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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福音派神學院的回答大致類似

──為了培養神國工人。

有沒有什麼測量方法，可以

顯示神學院完成了其培養神國

工人的任務？而另一角度，教

會需要什麼工人？工人需要什

麼裝備能有效地服事？領導學

提供了探求的線索，本文即從

領導學的技能理論來探討這些

問題。

不論強調僕人領導、真實領

導、變革領導或林林總總的領

導理論，從領導學來看，傳道

人必然是教會的領導者、是屬

靈領袖（spiritual leader），因

為領導的基本意義是「影響」

。當一個人嘗試影響另一個人

時，領導已經在當中發生。

傳道人是以不同形式和途徑，

如講道、分享、團契相交、作

榜樣與模範，來影響、塑造信

徒的生命與生活。領導學的技

能理論，即是探討領導者需要

學習、發展哪些技能（或「職

能」），使他們可以有效地服

事。

不同的領導理論幫助我們

看到，領導者必須具備什麼訓

練，而能有效發揮領導力。

例如，特質理論指出性格影

響領導；技能理論則指出，知

識和能力是有效領導不可或缺

的，領導者使用其知識和能力

去達到目標。就是說，領導是

一項可以訓練的技能，教會領

袖（包含傳道人）是可以培養

的；要作稱職的教會領導者，

就必須接受栽培。問題是，他

們需要什麼樣的栽培？

能力/技能/職能

什麼是「能力/技能/職能

（competencies）」？簡單地

說，具有完成事情的特質稱為

「能力」。不同職業需要不同

技能來勝任工作。做好本份的

工作，扮演好角色，在工作上

便是稱職的（competent)。缺

乏技能，顯出人的無能。「無

能」（incompetent）即無法有

效領導，「無能」的領導使團

隊受損，眾人受苦。

要提升領導力，首先必須具

備各種能力。神學院最重要、

最優先應訓練什麼能力？

答案在於所教導的對象，是

哪個類別的學習者。這就牽涉

到課程設計與學制的目標，如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與道學碩士

科的區別。

一般認知能力

首先，傳道人和教會領袖必

須具備一般認知能力（cogni-

tive competence），包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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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與雅典、教會與

