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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新學年校本部收生現已開始，請記念學院今年的
收生，求主帶領有事奉心志的肢體加入中宣群體。
若你有領受全時間服侍的呼召，請將中宣放在你的
禱告中。		

•	5、6 月是學期尾同學們「衝刺」的時刻，求主保
守他們有美好的靈性和強健的身體，面對功課和考
試的各項「死線」。		

•	學院計劃在 6 月 13 日舉行畢業禮，另外也會在						
6 月 25 日晚上舉辦一個有關宣教使命的講座，兩
個聚會均希望以實體形式舉行，求主答允我們的	
禱告。

教職員消息
•	感謝主的引導和預備，由本學年下學期開始，廖慧
芬姑娘成為本院部分時間靈塑導師，與院牧一起為
本院的學生提供屬靈導引。廖姑娘為本院屬靈導
引碩士課程導師，及保羅文化中心的資深輔導員，
她的心志是與宣教士同行，推動跨文化工作者全人
關顧及發展。

校友消息
•	校友周建明（MDiv	 2008）於 2021 年 3 月 21 日
因病安息主懷，求主安慰他的家人，從悲傷中走
出。

攝影：何耀輝

我歌頌你的時候，我的嘴唇和你所贖我的靈魂都必歡呼。
詩七十一 2 3



引言	

在不同時代，不同宗派，流傳着不同的靈修操練傳
統；有些傳統强調宗教神秘經驗，有些以苦修，有些
以五官、聖像、聖樂尋求感知，亦有以默想聖禮，聖								
言⋯⋯來作靈修操練。有興趣更認識了解歷代靈修傳統
的讀者，可參考彭順强博士的《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1	

及Adele	 Ahlberg	Calhoun的Spiritual	 Disciplines	
Handbook	:	Practices	that	Transform	Us。2	本文旨在
管窺為何詩篇可作靈修的一個資源。日後有機會再討論
如何以詩篇來靈修。

為何要靈修？	

「為何要靈修」和「如何靈修」是一個銀元的兩面。靈
修是一個極廣義、多元的詞彙，其詞性可以是動詞、名
詞、形容詞、甚至是副詞。如上文所言，不同時代，不
同宗派，對靈修有不同的定義和範疇。D.	A.	Carson有
一篇文章對靈修定義的寬廣度有頗詳細的討論，他提出
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就是靈修要回歸神的話，以聖經
神學為靈修的基礎。3「為何要靈修」是指向靈修的目
標，「如何靈修」是達到靈修目標之途徑。

靈修的目標

聖經並沒有具體和明確使用「靈修」這個詞彙。從英
文對「靈修」的用詞，可能會得到一些啓迪。「靈
修」常用的一個英文名詞是devot ion，另一個詞彙
是spir i tua l i ty，其意思比devot ion更豐富和寬廣。
Devotion是從devote這個動詞衍生出來，在基督教的
靈修（devotion）傳統，是指獻奉（devote）一段時
間來忠誠表達對神的愛慕並與神親近合一。Spirituality
又為「靈修」提供了更寬廣的角度和範圍，一切與
「靈」有關的事情與活動都可視作為「靈修」，其中一
個與「靈」有關的事情或活動是指向人的靈與神的靈契
合的歷程。

「靈修」的意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可以涵蓋的。
Devotion 的字義告訴我們靈修是以時間、心懷誠意去
投身在愛慕的對象或事情上。靈修在於分別一段時間出
來專心聚焦在神身上，神是靈修時的對象；在靈修時所
作的事情都是環繞神的。但其餘「非靈修」時間，我們

又獻奉（devote）、誠心實意投入在「甚麼對象」身上？
愛慕「做甚麼事情」呢？那「非靈修」時間所投身愛慕
的對象、事物，可能更具體反映靈修的實義和能否做到
真正的「靈修」。

