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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讀神學的時候，有一位屬靈長輩曾忠告我們說：『讀神學的幾年，最重要的是要更多地經歷恩典，更深地

體會什麼是恩典。』

一般的神學教育注重原文釋經，又參照聖經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使大家更正確地掌握經文的重點和洞察神對人

的啟示，進而在查經講道的時候，能夠按正義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此誠為恩典。但聖靈藉聖經不單將原則性

的真理啟示我們，同時亦進入每個人內心的深處進行塑造重建；故此，靈命塑造必然成為神學生不可缺少的正規和非

正規的學習，使同學們不斷沐浴在上主的恩典中。

聖經要成為信徒生命的糧食，其中一個有效的途徑是經文默想，這就是將神的話咀嚼、吃下、消化及吸收的過

程；透過默想經文，人來到神的跟前，靜心聆聽上主的恩言，聖靈藉著經文來開啟人心靈的眼睛，得見神的榮美，引

導我們進入敬拜；同時聖靈也會針對我們的實況，具體地向我們的心講話，有時候是責備提醒，有時候是安慰盼望，

有時候是開啟指引，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

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4:12）

聆聽神的話之後，我們便開始牙牙學語似的與神對話；在整個祈禱的過程中，需要以嚴謹的釋經態度審視和分辨

心中的感動，不怕多次求問聖靈；每當聖靈剖開我們心中隱秘的罪惡和意念時，便要切切懇求聖靈賜下勇氣，使我們

能夠誠實地承認和處理；這樣，無論是認罪悔改，祈求醫治，寬恕憐憫，都成了至誠至真的祈禱，內心便會不期然地

湧出對神的讚歎和感恩，正如大衛的詩歌所言：『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好叫

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聲。』（詩篇30 :11-12）

(下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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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靈命塑造與神學教育

有了經文默想的操練，人就會變得心竅通達，屬靈耳朵的感觸敏銳，開始察覺到神常常使用四周的人與事對

我們的心講話；慢慢地我們對神的旨意和性情，開始有較清楚和深刻的認識。神學院為我們提供一個優美的環

境，春夏四季，景色宜人，同學們可以隨時安靜散步，學習與主獨處，聆聽祂的聲音，向祂細訴，享受祂的同

在。

每個誠心悔改，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會聽到神不斷對他（她）說：『你是我的愛子（愛女），我喜悅你。』

(可1 :11；參羅8 :15）靈命塑造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使我們清楚認識到自己的新身份，幫助我們建立與神親

密無間的父子（女）關係，引導我們在愛中與主融合；常與神親近的人，就得與神的性情有份（彼後1 : 4），屬

靈生命漸次成長，自然會結出聖靈的果子（加5:22-23）。

然而每個人自幼或多或少都背負着一些成長中所帶來的包袱，無論是身體

或心靈的創傷，都會帶來不少負面的情緒，諸如憤怒、怨恨、懦怯、恐懼、

憎惡、妒忌等，而這些情緒往往是深藏在潛意識中，雖不自覺，卻直接

影響每個人的個性與自我形象的發展；身處一個罪惡充斥的社會中，

一個扭曲的個性與形象如何能得到改變？對每個真正得救的信徒

而言，就是藉著聖靈的拆毀和重建；透過上述的經文默想，

與主獨處和生命的回顧，聖靈會在適當的時候引導我們正視

生命中的傷害，和這些不堪的往事會帶來壓抑以久的情緒；

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祈求聖靈的保護和安慰，藉著聖靈賜下

的勇氣去面對和接納那些痛苦，並仰望神的醫治，解開多年來的枷鎖；當我們願意向神敞開，祂奇妙的醫治與憐

憫就會臨到我們身上，於是『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再不僅僅是停留在頭腦裡面的認知，乃成為每

一位信徒靈命成長的經歷。

當過去的傷痛得到醫治，眾多的扭曲被拆除，健康的自我形象被聖靈重新建立起來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就是