學院、基督徒與異端有何相干？

有了耶穌以後，我們不再需要思

辨；有了福音以後，我們不再需

要研修。」這是拉丁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 ca. 155-ca. 240）

的名言。特土良並不是反對「神

學」，他自己就是神學家。然而

在他看來，「神學」與「學術」

是互不相干的兩種知識。「神

學」的研究對象是基督福音所啟

示的上帝，與哲人的知識沒有任

何重疊（儘管特土良仍舊認為，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是認識真理

的工具、「非矛盾律」等邏輯定

律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事實上，沒有任何敬畏上帝話

語的基督徒可以否定「知識」，

就連特土良這麼極端的神學家，

也承認神學是對福音、對上帝的

知識。有人斷章取義引用保羅，

聲稱基督徒只需要愛神、愛人，

不需要知識，因為「知識是叫人

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八1）。但試問不追求知識

的愛，是什麼樣的愛？設想這麼

一個人，聲稱自己深愛他的父母。

問及父母之年，他卻說「忘了」；

問及父母愛吃什麼，他回答「不知

道」；政府提供哪些社會福利，

可以幫助年邁的父母，他也不知

道。關於父母之事（knowledge 

about），他總是一問三不知。如

此他又何以聲稱自己認識（knowl-

edge of）他父母，更遑論愛他的

父母？（待續）

與記憶的能力。前者指觀念形成

和資訊處理的能力，能將所接觸

複雜的資訊、知識等形成觀念。

其特色是創意性的、多元性的與

整合性的，經學習而獲得、而

被塑造，並且隨著歲月和經驗而

積澱，逐漸成熟。這是一般大學

的基本功能，也是神學院希望招

收具有大學學歷學生的原因。神

學院的教導建立在大學訓練的基

礎上，神學生將片段的吸收整合

而形成觀念。一般認知能力也涉

及記憶的能力。這主要是生物性

的，經由成長而豐富，卻隨著年

齡老化（所以，領導者必須退休/

退任）。

一般認知能力包括智力、判斷

力、想像力，及作決定、言語表

達、智謀、願景、創意等能力，

它的重要性是使人具有解決問題

與完成任務的能力。進一步的

說，領導者（傳道人）必須具備

概念化與整合的能力，包括對組

織（教會/機構）的整體概念，了

解組織的複雜性，以及自己（與

他人）在組織的切入點、扮演的

角色；並且能應用不同的觀念與

概念，將抽象的如組織的理念與

願景，以言語、目標、策略、經

濟規劃等表達出來（否則無法匯

集資源）。此種能力是基督教領

導者不可或缺的。

舉例來說：在教會你講了老半

天，他每句話都聽到了，卻不知

道你在講什麼（當然，問題可能

是他，也可能是你）：開了老半

天的會，他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當然有可能問題是會議的本身）

。試想，缺乏這種能力，主席如

何主持會議？書記如何正確記

錄？傳道人如何有效地傳講？缺

乏一般認知能力，就無法有效整

合、概念化、溝通。有人抽絲剝

繭，化繁為簡；有人越幫越忙，

因為不知道追根究底、了解問題所

在。

從《視野與領導力》一書的觀

點來看，概念化的能力包括框架的

能力、視野的提升及豐富的知識，

能將問題正確的歸類、框架。例

如，問題是結構性的，還是人力資

源的？此外，藉著讀書、分享、寫

報告，與老師、同學討論、互動，

課程的學習，神學院教導學生如何

將聖經與神學的學習概念化、系統

化，並有效地表達與溝通。

這些看似瑣碎、不重要的學

習，事實上非常重要，因為這樣的

學習可以培養、提升學生一般認知

能力，而這樣的能力在當代社會是

非常重要的。試想：若信徒領袖具

備這樣的能力，而傳道人卻缺乏，

後果會是什麼？（待續）

何謂「學術神學」？ 文/ 曾劭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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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欣神學院的老師平時散在四

方，每年的教師會議就像農曆春

節，是大夥團員的日子。

見面時，大家彼此互道平安，

因為在過往的日子裡，老師為了

教學飛到世界各角落，或現代化

都市，或窮鄉僻壤。能平安出

入，順利完成教學任務，在真理

上和學生同走一段路，都是值得

感恩的大事。

今年教師會議主題是「在變

化中的堅持」。世界局勢不斷在

變，創啟地區的環境也益發緊

縮，有什麼是我們該調整？有什

麼策略需要改變？什麼是我們的

DNA，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堅持下去

的？

從學院創始之際，「去」，

就是去到世界各角落，進行在地

的神學教育，是我們從神領受的

異象。「去」是我們需要堅持下

去的。但為了讓在外面的工作，

不論是教學點的開拓，或是老師

們能順利進出，並更多瞭解各校

區的情況，一個能帶來穩定、示

範作用的LA總部校區就變成必要

了。當老師們像軍兵在外作戰

時，有個穩定指揮調度的總司令

部，肯定是完成使命不可或缺

的。

三天的會議，每天以崇拜為

始，因為深知若沒有從神而來的

引領，我們不能做什麼。

在許多議題上，我們儘量讓老

師們的意見能充分的分享。也許

不能每個議題都達到共識，但相

信當初帶領老師們進入創欣服事

的神，依舊與我們同在。

會議之後接著畢業典禮，我們

總結了一年的服事成果。單單去

年一年就有155位畢業生的事實，

顯示神託付我們的真確性。典禮

中，我們也見證了交接和設立儀

式；過去十年對學校無怨無悔付

出的游瑞斌董事，將董事會主席

一職交給從創校之初就積極參與

的郭宗杰董事。一棒接一棒，創

欣的異象就這樣傳遞下去。交接

後，游董事轉為創欣基金會董事

會主席，要為創欣建立更穩固的

財務基礎。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籌募基金的工作，對創欣具

有扎根性的長遠意義。

典禮後，老師們帶著依依不捨

的心情，又回到個人的據點，重

新投入四處奔波，誨人不倦的軌

道中。

在變化中的堅持

【 2019年度教師會議 】

文/ 以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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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經文。又有一位老師教導我