人不單有靈性，更具肉身、意志、感情和慾望。若將靈
修「分割」為部份時間以「靈」跟神在一起的活動，似
乎是將整全的人分割，也將「靈修」碎片化。從舊約到
新約的其中一個一貫主題，是活出神的形象和樣式。創
世記記述神以泥土造人，是按祂的形象和樣式而造，並
且將生命氣息賦予所造的人。夏娃受蛇的引誘，想要像
神一樣能知善惡，可惜採用了一個「神所禁止的命令」
（創三6）	來達成像神的目的，結果帶來死亡。創世記
又記載了一個沒有經歷死亡的以諾，他與神同行（創五
22、24），神將他接去。巴別塔之後的事蹟，可以簡
約地理解為神揀選亞伯拉罕及其子孫，與他們同行的歷
程。新約是神道成肉身，以人子耶穌基督的身份與人同
在的歷史。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寶訓結束時說：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
48）。保羅勸勉以弗所教會的肢體：「所以你們該效
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弗五1）；又命令哥
林多教會的信徒該要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十一1）。

若界定「靈修」的目的為：要像神，活出神的形象和樣
式，效法耶穌基督，與神同行合一，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這定義雖未能涵蓋「靈修」的全部意義，但也可以指出
「靈修」的大方向。基於上文由引言至靈修目標的背景，
以下探討為何詩篇可以作為靈修操練的資源。

詩篇作為靈修操練資源的理由：

1. 聖經中最長篇幅的一卷書是詩篇

大部份福音派信徒的靈修操練都包括讀經、默想和禱
告。讀經作為靈修操練的其中一個基石，聖經便成為靈
修操練不可或缺的原材料。詩篇在聖經中佔最長的篇
幅，是每一個使用經文靈修的信徒不容忽略的一卷書。
可能有些信徒在閱讀詩篇時，因其詩歌文體和內容的特
色，而未能投入其中便匆匆略過。盼望以下的討論，能
喚起讀者領會詩篇是靈修操練的寶庫，從而使用詩篇來
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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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中囊括最多禱文的一卷書是詩篇

教父亞他那修說：「聖經是神對人的話；詩篇是人對神
的話。」詩篇主要是詩人向神的禱告；是詩人在不同人
生境遇，不同信仰歴程中向神發出的感恩、讚美、哀求、
甚至質問。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
偷。」同樣，熟讀詩篇一百五十首，便會體驗詩人與神
的關係，他們在信仰路途上和神同行的經歷榜樣，成為
使用詩篇來靈修的信徒，在信仰路途上與神同行的一些
指示路標；也幫助使用詩篇靈修的信徒成為一個更懂得
禱告的人。

3. 聖經中使用於敬拜最多的一卷書是詩篇

趙詠琴博士在她《敬拜生命的主：從聖經重尋靈修的意
義》一書中，將靈修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大類：前者是指
每天敬拜主的時刻；後者是指敬拜的人生。4 若靈修就
是敬拜，那麽，詩篇作為一本敬拜手冊，常常提及聖所
並耶和華的殿，不單在今天教會崇拜禮儀中佔有一席
位，對於期望活出一個敬拜人生的信徒，同樣具有舉足
輕重的作用。

4. 記述最多個人經歷神的靈修經歷的一卷書是詩篇

詩篇是詩人屬靈的經歷，信仰的掙扎，與神同行之旅
程，靈命成長的札記。反映詩人對神屬性的認識，受邪
惡傷害的痛苦，從讚美到感恩，從懷疑到信靠，從困境
中呼求到宣告得勝⋯⋯直到與上主心心相印。就如一面
鏡子，可以反照讀者的靈程狀況；透過詩人在詩篇中的
信仰經驗記述，讀者得到共鳴、啓發和指引。例如從感
恩詩引發感恩之情；從悔罪詩體會上主的赦免；從哀歌
抒發哀嘆，從而向上主尋求安慰。

5. 記述最多群體靈性狀況的一卷書是詩篇

詩篇不單是詩人個人信仰的經歷，也包含群體的共同信
仰經驗。通常這些詩篇是以第一身眾數的主詞「我們」
為主調；例如一些群體的讚歌（六十六、六十七篇）；
一些群體的哀歌（八十、八十五篇）；一些群體的禱告
（四十四、七十九篇）；十五首上行之詩（一零二至
一三四篇）都記錄了群體靈性的上行經歷，對於建立信
仰群體的靈性甚有價值。

