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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曾是猶大國的貴胄，

主前605年被擄到巴比倫之後，

他便理解到「至高者在人的國中

掌權」（但4:25），「祂改變時

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

賜給智慧人。」（但2:21）生活

在異國他鄉被擄之地，但以理更

深刻地理解到，之前所信奉的這

位神是「天上的神」，祂統管整

個世界，決定著世界歷史的進

程，並且君王的心在祂手中， 

就如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

21:1 ）。

我們在沒有意識到自己乃是生

活在被擄之地之前，都會把希望

更多寄託在君王身上。以為只有

依靠君王的權柄，才可能把這個

國家重新帶回到我們所期待的基

督教文化軌道。在教會歷史上，

教會與君士坦丁大帝聯合所形成

的基督教國家傳統，似乎給我們

展示了這樣一個樣版，不僅把教

會、也把國家，帶到令人羨慕的

輝煌時期。然而，這種基督教國

家的夢想已經成為過去，至少我

們今天沒有生活在這樣的時代。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世俗化的

時期，無論誰成為君王，國家都

已經被世俗化的勢力所捆綁。生

活在這樣的時代，猶如生活在被

擄之地。在被擄之地仰望的不是

地上的君王，而是那位天上的君

王。當然，就像但以理，這並不

意味人要放棄對社會或國家事務

的參與，或者在文化風氣中隨波

逐流。而是要從自己做起，照著

這位天上的王給自己的召命，承

擔起引導社會文化的責任。這個

時代的實際情況是，國家歷史的

轉折，不是由某一位君王或某屆

政府所改寫，特別是社會文化的

風氣，更不是君王的權柄就能轉

變，而是取決於那位天上的神所

定的日期，也與我們每位被祂所

召的人，是否願意承擔祂所賦與

的責任有關。

每個蒙基督恩典的人是否能承

擔起神所加給的負擔與責任，取

決於我們對這位神的認識，以及

對所生活的時代的認識。其實，

這正是我們神學院在今天所要做

的事情。

不是單單培養，某個小的聖職

群體如何來帶領一個小的教會群

體，使其儘量遠離這個社會；而

是要盡力給每位基督徒，提供能

夠接受神學裝備的機會，讓他們

不僅了解教會及教會內的信仰生

活，同時能更深地認識自己所生

活的社會及時代，認識到基督徒

在這個世俗化時期的生活樣式及

要承擔的責任。相信也期待創欣

神學院能夠被那位天上的神這樣

使用，在2021新的一年中，更

好地承擔起祂賜給我們的責任與

使命。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

【 教務長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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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學術神學 IV

