聽」到他們所受的苦，他就「哭」了。「問」和

「聽」代表真誠的關切，「哭」代表心中的負擔。這

種關切和負擔產生回國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異象。由

此可知，異象的形成與人在哪裡比較無關，與心在哪

裡比較有關。

   進一步來看，這個時代最大的需要，是神國工人

的興起，只有倍增神國工人，才能加速神國擴展，帶

出全地轉化。重建城牆是一個需要，但更大的需要是

興起尼希米。沒有尼希米，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這個

時代有很多需要，但最大的需要是神國工人的興起。

有改變世界的異象，卻沒有實現異象的工人，異象不

會自動成就。耶穌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栽培訓練十二

使徒，又得著保羅，才有現今神國擴展的版圖。

二、抓住神給的應許

   尼希米不但領受重建城牆的異象，也抓住神的應

許禱告：「求你記念所吩咐你僕人摩西的話，說：你

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但你們若歸向

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

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

名的居所。」(尼1:8-9) 他抓住被擄歸回的應許，他

相信神必會應允他的禱告，因為神說話算話。

   面對未來十年發展異象所需的場地，我們求神給

我們一塊應許之地。我們曾去看過一個場地，覺得很

不錯，但價錢太高，需三億六千萬。今年二月農曆過

年前的年終感恩，我為同工們預備經文紅包。在選經

文卡時，我求主使每位同工都能抽到他們最需要的經

文，但有一張經文卡，我卻求主留給我，因它是關乎

應許之地的經文。可是我不能先抽，只能等每位同工

都抽完後，才知道這張經文卡是否真的是神要給我的

應許。當同工在抽經文紅包時，我只能禱告。每次他

們抽到別張經文卡時，我心中就哈利路亞！直到最

後，神果然將這張經文卡留給我，我的眼眶滿了淚

水。我語帶哽咽的讀著申11:11-12的經文：「你們要

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

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

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雖然神已如此清楚的賜下得地為業的應許，但我

的信心仍會因所需金額太大而忽上忽下。有一次，在

一個福音朋友家主領福音聚會。結束時，這位尚未信

主的主人忽然拿出一個陶瓷做的十字架，要送給謝師

母，說是在泰國買的。回家後，我看到十字架上有一

節經文是用印尼語寫的，出自太19:26。翻開聖經一

看，我楞在那裡，心中又驚又喜，經文這樣說：「耶

穌看著他們，說：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自

此以後，每次信心動搖時，我就宣告這兩個應許。因

為神的信實永不改變，神的應許決不落空，異象的成

就是信心的冒險，神信實的應許能堅固人的信心。異

象的成就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永遠是信心的冒險，

只有在腳踏在水面上的那一刻，才能證明你真的相信

耶穌所說的。

三、交託心中的重擔

   「我拿起酒來奉給王。我素來在王面前沒有愁

容。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為甚麼面帶愁容呢？

這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於是我甚懼怕。」

(尼2:1b-2) 尼希米心中有重擔，臉上帶著愁容，被

王發現，心中懼怕，怕因此喪命。但因他為此事已禱

告四個月，神不但卸下他的重擔，且為他開了一扇恩

典的門。「王問我說：你要求甚麼？於是我默禱天上

的神。」(尼2:4)王就賜詔書，讓他可以通行無阻；

又賜他木料，可以建造城牆；又派軍兵保護他，使他

可以安全回到耶路撒冷。

   尼希米在四個月的禱告中，不斷交託重擔。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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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的尋求