6. 整本聖經最多經文可供唱頌的一卷書是詩篇

詩篇是以希伯來文詩歌的體裁撰寫，具有平行對句
（parallelism）、韻律（rhythm）等特性，並且意象
豐富。詩篇原是可以配上音樂唱頌的：十五首上行之詩

 1. 彭順強：《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2。	
 2. Adele Ahlberg Calhoun, Spiritual Disciplines Handbook: Practices that 

Transform U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3.	 D.	A.	Carson,	“When	 is	Spirituality	Spiritual?	Reflections	on	Som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volume	37,	no.	3	
(September	1994),	381-394.

	 4.	趙詠琴：《敬拜生命的主 : 從聖經重尋靈修的意義》( 香港：明道社有限公司，
2015)	，12-41。 

	 5.	 關於靈修與退修等課題更豐富的討論，可參考中國宣道神學院過去出版的《靈深
一席談》刋物，此期刊電子版可於學院網頁上瀏覽。另外，何傑博士在 2007 年
第一期的《靈深一席談》一篇名為〈心靈季節的和弦──詩篇與靈修〉文章，也
極具參考價值。

在希伯來聖經是名為上行之「歌」。詩篇記錄有很多調
子的名稱：調用女音（四十六篇）；調用第八（六及
十二篇）；調用休要毀壞（五十七至五十九、七十五篇）；
調用迦特樂器（八、八十一及八十四篇）；調用遠方無
聲鴿（五十六篇）；調用朝鹿（廿二篇）；調用慕拉便
（九篇）；調用麻哈拉（五十三、八十八篇）；調用百
合花（四十五篇）；調用流離歌（七篇）等。雖然這些
詩篇原著的音樂已失傳，但後世有再配上音樂唱頌的二
次創作。例如蘇佐揚牧師編著的《天人短歌》內有數十
首詩篇短歌，互聯網上也有很多詩篇配樂的創作可供唱
頌。詩篇以詩歌的文體，精練的文字，豐富的意象和格
律，加上音樂的節奏而作成，一方面有助記憶、背誦，
另一方面呈現真緻的感情和信仰經驗，能透入人的心靈
思緒，讓以詩篇靈修的信徒，可以和古代詩人的靈跟神
的靈感通。

結語

詩篇對不同宗派傳統，不同靈命程度的信徒，都可以是
歷久常新的一個靈修操練的資源。我們除了使用一些熟
悉的詩篇來靈修，還可以繼續探索整卷詩篇這一個靈修
的寶庫。5



我們都在吶喊——「上帝，祢在嗎？」	

香港這幾年間所發生的種種，使大部分香港人都陷於焦
慮不安、鬱悶沮喪之中。「上帝，祢在嗎？」、「祢為
何沉默？」、「我所信的神到底在哪裡？」	相信是不
少信徒的困惑和不滿，他們也感到內心對神的信心越來
越軟弱了。困於這心靈的煎熬之中，先知哈巴谷的禱告
成了我們的禱告：「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
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你為何使
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着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
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因此律法放鬆，公理
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哈
一1-4）	

放眼周遭所發生的人和事，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生活
中無不充滿困難、挫敗，和意料之外的疾病、失業、關
係破裂和分離；這些苦痛際遇時刻衝擊著我們對神的信
心。當人的心靈困於灰暗無望、迷惘不安的折騰中，我
們哀求神，卻似乎得不到解救，我們在內室的禱告，可
能只是喋喋不休的質問這位「缺席的上帝」：「為什
麼？為什麼要這樣？」、「神啊！祢仍愛我，在意我的
痛苦嗎？」、「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為甚
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詩二十二1）	

當公義自由、安逸平順、幸福甜蜜都與我們無份，擺在
眼前的，卻是一個黑暗無望和刺痛人生的境遇，上帝
「無情」的缺席和隱藏，不但創傷了我們，也突顯了信
仰生活中一個關鍵的難題──宿命。