信心追求理解 文/ 曾劭愷

特土良「有了耶穌以後，我們

不再需要思辨」的觀點，並未被

西方教會的主流神學所採納。其

歷史因果頗為複雜，在此礙於篇

幅，無法細究，只需要說，這觀

點明顯與「這是天父世界」的聖

經信仰牴觸。西方教會的主流神

學採取了「信心追求理解」（拉

丁文：fides quaerens intellec-

tum）的觀點。奧古斯丁（Au-

gustine of Hippo, 354-430）及

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是這傳統最具代表性

的人物。

所謂「信心追求理解」，意思

是「信心」與「知識」並非相互

對立。更有甚之，「信心」與「

知識」是不能切割的整體。「知

識」乃是由「信心」與「理解」

所構成。「信心」是「知識」的

初始狀態，而「知識」藉由「理

解」進入成熟的階段。「信心」

與「理解」之於「知識」，不像

「樹枝」與「樹葉」之於「樹」

。「信心」與「理解」之於「知

識」，更像「種籽」與「小樹」

之為同一棵樹的兩個生長階段。

在最初始的狀態中，種籽就是那

棵樹的全部，它不是那棵樹的一

部分。但我們種樹的時候，不會

滿足於埋在土裡的種籽。我們會

因種籽發芽、長成樹苗、生出枝

椏而喜悅。同樣地，信徒在「信

心」尚未達到「理解」的初始階

段中，已經真正「認識」上帝

了。但是當天父看見我們對祂的

「認識」從「信心」的階段成長

至「理解」的階段時，祂會因聖

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而喜悅。安

瑟倫也告訴我們，一個真正信靠

上帝的人，不會滿足於初始的信

心，因為有真信心的人會愛上

帝，會渴慕理解上帝。信徒的信

心會因著理解上帝而喜悅，就像

父神喜悅我們理解祂一樣。

正如我們稍早所解釋的，這種

理解不會停留在狹義的神學，也

就是對上帝自身的理解。信心所

追求的理解，會包括與上帝有關

的一切。這世間沒有任何東西與

上帝無關。於是，「信心追求理

解」的神學路線，在西方教會就

漸漸產生了多樣的學術研究。

英國及歐洲有一種大學，由眾

學院（colleges）組成，稱為「學

院制大學」（collegiate universi-

ties），這種聯邦制的型態源於中

世紀。「學院」一詞源自拉丁文

collegium，原本是「禱告院」。

在中世紀，修道士及神學家在此

禱告、研習聖經，並漸漸發展出

其他學問。這些禱告院以神學為

基礎，從事各門學術研究。到後

來，同一座城市中不同的學院彼

此聯合，就組成了大學（univer-

sity）。

牛津大學有座知名的圖書館，

名為「博德利圖書館」（ the 

Bodleian Library）。西方學人十

分崇敬這座圖書館，經常說「『

博德利』就是『圖書館』的同義

詞」。錢鍾書留學牛津時，取諧

音戲稱該圖書館為「飽蠹樓」，

自詡為饕餮之蠹（書蟲），在樓

中「橫掃西典」。

圖書館的方庭（Quadrangle）

是主要建築，其核心為神學館

（Divinity School）。牛津眾學

院向來有自己的圖書館，到了

十五世紀，漢弗利公爵（Duke 

Humphrey of Gloucester）捐獻

大量原典給牛津大學，由眾學院

共享。為存放這些原典，就在神

學館之上加蓋了一座圖書館，名

為「漢弗利公爵圖書館」（Duke 

Humphrey’s Library）。

十六世紀，漢弗利曾一度中

落，直到1598年，在牛津莫頓學

院（Merton College）院士博德

利（Thomas Bodley）主導下，

才重整、擴建。博氏曾隨父母移

居日內瓦，躲避血腥瑪麗迫害，

其間博氏投入加爾文師門，返英

後成為清教徒運動一員。清教徒

重視閱讀，在博氏主導下，牛津

大學圖書館終在1602年重啟。

為紀念博氏的貢獻，便將此館命

名為「博德利圖書館」，幾世紀

來不斷擴建，但主要部分，始終

是以神學館為核心的十七世紀方

庭。

【 專題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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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研究中心開拓進行式
文/梁明照