們用音樂向神完全敞開自己，不

再躲藏。

我們在心境上與理念上不停地

被挑戰，如坐過山車般體驗各種

起起伏伏。經過六年多的掙扎，

回頭一看，不禁感慨萬分，這不

正是神的苦心安排！原來不同特

色的老師，都在最恰當的時刻出

現，與我們一起譜寫屬於我們的

故事與經歷，他們是神磨練我們

意志、錘煉我們信仰的試金石、

拋光機，要將我們塑成有價值的

器皿。如經上所說：「這許多的

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

當……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文/劉峰松）

創欣開創了神學教育史上嶄

新的典範，將神學院直接帶到信

徒中。老師們生活在學生家中，

讓學生親眼得見，獻身作神僕人

的有怎樣的性情。正如主耶穌與

門徒們一同作息，老師們以節制

簡樸的生活，見證信仰、活出信

仰。

通過各門課程，創欣幫助學生

解構又重新建構信仰三觀。在對

神的認知上，給學生增添多種新

的維度，比如：與神建立「我與

你」的關係，活在當下，此時此

刻就活在神國裡。

創欣的老師不僅各有專長，授

課特點也大相逕庭。頭一門課，

老師要求做大量課堂筆記，逼得

我們惡補中文，重新學寫中文

字。當我們對做筆記感覺有點進

步時，下一堂課的老師卻開始發

課堂講義，不需要再做筆記了，

反倒以流淚的歎息責備我們，為

什麼作為教會領袖卻對聖經如此

不熟。當我們信心掃地，幾乎要

打退堂鼓時，再下一堂課的老師

又以包容的愛心，呵護我們那幾

乎破碎的心靈，重建堅持下去的

信心。

正當以為從此走上正軌時，卻

又來了一位ABC老師，發音帶著

濃厚的美國腔，不專心幾乎就聽

不懂。但他卻給了我們最開腦洞

的查經原則，終生受益。後來又

來了一位老師要求我們這些理工

男，讀聖經時要「涵泳」，意思

是要讓經文融入我們，我們也要

不同特色的老師磨練塑造我們
【 畢業感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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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仙境般的紐西蘭還有哪些需要？
─淺談紐西蘭校區的發展