神，祢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一位	

神的「沉默」、「充耳不聞」和「袖手旁觀」，令我們
困惑不解，甚至滿懷幽怨，因為這位「缺席的上帝」既
不合乎我們腦袋裡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更狠狠地撕毀深
植於我們人性深處對神的想像與幻想。

我們信，因為我們「愛」的神是一位愛護體恤、供我
們所求所尋、使我們得益處的上帝。經上說：「你們
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
門。」（太七7）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	（羅八28）「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
外。」（詩十六2）故此，我們樂於相信和傳揚這樣的
一位神。我們亦相信，只要我們投靠神，並且殷勤服
侍，便能擁有神，以及擁有祂信實的保佑、眷顧與賞
賜。

再細察我們人性深處那完美神的形象，不難發現，植根
於我們意識之中，那位吸引我們相信和投靠的神，是一
位能救拔我們免於苦痛、喜愛公義、恨惡罪惡的神。祂
關心祂百性所受的苦難、垂聽他們的呼求，並且能做出
非凡的神蹟奇事來拯救他們，就如經上記載：「耶和華
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
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
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
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三
7-10）	

我們渴望這樣的一位神。可是，一切都不似想像！

身處現實的痛苦，我們沮喪地發現，我們所經驗到的
神，並不像內心想像的那麼美好，腦袋相信的那麼非
凡。祂無情地缺席，把我們丟棄於失望、無助、憤怒和
苦痛的荒漠上。「缺席的上帝」使我們無力再讚美歌頌
神，我們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帶着失望和憤怨之情與神
疏遠，或是在自怨自憐中控訴祂：「神啊，祢為何隱
藏、不伸手扭轉我們的困局？為何不再不可思議地分開
海水，然後把海水覆蓋在要追殺我們的軍隊身上？為何
不再每天信實地供應我們神蹟食物嗎哪，並以使人希奇
的火炷和雲柱來引領我們於迷路中前行？為何缺席於我
們的苦難中？為何不給世人證明祢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真真實實地掌管宇宙萬物，並且與信祢的人同在？」2

中，轉眼凝視在耶穌基督裡完全啓示的上帝，免得我們
活在某種對神的不實幻想，和膚淺的信仰之中。

我們渴想神轟轟烈烈來拯救我們，並以使人耀眼的大愛
來護佑我們。可是，神卻把祂的救贖和審判隱藏於耶穌
基督的謙遜、順服與受苦之中，使基督成為捨命贖回眾
人的羔羊。羅哲修士說，基督不以強權、武力來制服和
征服我們，卻以最謙卑和甘願受苦的方式來邀請我們與
神修和，也與世界共融。基督受苦的十架，成了我們的
救贖，祂呼召我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太十六24）

我們需要看得見的事物，因我們無法了解隱藏而不顯眼
的作為，能有多少價值；我們需要神來助我們成為生命
的勝利者，獲得快樂，也免於種種苦痛的折騰。我們很
難相信，「身為基督的跟隨者，那赤裸裸的、無助、軟
弱的世界，才是我們該去的地方。」5；我們也很難相
信追求「我有平安」、「我有喜樂」、「我有恩典」並
不是信仰追求的焦點，而是背起十字架，被神徹底擁有。

如此看來，在耶穌基督裏的「信」是放棄我自己，包括
人性的渴望與判斷，以讓神來成為我的神。「信」的代
價是放下與神之間的效益關係，不避不縮地與基督一起
進入現實的種種苦痛與荒謬之中，在痛苦中與基督連結
在一起，也與受苦者組成群體。亦即是說，真正的「信」
是把我們帶回現實世界的苦難中，回到我們該站之處，
鎮定我們生命的焦點，讓基督的受苦、死亡與復活的救
贖滲透我們整個人，使我們成為祂真正的跟隨者。

講師園地

賴玉芳
靈修神學講師

缺席的上帝
     ——對我們的煎熬與煉淨！

 1. 聖十字若望著，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靈歌》（台北：上智，2001），
59。