我們待人處事的關係。在神學院中，雖然大家都是同路人，理應守望相助，但是人際關係一向都是一個帶刺的問

題；在神學院尚未開設『人學』這門課之時，我們鼓勵同學們建立屬靈同伴，在日常生活中學習相處之道，一同

經歷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美善（詩133 : 1）；透過每週的分享禱告，定期的一同靈修，小組禱讀，彼此勉勵，互

相切磋琢磨，期盼在短短兩三年間，建立一些鞏固的情誼，以致畢業後持續彼此相愛，相顧相助。

總括而言，神學院不單是一個裝備神學知識的場所，更應當是我們一同經歷恩典的園地。靈命塑造，無論是

以正規神學課程的姿態或是一些非正規的活動展現，都是神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對

神、對己、對人、對物的健康關係；畢竟，靈命塑造要窮一輩子的功夫，同學們若能在學習期間，恒常操練上述

的幾項基本功，必能為未來的服侍作更好的裝備。

今⽇神學教育
明天教會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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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的大使命中，門徒 mathetes 是學生，徒弟，跟隨者的意思。門徒從先生和師傅身上學習一切知
識，模仿他的技巧和方法。所以門徒訓練是裝備信徒成為主耶穌的跟隨者，願意效法祂的人。

門徒訓練必須包含靈命塑造。仔細研讀主耶穌所囑咐的大使命，便知道內容不單止是傳福音領人信主。最重

要的是使人作門徒。當然沒有人信主怎會有人作主的門徒。教會需要傳福音，但更需要的是幫助信徒塑造靈命成

為效法基督的門徒。

靈命塑造是全人的轉化，人從虧缺神的形象轉化成為更像基督的生命。這轉化的過程是身心靈的改變，透過

不斷的操練改善身體習慣、內心的思想、情感、靈性和人際關係。

靈命塑造是神與人同工的屬靈經驗。假若靈命塑造只是神單方面的工作，那麼為何基督徒的靈命程度都有所

不同，所以靈命成長和改變，信主的人也應該付上個人的責任。在這塑造過程中，先是聖靈感動人呆滯的靈，使

人對充實自己屬靈的生命產生深度的追求。回應這些感動的人，開始努力在屬靈知識上認識神。但是得著屬靈的

知識不會改變生命，人必須親自經歷神。卻因個人的一些不合神心意和不良的習慣，成為親近神的障礙。

藉著各樣的屬靈操練，不良的習慣得到改善，使人更容易無間地與主相交。學習放下無謂的爭競

和無盡的渴求。因而得著心靈的平靜和無限的滿足。學習屬靈操練時，必須謹慎免得落入陷阱。

傅士德在《屬靈操練禮讚》中提醒學習的人小心避免七個陷阱把各項操練變為

律法，不了解各項操練的社會含義，把各項操練本身看作具有善良價值的東西，

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各項操練上，傾向與高舉某操練過於其他操練，認為

《屬靈操練禮讚》一書說盡了上帝施恩的媒介或方法及操練，只研究這些

操練而不加以體驗。李耀全讀後在他的《屬靈操練與生命關懷》

加上三點：律法主義，避世主義和實用主義，作為反省。

自梵諦岡二次大會後，天主教再次提倡屬靈生命事工的重要性。有關書藉

如雨後春筍，充斥書坊。福音派的靈修觀念和操練方向都因此隨之改動。在八十年代初期，福音派教會忙於應付

新紀元和靈恩運動的衝擊，對於靈命塑造和屬靈操練這些陌生的名詞和課題難免有所抗拒和疑慮。

在今日後現代主義的薰陶下，世人都追求個人的經歷，並且對傳統教條產生懷疑和批判。不少基督徒對屬靈

追求從理性層面轉向感性的經驗。但是屬靈經歷只按著個人的體會和感受是非常不可靠和危險的。

基督徒的靈命如何能夠被塑造成合神的心意呢？靈命塑造必需要與聖經、神學和文化結合。沒有聖經為原則

的靈命塑造失去其目的和方向。沒有神學為基礎的靈命塑造容易陷入似是而非的屬靈光景。沒有文化兼容的靈命

塑造使人不得要領難以投入。有見及此，筆者放下多年在教會牧養的事奉，創辦「恩啟迪心靈牧養」機構為的是

鼓吹靈命塑造事工必須着重以聖經為原則，合乎正確的神學和兼容中西文化。

當知道今天靈性的追求已經不是基督徒的專利，靈性的追求也可以不代表相信聖經所講的獨一和三位一體的

上帝。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會使用一些共通的名詞和方法。例如安靜、默想和靈修等字眼。對初信的基督徒來說顯

