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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新世代中宣講上帝永不變的真理 

 --新講道法研習 

 

引言：今日教會講道的更新之必要性 

 

一、講道在今日所面臨的挑戰 

(一) 從一般會友、聽眾的角度 

(二) 牧者本身的內在因素 

1. 「傳道人」這個職份本身讓牧者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的人 

2. 過去在神學院所受的講道訓練不夠 

(三) 宣教環境的外在因素 

    1. 華人教會的宣教處境 

    2. 當代文化的衝擊 

3. 特會的迷思 

 

二、今日教會講道的更新之方向：講道的更新是一項神學工作 

    今日教會講道的更新其首要之務並不在於技巧，而在於神學; 牧者必須重新

恢復對上帝、聖經、教會、牧師的職份，以及講道的信念。 

 

(一) 方向一：恢復對講道的信念 

1. 「話語事件」(Word event)：講道是一個人與上帝相遇並生命得到改變的事件。 

2. 講道的事件包含的四個要素：講道者、聽眾、信息、教會的情境；這是整全 

的講道觀，也是講道學所涵蓋的範疇 

     

                       講道者 (Preacher)  

 

                     

教會的情境（Churchly Context） 

                    

 

      信息 (Message)                     聽眾 (Listeners)  

 

 

(二) 方向二：恢復「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biblical p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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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不是什麼? 

 一篇以聖經為開始、並且以聖經作為結束的講章不一定就是以聖經為根

據的講章。  

 不是視你在講道中引用了多少經文而決定。  

 與講章的形式沒有關係(不管你是使用主題式講道的、或是釋經式講

道)。   

 

2. 「以聖經為根基的講道」之定義 

(1) 約翰．諾克斯(John Knox) 的觀點 

 與聖經中的主要概念接近的講道。 不但如此， 這些概念不是以抽

象的方式出現在講道中， 而是與教會的生活與人的實存息息相關。   

 所關注的是聖經的中心事件 (central event)， 即基督的事件。   

 真正的「以聖經為根基的講道」應該像是一個橢圓形 (而不是圓

形)， 在二個焦點之間移動: 一邊是古老的事件， 一邊是聖靈裡

的新生命/教會。 

 真正的「以聖經為根基的講道」本身是一個事件，是一個上帝繼續

作工並施行拯救的事件。如此，講道不只是傳講福音而已，講道本

身就是福音的一部份。   

 

 

        古老的事件       現今的世界 

          聖經                                      教會 

   

 

 

(2) 湯姆斯．隆恩(Thomas G. Long) 的觀點 

「任何時候，傳道人容許讓一段經文成為一篇講章內容的主導，很忠實地解釋聖

經， 並與當代人的經驗與處境相關聯時，那麼他(她) 的講道就是以聖經為根據

的講道。」 

 

3. 「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的特質，以及今日教會須重申「以聖經為根據的講

道」之理由 

(1) 「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必須宣講福音：教會的講道應在「宣講」

(kerygma， preaching) 與「教導」(didaskein， teaching) 之間作區分。 

(2) 「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必須在「聖經」與「世界」二者之間保持張力

與平衡 

 今日教會出現的二種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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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向三：宣講「福音」 

1. 福音的反諷(irony)  vs. 英雄主義 

 聖經的作者經常用一種反諷的手法來描寫這些聖經人物，而不是他們當

作英雄人物般地對待。為什麼? 它的目的是將焦點放在上帝奇妙的恩典

上；換言之， 反諷的手法承認我們不過是罪人，但同時也肯定上帝的

恩典—上帝接納，愛我們這些罪人，並因著我們的信稱我們為義。 

 與反諷相反的就是英雄概念，將焦點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上帝的身

上；高舉人的勇氣，人的努力，人自我意志的決心與改變，以及人的成

就。當這出現在講道時，我們聽到的是一種批判或指責人們在信仰上應

該更努力，對教會的事工應該更投入，或是應該更多委身給上帝。  

 

2. 福音(gospel)的文法與律法(law)的文法之區別 

至於我們是否把福音的好消息傳講成一種教條主義，還可以用「文法」來加

以檢驗。福音的文法與律法的文法之間的區別如下： 

 

(1) 律法的文法：如果…，那麼…(If…., then…) (如果你真正愛上帝的話，你 

就不應該憎恨你的敵人。) 

 

(2) 福音的文法：因為…，所以……(Because…, so……) (如: 因為上帝是如

此的愛我們，所以讓也應當愛我們的仇敵。)  