 2. 賴瑞．理查著，黃一亭譯：《上帝放假了嗎？——等候上帝的操練》（台北：基
督中國主日，1996），38。

 3. 聖十字若望著，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靈歌》（台北：上智，2001），
65。

	 4.	約翰．可凡著，上智文化事業譯：《不怕黑夜：根據聖十字若望經典靈修》（台
北：上智，1998），80-81。 

 5. 盧雲著，應仁祥譯：《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台北：校園，
2013），68。

「祢隱藏在哪裏？心愛的，留下我獨自嘆息，祢宛如雄鹿飛逝，於創傷我之後；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十架約翰）1

只有另一種信，才能讓我們看得見神	

十架約翰說，神在決定時刻的隱藏是人「靈魂的黑
夜」，人靈必須度過這黑暗才能看得見祂、才能與神進
到既新且深的關係之中。他提醒我們，千萬不要像許
多愚蠢的人，按照他們對神的膚淺理解，認為當他們沒
有經驗神時，神就是在遠處，並且完全隱藏著。3	德日
進神父也安慰的說，只有當我們的靈魂受到損折的痛苦
時，我們才會遇到神。

神啊！若是如此，那麼祢執意的隱藏，讓我們在黑夜中
煎熬，是要我們在人性的貧瘠與虛幻的荒地上漂泊流
離，藉此壓碎我們人性中對祢不實的心理影像，逼使我
們從根本上改變對祢的想像與認知嗎？祢藉黑暗使我們
不能把祢強行拉到我們膚淺的層次，好搶走祢的奧祕，
反之，卻使我們與祢痛苦地摔跤，走過懷疑、不解、憤
怨而經歷內心的煉淨，把我們提昇到祢永恆的層次，尋
獲祢這位我們尚未完全認識的神。神啊，是這樣的嗎？

十架約翰鼓勵我們，不要懼怕黑夜，「信」能引領我們
看得見神。他說：
「我們雖有點肖似天主，
但我們與天主卻有無限的差異。
無論我們的渴望多大、
蒙受多少恩寵，
終究無法以認識任何人、事、物的方式去認識天主。

我們透過感官所得的任何知識， 
都無法讓我們的靈魂對天主有清楚的認知。

⋯⋯問題不在於我們面對神聖有所不敬， 
而是在於我們與天主之間本有的差異，

這一差異憑我們理智所能懂， 
我們的意志所能行、我們的想像所能造的，都不能消弭。
只有信德能為這距離搭起橋樑。」4

神啊！若是如此，請祢自己說明我們必須以怎麼樣的
信，來追尋、認識和信賴祢？

追隨在耶穌基督裏完全啓示的上帝

因基督的降生、苦難、死亡與復活，為我們贏得了新生
命，也開啟了我們信心的領域。因此，我們必須在黑夜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收入 經常費奉獻 744,854	

宣訓奉獻 141,380	

學費及其他收入 884,818	

總收入 1,771,052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222,913)

宣訓支出 (302,079)

行政及課程支出 (265,614)

總支出 (1,790,606)

本期盈餘 / ( 不敷 ) (19,554)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70,792)

累積不敷 (3,189,118)

購置設備 	

2020 年 7月至 2021年2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29,137)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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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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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我在這裏，請修剪我

生命故事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2021 年 1 月至 2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課程推廣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生命成長的
動力與阻力

葉萬壽老師 思維靜院 5月 26 日至 30 日
（週三至日）

屬靈群體的建立 賴淑芬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6月 7	日（週一）

屬靈導引的歷史
發展與傳統

彭順強博士 ZOOM網上實時及錄影
授課

6月 8日（週二）

屬靈導引：個
人實習與督導
（二）

賴玉芳老師
何林月滿博士
邱穎妍老師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春季課程（5 至 6 月）

本課程只供已獲邀進入「基督教屬靈導引」
碩士課程第三階段之學生報讀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何西阿書——挽回的愛 蒙日昇牧師 Zoom網上平台，
以廣東話授課