得十分之混淆。所以，基督徒必須以聖經 (Canon) 為準繩來衡量靈命塑造的操練方法。

(下頁續) ➤

大使命與靈命塑造的神學教育反思 加拿⼤華⼈神學院

牧師博⼠蔡偉雄



「八十年代，當我在維真學院 (Regent College) 進修，那個年代很多神學院都偏重學術方面的訓練，却少聽

聞強調「靈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 這個課題。但是在過往十多年間，「靈命塑造」、「靈修學」成為一

股熱潮，很多書籍出版、講座、福音機構專門推動屬靈操練、神學院教授這門課，甚至開辦靈命塑造證書、碩士

和博士課程等。無疑地，每一個事奉神的人，應當看重靈命塑造和操練，成為神所合用和喜悅的工人。

在神眼中，人是比工作更重要的。現今的教會不斷尋求更好的方法，但神卻是不斷尋找更好的人；更好的人

比更好的方法是更加重要，這個優先次序是不可顛倒的。因為方法本身是不能自動運作的，乃是需要有合適的

人；那些擁有屬靈美德和靈性成熟的人去運用它，方法才能產生事半功倍的屬靈果效。因此，初期教會連挑選管

理飯食的人，都是要求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徒6 :1-4) 所以，聖經強調追求靈命成長和

成熟的重要性。

耶穌的教訓

(i)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48「要完全」翻譯作 "Grow up" – The Message

(ii)「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2:52「增長」翻譯作 "matured, growing up"

– The Message

保羅的提醒

(i) 「即使我們軟弱，你們剛強，我們也歡喜；並且我們所求的，就是你們作完全人。」林後 13 :9「作完全人」

翻譯作 "become mature" – NLT

(ii)「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

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 13 :11「作完全人」翻譯作 "Grow to maturity" – NLT

(下頁續) ➤

加拿⼤華⼈神學院

牧師博⼠梁海華

(續上頁) 大使命與靈命塑造的神學教育反思

基督教歷史和傳統有不同靈命塑造和屬靈操練的流派。例如聖本篤、聖方濟、加爾默羅、耶穌會、路得宗、

安立甘、循理宗和靈恩派等。倘若沒有辨別和過濾便引用和學習，不但輕則產生靈命成長的偏差，重者甚至會誤

入歧途。正確的神學思想是非常重要，幫助操練者避免重滔前人所犯的神學錯誤。

至於靈命塑造、屬靈操練和導引的書籍，華人在這方面的著作甚少，操練者大多數依靠其他語文和翻譯的資

料。西方的靈命塑造不但五花八門，更加帶有不少本土文化色彩。華人的文化和傳統與西方的作風常有差異。華

人受到先賢孔孟的教導和影響，作為做人根本。眾多的訓誨，例如“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等，早

已流淌在華人心靈的深處。屬靈生命與這些先賢的訓誨不應有所衝突。所以靈命塑造應該是中西文化兼容的，才

可以扎根於華人基督徒的靈命成長之中。

神學院和屬靈栽培的機構理應義不容辭的按著合乎聖經，神學和文化來教導，幫助教會完全地遵從主的大使

命，不單止傳福音，加添得救人數，更加需要使人靈命得到塑造成為主的樣式，帶著效法基督的生命活出見證。



(續上頁) 靈命塑造的重要性

(iii)「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西 1:28「完完全全」翻譯作 "maturity" – The Message

(iv)「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來6:1「完全」翻譯作 "Grow up in Christ"