我們的學科和學系，尤其是領導

力方面。並與美國的Develop-

ment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DAI）合作，開辦中文的組織

領導力碩士課程（Master of Arts 

i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MAOL）。這是一套很成熟的英

語基督教組織領導力課程，在全

球19個國家以不同語言授課。第

一次翻譯成中文，先在亞洲推

動，繼而要推廣到全球的華人社

區。首屆開學原定於今年三月，

因疫情而延期到今年秋季。

中心的重點工作是在學術方

面，同工和教授們按照需求，設

計出不同課程、專案和學系。

在科目方面，我們先後為碩士

科和教牧學博士科提供領導力的

科目（MC531, MC891），藉此

提高同學對屬靈領導的認識；項

目方面，則設計了教牧領導力文

憑和工商領導力文憑課程，現正

招生中；學術方面，也開發了基

督教領導力碩士系（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Leadership, 

MACL），提供牧者、長執、同

工和在職信徒認識領導力。

這是創欣神學院第三個聖經類

的文學碩士課程，目的不單要提

高基督徒領袖的領導力，更讓他

們按照聖經的教導，以主耶穌為

榜樣，作有效的帶領，彰顯神的

榮耀。這個新的系正在組班中，

招生狀況也算理想，首屆將於今

年秋季開學。

展望未來，領導力中心將在教

牧學博士系裡開拓主修領導力，

讓博士生在吸收西方基督教領導

力精髓的同時，能發展出一套適

合華人文化的屬靈領導模式，有

更多關於屬靈領導的學術和畢業

論文貢獻給華人社會。當時機成

熟時，中心願意成為橋樑，舉辦

基督教領導力的論壇和會議，同

工們積極地在這方面預備，並禱

告求神開路。

萬事起頭難，開拓新事工的確

不容易。但當我們察覺到，當今

華人教會和屬靈團體缺乏合乎神

心意的領導力，感受到神對創欣

神學院的呼召，深信神必定在其

中帶領。請為中心的同工和事工

禱告，讓我們所作的一切，無論

是開拓的課程、專案，或每天在

平台上的屬靈供應和事奉，都能

合乎神心意。願神親自成就祂的

旨意，賜福海內外信徒，甚至全

球的華人世界，阿們！（mcl@

mygets.org）

2019年5月，創欣神學院成立

了「領導力研究中心」，一年多

來的努力開拓，經歷撒種期和幼

苗的成長期，如今是這棵神讓它

成長的小樹，開花並結出第一批

果子的時候了。

人們對於新事工都會滿懷大

志，希望儘快打出名堂或者先拔

頭籌。但領導力中心的目標和異

象，與學院的方向相同，都在於

培育神國人才。這不是立竿見影

的工作，而是細水長流的事奉。

同工們願意從最根本做起，抱著

育人先育德的理念，立志在建立

屬靈品格上先下功夫。故此，本

中心以微信公眾號為平台（僕人

式的領導），每天為信徒和屬靈

領袖提供靈修，全面地建立未來

屬靈領袖的本質、正確的人生

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平台的關

注人數不斷成長，至今已超過

2,300人。

中心一方面耕耘平台的事工，

一方面也為各地華人教會和屬靈

團體，如基督徒工商團契，提供

領導力講座，讓華人基督徒更認

識基督教領導力與世上領導力的

不同之處。

我們也與好幾家聖經學院合

作，接受他們所推薦的同學入讀

【 領導力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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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導師心得
【 網路課程 】

領袖。

由於這個教導和學習系統，對

老師或學生都是全新的學習和溝

通方式，網路導師的工作就是，

協助老師引導學生學習，督導學

生的功課，與他們切磋討論。學

生的學習是看視頻，聆聽MP3的

講稿，詳讀課本和講義；每週的

議題討論和繳交作業都在Moodle

上進行。透過互動的議題討論，

作出回應和彼此分享，並寫報告

來完成學習。

學期開學前，我們先有新生訓

練說明會。大家彼此認識，同時

練習使用網上的操作方法。剛始

使用時，作業程序和技術上仍然

有一些問題，經過學院同工，特

別是電腦技術專家，不遺餘力地

教導操作，現在師生們都能熟悉

地使用它來教導並學習。

身為導師，我有機會直接和學

生及其家庭分享。開學前兩天，

主賜給住中國的學生一對雙胞胎

女兒，恭賀之後很快就接到他傳

來兩個可愛小寶貝的照片；當地

有位學生說他生病不舒服，擔心

得了新冠肺炎，但不久就說，感

謝神不是病毒感染。華語的使用

也因不同國家和地區使用的詞彙

或意思不一樣，有時也必須多作

解釋和溝通。因無法見面，起初

還把中性名字的姐妹被誤為弟

兄。從網路的課程學習到不同的

溝通文化，我稱它為創欣網路溝

通新文化。感謝主，大家都能彼

此尊重。願主繼續看顧賜福網路

課程的施教和受教者。

感謝主奇妙的帶領，在我牧會

十多年後，轉換服事跑道，加入

創欣神學院，並參與遠距教學中

心的網路課程，擔任導師一職。

網路導師必須和學生互動交

談，因疫情限制，大部分時間只

能透過電子郵件寫來溝通，但慶

幸仍可以使用Zoom見面認識。這

學期的學生，分別來自台灣、羅

馬、中國不同省份和洛杉磯。他

們平時不單要工作，也要照顧家

庭，卻願意犧牲與家人相處的時

間，全心學習，為著事工需要裝

備自己或預備將來成為教會牧者

文/ 林明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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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學習考驗自律力