7月 10 日
（逢週六）

老城不老——耶路撒冷老城方志 蔡式平博士 網上錄製課程，
以廣東話授課

7月 28 日
（逢週三）

盼望中的行動：
後疫情時代的宣教使命

余志文老師 Zoom網上平台，
以廣東話授課

8月 3日
（逢週二）

神學＠青少年牧養——
《青少年牧者潘霍華》導讀

周震聲牧師 Zoom網上平台，
以廣東話授課

8月 5日
（逢週四）

普及神學課程（7 至 9 月）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失了。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學習甚麼，又感覺自己甚麼
都不會做，臨近要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
甚麼都沒學到。學業變成一個重擔，讓我背負不起；又
像是一個炸彈，讓我不敢觸碰。在我覺得自己極度軟弱
的時候，又恰逢家人抑鬱症發作，內外交困的情形，
使我陷入了焦慮、恐懼、沮喪和懷疑之中。雖然畢業論
文確定了寫作方向，但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我無力思考與
論文有關的任何問題，深感自己可能無法回應神的呼召
了，同時我也逃避面對神、面對自己的問題。在掙扎與
焦慮之中，我的論文導師和課程統籌老師不斷向我發出
恩典中的接納，並不吝與我分享她們生命中的經歷，鼓
勵我說神會按著祂的時間帶我走出流淚谷。漸漸地，我
開始重新回到神面前，直到有一天，神突然讓我看見我
錯置了自己的目標：我的目標不應該是趕快完成學業踐
行召命，我的目標應該始終是那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
的耶穌基督。當我再次定睛在耶穌基督身上，就得着了
繼續前行的力量。如今我仍然是十分軟弱，但是我正在
努力學習「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回顧這些年讀神學的日子，還真的是很辛苦。然而正是
在這條漫長的「苦」路上，我遇見了真正的自己，找到
了人生的召命，看見了天父不辭勞苦栽培的雙手，並且
這位愛我的神也在我面前設立了育人園丁的榜樣，好使
我可以跟隨他們的腳縱行。又到臨近畢業的時候了，我
不能說自己已經準備好去踐行召命了，但是我願意隨時
準備好對主說：「我在這裏，請修剪我。」

雖然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這一幕仍然讓我記憶
猶新：在道學碩士課程入學面試中，老師問我：「讀神
學很辛苦的，你準備好了嗎？」記得當時我毫不猶豫地
回答：「準備好了。」如今回首才發現，我當時對讀神
學「辛苦」的況味其實絲毫沒有認識，在懵懂無知中踏
上了這條「苦」路。

在入學一年之後，真正的辛苦來臨了。院牧來了，每次
跟她面談，我都要面對自己內心的傷痛與幽暗，一次又
一次去直面罪與傷害帶來的扭曲，有時讓我幾乎不能喘
息。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一次又一次體會傷口被纏
裹的溫暖，罪得赦免的自由。如同主耶穌叫人解開拉撒
路手腳和臉上包裹的布，讓他可以行走，我身上的裹屍
布也在掙扎和淚水中脫落了。到了畢業的那一年，我收
穫了一份未曾期待的禮物——我與真實的自己相遇了！
內心的歡喜與感動不斷湧流！也就是在這一年，學院舉
辦了有關神學教育的講座，我聽完之後感到這是神對我
將來路向的呼召。經過禱告及與幾位老師傾談，我確定
神要我投身於神學教育領域中，也知道畢業後我要繼續
進修。

從畢業後經過一年多的休整，我開始了在中宣神學碩士
（ThM）的學習。此時我不像在道學碩士入學時那樣目
標不清晰，那時候覺得服侍主總是要裝備一下，僅此而
已。而如今我知道自己身上有一個召命，因此我將自己
的學習目標訂立為趕快完成學業，好去踐行召命。然而
意想不到的是，雖然目標如此明確，我卻很快就感到迷

欣顏
神學碩士同學

194 期《中宣通訊》內容補充 
上期通訊中，馮兆成榮譽院長的文章〈面目離別，心裡卻不離別〉
有兩個補充註釋，相關內容已刊於電子版，詳情請到	https://bit.
ly/388MuUR	下載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