中，不斷交託

我的愁苦，不

讓人看出我臉

上的愁容。感

謝教會在整個

過程中，一直

以正面的態度支持此事。但在決定要買時，還是倍感

財務的壓力。一位一路陪我走過的常務執事，在決定

要不要買之前，問我：「看你好像一點都不擔心錢的

問題」，我說：「不是不擔心，我更擔心的是，買這

個地方是不是出於神的帶領。」決定要買後，他又問

了我一個問題：「我們以為你背後有一個金庫」，我

不加思索的立即回答：「神的應許是我的金庫。」這

個回答讓我自己都覺得訝異，我相信是出於聖靈的感

動。因為出於神的，神必供應。

   首先，神為我們預備了一位行政主管王克影弟

兄。他是東區區牧助理，是資深工程師。有一次，台

南靈糧堂張靜蓉牧師在山莊主崇講「神國經濟學」，

提到我們應當將神給我們的資源，投資在神國的擴展

上，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值得的投資。他深受感動，我

問他願不願意來擔任全職行政主管，他與太太禱告了

一個月，心中充滿平安，答應要來。哈利路亞！

   不但如此，神的恩典像滾雪球，越滾越大。有一

位姊妹知道我們的需要，竟然願意將她在大坪林捷運

站附近，市價高達四億，九百坪大的場地讓我們使

用，不需付任何費用。我聽了無法置信，心中一直

說怎麼可能？怎麼可能？那種感覺好像腦震盪，腦

筋一片空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就像詩篇126篇所

說的：「我們好像作夢的人，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

事。」哈利路亞！榮耀歸給獨行奇事的神，在人不能

的，在神凡事都能！

四、激勵眾人的心志

   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

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吧，我

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尼2:17) 

我們可以從尼希米身上，學習激勵人心的功課。首

先，要了解實際狀況。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後，晚上去

巡察城牆毀壞的狀況，以便有效規劃重建工程。同樣

的，我也要讓大家知道學院的現況與需求：

1.山莊的場地已達飽和，想新增辦公室或辦公桌都一位

難求。

2.各學院發展增快人數增多，教室和圖書館已不敷使用。

3.遠距視訊教學需求，日益增多，需要有專門錄製教材

的多媒體影音設施和管理人才，目前也沒有空間發展。

4.訓練場地與教會共同使用，無法整體規劃未來發展所

需的各種軟硬體需要。

   其次，要數算神的恩典。「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

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

『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尼2:18) 從尼希米說：「來吧！我們要重建耶路撒

冷的城牆」到大家一起說：「我們起來建造吧！」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異象的認同如果只停留在一個

人身上，是很難實現的。但越來越多人認同異象時，

就可以實現。當大家看到神的恩典是如此真實，而願

意一起投入時，就會經歷更多神的恩典。為什麼？因

為神喜歡一群人一起完成祂的工作，叫多人見證神的

榮耀。

五、興起儆醒的禱告

   「大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使城內擾亂。然

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

守，晝夜防備。」(尼4:8-9) 尼希米在面對仇敵的攪

擾和攻擊時，堅定地相信，藉由儆醒禱告，神必幫助

他們勝過仇敵。同樣的，雖然神已經為我們預備這麼

棒的場地，但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未來十年的異

象正在進行，還未完成。

請大家持續用禱告托住我們，因異象的成就不會一帆

風順，仇敵總會用各樣的方法破壞神的工作，因此須

要眾人的儆醒禱告，才能勝過仇敵的攪擾。

   最後，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成就異象的方程式＝

看見需要＋抓住應許＋交託重擔＋激勵人心＋儆醒禱

告。尼希米在短短五十二天，修完城牆，給了我們最

好的示範，連仇敵都知道「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

神。」(尼6:16)  面對學校未來新院址內部裝潢所需

的3000萬元，以及學院經常費每年不足1500萬元的缺

口，求主感動更多人一起來建造，同心為學院未來十

年的發展異象獻上禱告和金錢的支持。讓我們一起經

歷異象的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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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關懷