 

3. 切記：「福音與律法」是基督教神學中很重要的一種辯證 

     

(四) 方向四：它是傳道人與平信徒，講道者與聽道者的團隊工作 

    1. 傳道人方面 

 恢復對講道的信念 

 看重「講道的職事」：準備講章是講道者的一種靈性操練 

 以開放的心學習不同的講道法 

    2. 平信徒方面 

 加爾文：「一篇好的講章聽眾要負一半的責任。」 

 

(五) 方向五：傳道人應以開放的心學習新的講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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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新」講道學的特色 

 

一、「新講道學」(New Homiletics)的定義 

(一) 1971 年 Fred Craddock 出版的《如同一個沒有權威的人》 (As One Without  

Authority) 

1. 「聽眾在講道的旅程(trip)中應該有參與的權利。」 

   2.  提倡一種較不帶權威性的「歸納式講道」 (inductive preaching)  

 

(二) 1958 年 H. Grady Davis 出版的《講道的設計》(Design for Preaching) 

「講章就像一棵樹。」(“A sermon is like a tree.”) 

 

二、「舊」講道法與「新」講道法之區別 

 

傳統講道法                         新講道法 

            像築一道牆                         像一棵樹 

            概念的轉換不見得相關聯            從同「一個焦點」衍生出來 

        許多焦點、許多功能                 一個焦點、一個功能 

        演繹法(deductive)                    歸納法(inductive)  

            建構 (construct)                     發展(develop) 

            空間(space)                         時間(time)  

            結構(structure)                      順序 (sequence)  

            靜態的(static)                     向前移動的(moving forward) 

        說什麼?(What to say)           說什麼? 如何說? (How to s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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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章的準備：從「舊講道學」到「新講道學」的演變 

(一) 舊講道學：如何有效地將講章的素材組織在一起？ 

就講章的準備而言，舊講道學問的是：如何有效地將講章的素材組織在一

起？換言之，舊講道學強調「講章的安排」(arrangement)。至於如何有效地安排

講章？舊講道學把講章的結構分為三部分：引言、內文(命題及分點)，和結論： 

 

    引言 

    內文 

        命題句 

I. 要點 1 

II. 要點 2 

III. 要點 3  

    結論 

 

(二) 「新講道學」：聽眾如何聽?  

    不像「舊講道學」一樣問說：如何把收集到的素材以有系統的順序安排在

一起，他們問的是：聽眾如何聽？講章的形式如何與其相配合？ 這些問題為

新講道學帶來革命性的觀點，而與傳統的講道學區隔出來。如同 Thomas Long

所言：「講章的形式被視為一種語言學的策略，即講道者為聽眾所設計，用來

製造一個相容的聽覺事件。」 

 

四、「新講道學」的特色 

(一) 講章的準備分為二個階段：「決定說什麼？」(What to say?) ，以及「決定如 

何說？」(How to say it?) 這二個階段有其先後順序，二者都很重要。 

 

(二) 強調一個焦點(講章「說」什麼? )、一個功能(講章「做」什麼? )  

 

講章的焦點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章的功能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章的焦點句」是一個簡要的句子，用以說明講章的中心思想，而此

中心思想能支配講章，又使講章具有一致性；簡言之，焦點陳述句就是

說明整篇講章所要談的。 

 「講章的功能句」是一個敘述，說明講道者期望講章為聽道者製造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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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出什麼，講章對聽道者提出要求，意思就是講章會在聽道者身上激發

一些轉化，即使這些轉化只不過是強化現有的狀況而已；功能陳述句說

出了所期待要有的改變。 

 

(三) 「講章形式」的重要性 

1. 什麼是「講章的形式」？ 

一旦講道者已經知道要說什麼(What to say)之後，就須進一步決定該如何說

(How to say it)，而講章的形式就是為達到此目的而設計。簡單而言，講章的形式

是指一個有組織的計劃，以決定講章要依什麼順序來說、要如何說。然而，當我

們創造一個講章的形式時，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有什麼最具條理的方法可以將

材料切合在一起?」而是「如何最能讓聽眾領受到這篇講章的材料?」這也是「新

講道學」與「舊講道學」所不一樣的地方。 

 