【 紐西蘭校區 】

劃，包括時間的安排及經費的預

備。

接著，按計畫於2018年11月

12-13日，在紐西蘭的奧克蘭舉

辦兩整天的牧者退修會，邀請有

潛力要修讀教牧博士班的牧者共

十五對來參加。退修會定位為「

牧者關懷與進修」，內容包括

1.牧會經驗分享與研討，2.牧者

的過勞與休息，3.牧者的在職進

修，4.牧者夫婦的配搭，5.如何

建立教會間平台與互助，最後介

紹創欣的DMin Program，並贈送

與會牧者神學院預備的書籍。

除我之外，還邀請正在當地校

區教課的本院舊約教席教授賴建

國牧師和師母，一起擔任講員。

沒有想到，該次退修會最轟動的

節目，竟是臨時安排由賴師母帶

領的「師母學」。師母們欲罷不

能，聚會時間過了，還讓牧師們

在外面等候多時。可見，師母的

角色何等重要，而他們的需要也

何等殷切。

2019年4月1-12日，教牧博士班

終於順利開課。兩門密集課程，

有六位全修生及多位旁聽生上

課。第一門課上完後，一位旁聽

生馬上改為全修生。預計2019年

下半年再增加兩位，2020年再增

加一位全修生，但願起初的感動

能滿足當地牧者的需要。

若教牧博士班在紐西蘭推動得

好，修課的牧者間建立了平台，

由今天的同學變成將來聯合事工

的夥伴，一起推動事工，定能成

為當地教會的祝福。（文/徐忠昌

副院長）

我曾形容若澳洲是天堂，紐西

蘭就是仙境。然這一年內，我入

境紐西蘭三次，所為何事？

2018年7月，我到Auckland教

課，有很深的感觸。當地有近80 

間的華人教會，宗派教會不多，

多為獨立教會。聽聞許多牧者在

牧會上的需求，孤單而期待重新

得力，以突破瓶頸。

回到美國校本部後，開始構思

學院能為他們提供什麼幫助？並

在沈振國主任帶領的現有校區執

行團隊下，組織教牧博士班DMin

的推動小組，由林敬虔牧師擔任

召集人，聯絡有意修讀教牧博士

班的牧者。學院規劃出全部博士

班修讀的課程、開課日期、費

用、書單、獎助學金辦法等明細

計畫，讓這些忙碌的牧者早點規

童年時的夏天，我在家裡總

能聽到外面叫賣雪糕的聲音。每

次聽到，我都跑到門口，目送他

們遠去，我沒有能力買，因為雪

糕一支五分錢。十二歲那年，我

去城裡姨媽家，表哥帶我去看電

影，還給我買了一支雪糕，我左

手拿著電影票，右手拿著雪糕，

那一刻彷彿是我人生的巔峰。

又是一個夏天。今年，創欣神

學院讓我拿到了「雪糕」。不一

樣的是，這不是我人生的巔峰，

而是前往巔峰的開始。

我代表很多比我更優秀的同學

來參加畢業典禮，是要證明所有

教授的教學成果，也是讓同學們

看見自己的勞苦果效。很多神學

院將優秀的學生招進來，然後培

養成優秀的學生；但是，創欣神

學院將一個平庸的人招進來，讓

他成為優秀的學生，這就是教授

們在我身上創造的奇蹟！

我要感謝論文指導老師路老

師。剛開始，他的中文說的比我

的英文還差，到第十五次見面

時，他中文說的已經合格了，而

我的論文還沒有通過！我問他，

我們倆個什麼時候相互通過一

下？終於他讓我通過了。

感謝孫毅老師高屋建瓴的指

正，使我的論文提升了很多；特

別感謝陳俊偉院長，指導我寫作

技巧並給我許多勉勵；感謝所有

教授、辦公室服事我的同工們；

感謝我所委身的約旦河教會的長

老、執事、同工和眾聖徒，沒有

他們的支援，我就沒有今天；最

後也感謝我的父母、妻子和孩

子。（文/ John Hu）

雪糕的滋味【 畢業感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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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信仰和認知的關係 I I

聖經解讀是多樣性的。要理

解其成因、綜合分析各自解讀的

適用性，而不是通過否定別人的

觀點，來達成聖經真理的唯一解

讀。教會歷史讓我們知道，歷史

情景、解讀方法、個人心態與造

詣及聖靈的光照，都是解經的重

要因素。正確的方法是基礎，若

不依循，會使解經淪為給自己的

想法作注解；同時，解經也需要

聖靈引導及智慧應用的。

學習和活出聖經的教導，是永

無止境的功課，是基督徒一生的

追求。真理不變，但理解和應用

真理的人在變。選擇某個時期、

某個版本的「聖經真理」而否定

其他解讀和應用，會有刻舟求劍

之嫌。

進而言之，認知（包括認知結

構、能力和知識儲備）和信心（

對於神的信仰、敬畏和熱愛）的

動態平衡有三種狀態：

1、認知簡單，信心單純

江浙農村老姐妹認為天堂可

以每天吃饅頭。可能很多人會覺

得，她們的見識限制了對天堂（

更準確地說是天國）的認識。但

她們信心純真熾熱，是耶穌在登

山寶訓所祝福的那些心地純潔的

人。保羅也說，新信徒如同嬰兒

喝奶，待身量成長，就開始需要

乾糧。當然乾糧也有不同階段，

最開始吃米糊糊，後來有蔬菜

泥、肉泥、軟麵條，乃至成人的

飯食。我們有這樣成長嗎？有沒

有人因為各種原因，認為只有奶

才是靈糧，於是一直在喝奶，以

至營養不夠、為主作工力不從心

呢？

2、認知豐富、信心貧瘠

對人類理性能力的信心超過對

神的信心，反過來攻擊教會。基

督徒要注意走中間的路：一、不

要被這些聰明的傻子拉低到他們

的程度，也用狹隘理性主義的標

準和對方辯論聖經的客觀真理，

然後被他們用豐富的經驗打敗；

二、不要像幼稚園小朋友，辯不

過人家，就說「不跟你玩了」，

以至產生反智主義，將大片江山

白白給了不真正信神的人，自己

關起門來感覺良好。

3、認知豐富、信心單純

耶穌給我們衡量信心的標準，

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品質，即要信

心純淨如赤子。真正學好神學，

不僅增加知識儲備，調整我們的

認知結構和能力，最重要是，在

過程中淬煉信心，使我們相信

神，而不是自己，乃至包括屬靈

長輩，因為我們都只是人。

申命記六章4-5節訓導我們，

當全心、全人、全力愛主。如果

光是講心，而排斥頭腦，就不是

用自己的全部來愛主。培養能謙

卑自己、充分而不過分解讀聖經

的領袖和教師，是神學院的重要

使命。願神感動更多弟兄姐妹，

因信仰而尋求理解，通過神學院

學習，能全心全人全力愛主我們

的神。（全文完，作者為創欣神

學院舊約副教授）

從一個小調查

文/ 張曉丹

【 學習與認知 】

傳講基督真道時，不傳講
「我的觀點才是對的」，
是對信心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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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總論

哲學博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
學院副教授；現任創欣神學院歷
史神學副教授。著有《個體的人
》、《聖經輔導》、《轉向：走
在成聖的路上—加爾文〈基督教
要義〉解讀》

課程簡介：介紹自使徒時代開始

到二十世紀基督教會二千年來在

歷史中的發展，讓學員認識教會

發展的歷史傳承，以了解今日教

會所面對問題的來歷，並學習欣

賞教會傳統的多樣性。

孫毅      老師(Ph.D.)