整全關懷課後心得

經籌畫二年，今年9／23－26終於請到美國Fuller

神學院心理學院教授，同時是洛杉磯羅省基督教會主

任牧師陳善養博士主講整全的關懷。以下是牧靈諮商

科三年級同學的領受：

● 陳博士以聖經角度看基本人性：罪是人類基本問

題。提醒輔導者要帶領受輔者面對罪、悔改認罪。面

對受他人罪所傷的受輔者需先給與同理、內在醫治、

饒恕，鼓勵受輔者要為自己的反應負責，棄掉苦毒仇

恨與報復等。而輔導者在受輔者面前是世俗社會中的

祭司、牧者的身份，不單是讓受輔者感覺好些、走出

哀傷(一般世俗心理諮商員的輔導目標)，基督徒諮商

員或是牧師的輔導目標是引導受輔者經歷創傷後生命的成

長，並且找到生命的意義。這更助我有使命感，信心再被

挑旺起來。(孫娟芬)

● 除了在知識領域的擴展外，另外一個感動是輔道者的

生命風範，輔導者本身對聖經知識的熟悉、過禱告的生

活，與神親近，如此才能在進行輔導的過程正確處理受輔

者的需要與問題。輔導者本身能夠俯就卑微的人，深層的

同理，讓人感受到溫暖，是一個心存謙卑、以基督的心為

心的人方能做到。在陳博士的身上看到輔導者的生命其實

比知識、學養、技巧重要。因為唯有生命能影響生命，否

則只是諮商的機器，與鳴的鑼，響的鈸無異。此次的密集

課程幫助我看到整合之路，雖不容易，確是滴滿脂油之

路。我們有彷彿如同施洗約翰一樣，在耶穌的前面為受苦

中的受輔者預備道路，透過心理輔導、內在醫治，和屬靈

操練，用各樣的智慧將人引到耶穌的面前。(黃中慧)

● 牧靈諮商的理念，是將心理諮商、屬靈操練和內在

醫治三方面整合在神學的根基上。 Dr.Tan在「整合什

麼？」以及「如何整合？」兩方面做了精闢的解說。

Dr.Tan的人性觀(人對安全感、意義感、希望感的需求)和

基督救贖裡的人觀(人恢復歸屬感、價值感和聖靈所賜的

能力感)也是一致。強調助人的終極目標並不是讓人「覺

得好一點」而已，基督徒的諮商助人者要做得比世人更深

入，因為我們有神的真理，因此總要以智慧運用「內隱整

合」或「外顯整合」，把人完全引到神面前，接受聖靈的

工作，叫人得見永恆裡的生命意義，帶出生命的改變，基

督教諮商的終極乃在於榮耀神！(譚秀梅)

陳善養博士與牧靈諮商科同學合影

● 最大的收穫莫過於與聖靈同工實務的認識，過去在內

在醫治時確實會想提點受輔者、引導他去看見耶穌的形象

或指導性介入，陳博士的示範烙印一個全新的典範，看見

一個基督教輔導員的謙卑，在聖靈面前完全降伏與敬畏，

修正了我對內在醫治內涵的錯誤概念，明白等候聖靈是何

等地重要。聖靈的創意絕不允許我們去限制祂，而是單憑

祂意行！ 同時內在醫治的七步驟中，將記憶醫治程序做

出最佳的架構，清楚教導與聖靈同工時的態度，結合放鬆

技巧和家庭作業等心理技術的施作，再次領略整合地重要

性。提醒記憶醫治不應改變過去發生的事實，可以改變的

是事件發生的意義，甚至賦與創傷新的意義；記憶醫治亦

非創傷的萬靈丹、有心理疾患和受惡者攪擾者也不適合。

陳博士亦強調輔導員若是有先知性的領受，應詢問「你

覺得(先知性啟示)對你有幫助嗎?」而非強加在受輔者身

上或讓他困窘，聖經經文比先知性啟示來的安全，這些提

醒在內在醫治實務上都相當受用。 課程中提及基督徒輔

導員在聖經扎根的重要性，檢核自己心中對真理和心理學

是否平衡地涉獵(聖經的價值更應遠超過心理學之上)？有

時確實會進到心理學的叢林中專研，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狹

隘。聖經是所有的依歸，應跳脫心理學這世上的小學，回

到真理，熟習聖經、默想和操練，讓心理學回到它應有的

位置，讓聖靈作成祂的工作，讓聖經真理落實在生命中。

一個基督徒輔導者需穿透聖經真理的掃描和矯正，才能正

確地對受輔者做出適切的幫助。(曾慧燕)