2月1號開學不久，就逢中國農

曆新年，學習和過年相撞，自律

和鬆散相伴，實屬不易。對我而

言，太太已有8個月的孕期，行

動不便，我幾乎所有時間都花在

照看3歲的孩子。為了跟上學習進

度，不得不調整作息，趁孩子未

醒前，默默走進書房。於是，每

天早上6點到8點，成了我固定學

習的時間。古話說：「一日之計

在於晨。」早晨的時間的確可以

高效學習。

2020年九月，我接到創欣神學

院網路遠距課程的招生資料，和

副院長徐忠昌牧師的電郵，徐副

院長的意思是請我在意大利境內

推薦學生就讀。我感到自己在神

學裝備上也膚淺不足，經過一段

時間禱告，並與家人商量後，決

定把握時機就讀，同時也推薦兩

位同學一起上網路遠距課程。

從2021年二月上課至今已有四

週，透過網路視頻的遠距上課，

我每週按著學院老師的書目要求

閱讀，和提交作業報告，雖然上

課期間仍在作自己的律師本業，

有家庭及教會的服事，又同時選

由於是遠距學習，平時就自己

聽課、閱讀、完成作業、在論壇

參與課業討論。與以往的課堂學

習大不相同，更加考驗自己的自

律力，對於平時散漫慣的我挑戰

巨大。感謝神的恩典，每天固定

時間學習可以改變我以往懶散的

習慣。

遠距學習的方式，給我們這

些無法加入全日制學習的學生大

大的便捷。疫情期間各樣線上聚

會，使這種方式被普遍接受。原

修四門科目，時間上非常緊湊。

但是，我學到一個功課，就是忙

而不亂，要知道如何平衡分配家

庭、上課、事奉和工作上的時

間。

感謝天父豐富的預備，創欣

神學院的老師們有異象與使命，

並有視野遠見開設了網路遠距的

本遙遠的神學教育，竟可以在家

中修讀，真是夢想成真。但遠距

學習也確實有一些弊端，首先是

碎片化帶來的學習不連貫，其次

是無法深入與老師同學交流。盼

望日後的學習中，學校能安排深

入溝通的機會，例如定期的Zoom

會議、線下的面對面切磋（同一

地區）。學習才剛起步，希望有

始有終。（文：樂樂）

課程，讓同學們可以在家或工作

的地方，按著自己的時間上課並

完成作業，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限

制，這種學習方式對於全職或兼

職傳道、教會領袖及小組長都受

益良多。（文：吳恩斌/意大利羅

馬）

【 學習與認知 】

網路遠距裝備，受益良多



http://www.mygets.org/ch/page/zhichifengxian/fengxianfangshi


藉著神學教育的推廣與實踐，為神國培育：(1)今日教會所需的傳道人員，使
他們能回應時代需要、在教會中有效地牧養；(2)神學教育人才，使神學教育
得以傳承、普及，進而加速信仰在文化中生根、在民族生命中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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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 使命
藉著神學教育的推廣與實踐，為神國培育：(1)今日教會所需的傳道人員，使
他們能回應時代需要、在教會中有效地牧養；(2)神學教育人才，使神學教育
得以傳承、普及，進而加速信仰在文化中生根、在民族生命中結果

為普世華人教會訓練傳
道人員與神學教育人才

GO

http://www.mygets.org/ch/page/yuanjujiaoxue/yuanjujiaoxuejian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