2. 講章的形式是「活動的」(active)，而不是固定的 

 「新講道學」主張講章的形式是「活動的」(active)，依講道的經文、

聽眾的需求而改變，甚至講道者可以自行創作新的講章形式。換言之，

講章並沒有「一個」形式。Fred Craddock 說：「形式不是一個架子、

一個掛鉤、一條線，然後把你所要呈現的東西懸掛在上面。形式本身

是活動的(active)，對演講者所要說的和所做的有所貢獻，有時候它的

重要性並不亞於演說的內容。」 

 所以，「新講道學」反對將單一形式套用在所有的講章上(如：「舊講道學」

使用單一形式的「三點式講道法」) 

 對一些聽眾而言，「舊的講章形式」就像「舊的講章」一樣。 

 「新講道學」不再使用「建構」(to construct，build) 這樣的用語於講

章的形式上，而是使用「發展」(to develop)一詞，視講章本身是一個

有機體(organism)，是有生命的。 

 

(四) 講章形式的論述方式：強調「歸納法」vs. 「演繹法」 

 1. 演繹法(deductive) ：這是指講道的一開始就把講章的命題(論點) 說出來，之 

後將命題(論點) 分要點說明。如：傳統的「三點式講道法」。      

      

 

 

 

 

          命題：上帝直到今日仍然對人們說話 

      要點(一)：上帝透過大自然對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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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二) : 上帝透過聖經對人說話 

      要點(三)：上帝透過禮拜、講道對人說話 

 

2. 對傳統的「三點式講道法」之評價 

(1) 優點 

 非常清楚、且條例分明，所以聽眾很容易作筆記。 

 是很好的教導式的講章形式。 

   (2) 缺點 

 講章的形式與經文的形式二者不可分開 (如：詩篇、敘事性(narrative) 

經文、耶穌的比喻…等。_ 

 一些主題或是生命中的一些面向，它們的複雜性並無法用簡單幾個

要點陳述，這樣做的危險往往把生命或基督教的信仰過於簡化。 

 從溝通學理論來說，命題式的表達法是比較沒有果效的溝通方式。 

 有時，一篇講章是由 2、3 篇小講章所組成的，以致於聽眾所得到的

信息是片斷的、沒有連貫的東西。 

 

3. 歸納法(inductive)：講道者並沒有在講章的一開始就告訴聽眾講章的主要論 

點，而是一直等到講章的後面部分時才慢慢揭露出來。這種講章就像是一趟

旅程，充滿探險及發現，因此邀請聽眾參與。(如：「四頁講章」、「故事性講

道法」) 

   

 

 

 

 

 

(五) 好的講章應具備三種特質：整體性、動力、高潮 

1. 整體性(Unity)  

 當代講道學的趨勢強調: 一篇講章中只談一個重點, 也就是 Tom Long所

主張的「一個焦點, 一個功能」。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 講道更需要如此。 

 為了避免在一篇講章中有多重的信息, 講道者寫下明確的焦點陳述句及

功能陳述句是很重要的, 以確保講章沒有偏離主題。 

 

2. 動力(Movement)  

 所謂的「動力」是指，講章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向前行進的。聽眾聽

講道的經驗應該比較像是在觀賞一部電影，而比較不是在美術館觀賞一

幅圖畫。動力是講章一個很重要的要素，它能維持聽眾對你所說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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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並以開放的心接受福音所帶來的轉化力量。 

 講道學學者 Eugene L. Lowry 主張，一個製造講章動力的方法就如同是

「癢到抓癢」的過程。 

 

3. 高潮 (Climax)  

 從「癢到抓癢」可以用許多不同方法來達成, 但是如果最後的「抓癢」

沒有產生的話, 也就是如果整篇講章沒有把福音揭露出來的話, 再重要

的癢都沒有用。生命的問題需要給予人們生命/盼望的回答, 雖然講道者

不見得有所有問題的答案, 但是他(她) 必須能夠給予聽眾講章一開始所

提出的問題之解答, 而這個「抓癢」的時刻就是整篇講章最高潮的地方, 

也就是福音所要帶給人們生命的轉化。 

 

(六) 強調想像力、故事、意象(image)在講道上的使用 

 故事與例子有何不同？ 

 

 

結論：「新講道學」比「舊講道學」好嗎？ 

1. Eugene Lowry 提醒，每一個時代的講道者都必須「辨認上帝的話語在世界中

的方式，並在一個人的講道方法上與之相配合。」新講道學的發展可說是對

當代文化的一種回應。 

2. 今日教會聽眾所呈現的多元化也意味著，絕對沒有一種講道法可適用於所有 

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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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講道法研習— 