– The Message

因此，神學教育看重神學生的靈命塑造和操練是責無旁貸的，「加神」溫哥華校區的使命是要盡心盡力培育

靈命成熟的牧者和宣教士，訓練豐富聖經和神學知識的學者，和培訓事奉技巧純熟的工人，回應主的大使命和牧

養主的羊。

「加神」溫哥華校區要為華人教會培訓靈命成熟的牧者，首先，我們強調沒有網上授課，重視師生互動，身

教和言教並重，因為資訊並不能帶來生命的更新，唯有生命才能影響生命。主耶穌示範式的身教是我們的榜樣，

門徒從耶穌所學習到的功課，藉著耳聽，也藉著眼見。這班門徒親眼目睹耶穌的禱告、教導、講道、社交、處人

(朋友、敵人、學生、羣眾⋯)、處事 (面對羣眾需要、挑戰、壓力⋯) 等。這種身教方式對門徒將來承擔建立教會，

廣傳福音的使命，產生極大的作用。「加神」的老師不單只學術上的言教，也重視生命上的身教，用生命影響生

命，建立學生的靈命。

其次，在「加神」的師資團隊中，我們擁有豐富牧會經驗的牧者，我們明白華人教會的文化傳統及兩文三語

的獨特體糸，以致可以適切訓練學生們投入華人教會的牧養事奉。因此，「加神」溫哥華校區設立督導的實習，

使學生們在接受神學訓練過程中，把握在教會實習的機會。督導的實習內容，包括神學生靈性的培育和事奉技巧

的操練。

昔日，當十二位門徒被主差派出去，首次實習傳福音之後，主耶穌招聚門徒回來，召開一個類似工作檢討的

會議，讓門徒提交工作報告，分享工作成果和經驗。門徒從這次檢討會議中獲得寶貴的事奉經驗，以致後來七十

位門徒出外傳道時，帶來十分美滿的果效。「加神」豐富牧會經驗的牧者帶領實習，重視靈命塑造，同時，從檢

討會議如何歸納事奉經驗，作為學生日後事奉的借鏡，使事奉可以產生更美的果效。

再者，靈命成長是需要恆久不斷的操練 1，「加神」溫哥華校區除了提供學術知識的培訓外，也強調靈命塑

造的操練，透過每週早會、小組祈禱、靜修日、退修會、屬靈導引、師生互動、生命影響生命等，讓同學建立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的生命，成為主的門徒真正「神的學生」。這正是大使命的核心信息：「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主耶穌首先訓練門徒，然後，命令衪所訓練的門徒，去「使萬民作衪的門徒」，因為唯有一個門徒才可

以訓練別人成為主的門徒。

靈命塑造是靠著聖靈的能力，效法基督的榜樣，以基督的心為心，恒切地作屬靈的操練，以致靈命不斷地成

長，在生活中彰顯主的榮美，活出美好的見証榮耀神。祈求神塑造「加神」每一個神學生，都成為神的學生，效

法基督，靈命成熟，立己立人，忠心牧養神的教會。

1詳盡靈命成長的要訣，請参考拙作。梁海華著，《開往靈程深處：靈命成長的要訣》第二版。香港：宣道出版

社，2013。



我在溫哥華參加第三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議時，接獲有關加拿大高等法院終審法庭對西三一大學

(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 與上加拿大法律學會 ( 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 ) 的案件之判斷消息。

終審法院基於西三一大學對同性婚姻的反對立場裁判該大學的法學院資格，不能被法律學會所接納。這判決是以

人權法的人本主義為依據，而拒絕以神本的信仰群體之宗教立場及辦學宗旨。

人類的宗教思想，繁殊莫衷，但綜其要義，可分為兩大類型：人本宗教及神本宗教。這也代表著人類對真理

及終極實在的兩條追尋進路。

人本宗教是以人為中心主宰，主導著宇宙人生的一切運作。《周易》記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