翰勳、佳利、牧義全家福

  流淚灑種必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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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翰勳、陳佳利

萬華靈糧福音中心

    自神學院結業進入全職實習傳道已六個年

頭，這六年，我們兩人從零開始了萬華青少事工，

回首這一路，都是神恩典的痕跡。在平均學歷只有

高中的萬華區，看著過去課輔班的學生，一個個當

兵、讀大學、工作，最後成為牧區中的重要同工。

在萬華這塊屬靈戰場中，雖經歷許多風雨，卻也常

在禱告中經歷神對這地的愛。我們的生命也更加的

老練成長。一個個黑暗的家庭，因著耶穌救恩的大

能找到生命的盼望及出路，萬華也因著教會的設立

更加亮了起來！

   禱告中，領受萬華像一座宣教基地，許多神國

工人將從這裡被差出去。神很奇妙透過謝牧師、胡

牧師在母堂的呼召，感動一批願意委身愛青少年

的同工。這六年，

我們與這些同工建

立了家人與戰友的

關係，也經歷了同

工們結婚、生子、

親人生病、離世等

等重要階段，雖有

離開團隊的，但在

主裡我們仍是一家

人，感謝願意回應

呼召與我們一同站

立的每一位！ 我

們每個青年同工，

也在服事過程中，

生命不斷被擴張。

從不善與青年人互動

到無話不談；從喜歡打球到開籃球班傳福音；從單

身到找到人生理想伴侶、結婚生子；從家中第一位

基督徒到全家信主；而我跟佳利則是結婚五年沒孩

子，到如今有個活潑可愛的寶貝~牧義。所經歷的

這一切恩典，都是因著我們願意回應神在這世代對

年輕人的心意！帶出的青少年如今有進入大專院校

的，甚至也有一批剛出社會的小社青，雖然穩定聚

會人數從國中到社青只有四五十人，但我們卻是一

齊同心服事神、喜樂的經歷神！

   從一個小組到八個小組，從放CD到有敬拜團，

一切都是神蹟，是神大能的手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我們也透過許多社區活動撒種，一開始就開辦了

國中課輔與才藝班，當時透過母堂青年牧區young 

club師資協助得以順利開辦。藉著課輔與才藝班也

使我們接觸到許多年輕朋友，直到如今仍有許多

人是藉著這管道信主的，並成為我們當中很棒的同

工。課輔班到如今整整做了十學期了，其中接觸到

有龍山、南門、萬華、大理、弘道、中正（國中）

等學生，我們最早輔導的一批學生今年已經上大學

了。 而我們每年也開辦各種才藝課程，街舞、吉

他、歌唱、漫畫、籃球......，每季課程都可以

接觸到社區的年輕人，也藉著學習許多人認識了耶

穌！ 

    校園的工作是社區工作的重點，也因著課輔與

才藝班，我們跟學校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甚至校長

頒發獎狀給我們，因此我們在學校也開辦了戲劇、

街舞、日文等社團。在2012年神很奇妙帶領我們與

內地會宣教士Will合作，使我們在龍山國中開了英

語會話遊戲社，並受邀在校園向八、九年級介紹聖

誕節與復活節的由來，而今年也與中正福音中心一

齊進入開南商工參與”發光體小組”的關懷，我們

年輕的同工們也開始學習自己籌辦暑期福音營會。

   走在萬華的街上，常常會遇到曾經帶過或接觸

過的孩子們，雖然他們今天不一定在教會中，但我

可以肯定他們心中的那一塊田地，都曾被撒過福音

的種子，相信有一天這顆種子會成長茁壯，甚至結

出30倍60倍100倍的子粒來，因為凡是流淚撒種的

必要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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