9/7-22 家庭與婚姻輔導
課程簡介：以個案研討的方式，

閱讀並且分析聖經暨當代的家庭

與婚姻中的輔導＆教導。使用聖

經的原則來慎思明辨，並且參考

當代輔導學的理論/方法/技巧，

來學習處理：家庭與婚

姻的輔導。

熊聖華      老師(Ph.D.)

11/9-24

實驗心理學碩士；認知心理學博
士；側重於婚姻家庭輔導的道學
碩士學位。曾任宇宙光雜誌社心
理輔導、亞利桑那州立醫院心理
輔導、美國移民局青少年看守所
的臨床心理輔導，現任創欣神學
院客席講師。

宣教學概論
課程簡介：認識基督信仰是如何

從猶太人這個特殊群體擴展到全

球，從聖經、教會、歷史、文化

、神學、策略這六個方面來思考

這些問題，讓我們認識自己作為

耶穌基督門徒的身份、

使命、盼望、榮耀。

陸世敏      老師

11/30-12/15

富勒神學院跨文化研究博士；現
任創欣神學院助理教授。有多年
宣教經驗；研究範圍：儒家家族
主義處境下的基督信仰神學。

(Ph.D.)

神學博士；畢業於富勒神學院；
有多年教牧經驗，研究範圍：傳
道人的自牧。現任創欣神學院客
席講師。

劉承慧      老師(Ph.D.)

10/5-20

課程簡介：介紹教牧事工的基本

神學原則與實踐技巧，涉及教牧

神學；教牧職分與恩賜；教牧事

工及倫理；教會治理與紀律；教

牧關懷/輔導各領域。

教牧學概論

美
國
校
區
秋
季
課
程

在普世華人教會教牧同工的神學水

平普遍有所提升時，領導力方面卻未

見明顯成長，使得教會和福音機構對

外發展緩慢，內部矛盾得不著妥善處

理。與此同時，華商在世界各地有如

雨後春筍，其中不乏基督徒商人和職

場管理人員。儘管他們參加教會，但

缺乏將聖經中的屬靈原則應用在商業

運作及引導員工上，無法達到榮神益

人的目的。有鑑於此，創欣神學院開

拓“領導力研究中心”，以聖經提供

的領導力為基礎，並參

考現今的領導力理論和

方法，研發適合華人文化的

領導方法和理論，用於培養有屬靈領

導力的教會領袖、基督徒商人、和企

業管理人員。“領導力研究中心”主

任梁明照牧師，為Dallas Baptist Uni-

versity領導學博士候選人，致力於神

學培訓十多年，尤其關心教會和基督

教機構領導屬靈生命的培育，在領導

力研究及教學方面已有很多積累。

創欣領導力研究中心【 創欣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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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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各校區聯絡人
澳洲
雪梨

梁潔瓊 老師

賴建國 老師

靈修神學

詩歌智慧書研究

9/23-10/5

12/2-14

紐西
蘭

麥耀光 老師家庭與婚姻輔導 8/5-17

戴永富 老師神學方法論 9/30-10/4

盧敬祚 老師當代宣教議題 10/7-11

盧敬祚 老師屬靈策略與領導 10/12-24

鄧光復 老師釋經講道 10/15-19

徐隆琪 老師查經法 12/2-14

莊信德 老師

黃維菱 老師

系統神學II

保羅書信研究

9/4-17

11/4-15

法國
巴黎

海
外
校
區
秋
季
課
程

英國
倫敦

戴永富 老師

張曉丹 老師

系統神學I

摩西五經研究

9/9-26

10/7-24

周巧明 老師宣教學概論 11/18-30

澳洲雪梨｜呂萬清牧師

Tel: +61-490-350-737

Email: jefferson@mygets.org

紐西蘭｜沈振國長老

Tel: +64-9-537-3159

Email: ckpshen@gmail.com

英國倫敦｜譚健生宣教士

Tel: +44-7952-882746

Email: info@gets-uk.org

法國巴黎｜高玲玉傳道

Tel: +33-667-016816

Email: chansummi@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