象辭)；由此引伸出「人文化成」的觀念，則以人自身為出發點、憑著人本身的力量，去制定一套實踐工夫和文化

體系，既可存心養性，明德修身，又可齊家治國，以平天下。故此，人本宗教不求他力，不尋他法；首先肯定人

以外並無準則，人乃萬物的尺度。一切客觀的倫理標準都不存在，人是自行創制自己的標準。

中國文化開宗明義就肯定人的價值，於思想而言，也具備人文或人本主義的特徵。「人者、天地之心也」

(《禮記》禮運篇 )，何承天說：「天地非人不靈」 (達性論)。以人本為中心思想必肯定人性的善良，由人天生的

德性去感通天地的大德。 既然，人成即理成，人就是具備足夠的能力，進行自我提升和自我救拔。故此，無需有

超然的助力，也不需要上帝的律法。人可以憑著自身的道德本性，自建其規範，從心性的工夫去教化社會，臻於

至善。大同世界、小康之家都是可以藉著此人文教化，而實現於人間的。

西方文化也不難找到人本主義的脈胳，古希臘論辯派----洛泰哥拉夫 (Protagoras) 的名言 :「人為萬物的尺

度」，更成為西方人本主義的金科玉律。流傳至近代，人文主義者於1933年，正式發表「人文主義宣言 I」

( Humanist Manifesto I )。開宗明義，此宣言否定神、創造論及道德絕對標準；他們認為宇宙是自有永有的，生

生不息的進化動力，將天、地、人緊密地搆成一個有機體的生命網。人定可勝天，人不需倚賴上帝的拯救，人是

自己的救主。於1973年，他們進一步發表「人文主義宣言 II」，否定超然的存在、永死及永生，肯定倫理的自

主、以人為中心的主張。

人既為萬物的尺度，只要有多數人的贊成，同性婚姻、大麻、娼妓、多夫

或多妻制合法化等社會新道德觀就可以成為主流價值觀。一切反對此新道德觀

都會被打壓，加拿大終審法院的判斷也就是此社會洪流的具體表現而已；

將來亦會有進一步的多層次的人本主義之揭露。

綜其要義，人本主義否定基督教、猶太教及伊斯蘭教超然的神，自然

的天地萬有是自然而生的，一切的生命都是由進化而來的。既然沒有神，也沒有

絕對客觀的法律，一切倫理抉擇都是相對的，由環境制定其標準。人不獨有此權利，

更有足夠的權利去解決人類問題。

可是，人本宗教正如一個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毫無根基，一旦遇上雨淋、水沖、風吹，房子就倒塌不堪。

人為本的進路，至終只是一條絕路。可歎，加拿大的政府和社會正步向如此路向。基督徒需要挺身而出，負起社

會良知和先知的功能。不然，這個社會將步歐洲的末路，進入「後基督教」時期。

人本
神本

從加拿大終審法院判斷否決西三一大學法學院
看割裂社會的人本主義 加拿⼤華⼈神學院

牧師博⼠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多倫多校區

感恩 代求



donate.ccst.ca
網上奉獻請登入

☎ 647-478-8574 ✉ isce@ccst.ca
� http://isce.ccst.ca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

溫哥華校區

� #202 - 8120,Granville Ave, Richmond, B.C. V6Y1P3
☎ 778-251-5678 ✉ info@ccst.ca
� http://www.ccst.ca

� #25-145 Royal Crest Court, Markham, ON. L3R 9Z4
☎ 416-880-3983 ✉ admin@accte.ca
� http://www.accte.ca

� 150 Ambrose Circle SW, Calgary, AB. T3H 0L5
☎ 403-410-2000 x8914 ✉ ccstas@ambrose.edu
� http://www.ambrose.edu

CANADIAN CHINESE SCHOOL OF THEOLOGY
AT AMBROSE SEMINARY

多倫多校區

� 3377 Bayview Ave, Toronto, ON. M2M 3S4
☎ 416-226-6620 x2219 ✉ ccst@tyndale.ca
� http://www.ccst.ca

建構神 傳承建構神學教育 傳承牧養宣教

本財務報告還未經核數師核實，盼望以上資料能讓各位了解學院的財務狀況，求神感動眾教會牧者、長執、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並給予行動支持，
使能繼續造就神國的工人，傳承牧養宣教！

$每月所需预算 :$2018年度預算 :

$$$$$結存

$$$$$支出

$$$$$收入

總結 (不敷)教牧學博士課程基督教教育學院加神 (溫哥華)恩道 (卡加里)加協+加神 (多倫多)

財務報告 - 2018 ( 1月至6月)

溫哥華校區

感恩 代求 (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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