「四頁講章」(Four-Page Sermon)講道法 

 

 

一、關於「四頁講章」的提倡者：保羅．威爾森(Paul Scott Wilson)  

 

二、「四頁講章」之簡介 

 

1. 以「製作電影」取代 「寫報告/論文」的概念來看待講道 

    

2. 「頁」(page)作為一個講道的比喻 

 

3.  四頁的講章之基本架構 

(1) 第 1 頁：聖經世界中的困境 (Trouble in the Text) 

(2) 第 2 頁：我們世界中的困境 (Trouble in Our World) 

(3) 第 3 頁：上帝在聖經世界中的行動/恩典 (God’s Action/Grace in the Text) 

(4) 第 4 頁：上帝在我們的世界中的行動/恩典 (God’s Action/Grace in Our 

World) 

 這種講章形式是屬於「歸納的釋經式講道」。 

 區分「困境」(trouble) 與「問題」(problem)二者的不同。 

 「四頁」不一定指講章的長度。 

 最理想的宣講方式是每一頁的長度都大約相同。 

 四頁的順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Wilson 建議初學者先學會基本的架構，等駕輕就熟之後再變化。 

 

4. 這種講道形式的主要目的 

(1) 以聖經為開始，以上帝作為講道的中心。 

(2) 是「以聖經為根據的講道」(biblical preaching)： 在「聖經」與「世界」

二者之間保持平衡 

(3) 證明講章的形式（form）很重要，它會大大地影響我們如何去傳講基督的

福音。 Cf. 「二段式的講章形式」(經文釋義生活運用)  

(4) 幫助傳道人在講道的準備上做一個好管家。 

 

5. 此講章形式的優點 

(1) 傳道人每天都有可以完成的工作，並清楚知道該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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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省時間： 幫助傳道人更有效率地安排他的資料。 

(3) 傳講的時候也比較容易記住講章的內容。 

(4) 能更清楚知道哪一頁是講章所欠缺的， 而能進一步改進它。 

(5) 這個架構所傳遞的神學也是訓練傳道人， 在每日的生活中去看，去體會

恩典的上帝如何繼續作工在我們每日的生活當中。 

 

三、保持講章整體性(unity)的六個原則 

1. 一段經文 (one Text) 

2. 一個主題句(one Theme) 

例子：約翰福音第四章 

主題句：主耶穌賜給婦人活水 

第一頁：婦人所需要遠比水還要多 

第二頁：在今日， 許多人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第三頁：主耶穌賜給婦人活水 （講章的主題句） 

第四頁：主耶穌已經將活水賜給我們  

3.  一個教義 (one Doctrine) 

4.  一個會眾的需要(one Need) 

5. 一個影像(one Image)   切記：這不是指使用 ppt 

6. 一個使命 (one Mission) 

 

第一頁：聖經中的困境(Trouble in the Text) 

 

一、為什麼講章要從聖經中的困境開始? 

 第一頁所處理的困境是一個神學的問題， 而不是心理學或是社會學的問

題。 

 這部分應該占整篇講章的 1/4。 

 

二、如何寫第一頁講章？ 

1. 講道者可以問幾個問題：（1）經文說了什麼? (2)這段經文在當時的情境下所

關切的是什麼議題? (3)今天的聽眾與經文寫作的人或是對象有何共通之處?  

2. 重新呈現(recreate)這段經文時，講道者可將自己當作是一位電影的導演， 但

是講道者不可不停地、快速地換場景、或是不停地更換攝影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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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我們世界中的困境(Trouble in Our World) 

 

一、第二頁講章的要點 

 將經文中已經找出並解釋的困境與當代的困境相類比：我們能作此一時

空上的跳躍所根據的神學信念是--人類墮落的的本質自古以來都是一

樣的，同時， 上帝的本質也是永不改變的。  

 切記： 罪是個人性的，同時也是團體性  

 這部分應該占整篇講章的 1/4。 

 

二、人類的困境可分為二大類： 

1. 垂直的(vertical)困境 

 此類問題包括幾個要素： 罪在上帝的面前是個人性或是團體性的; 面

對上帝的審判， 人經驗到有罪或是忿怒; 悔改及赦免是唯一的出路; 但

是改變的責任完全取決於個人， 唯一的辦法是轉向上帝尋求祂的恩典

與慈愛。 

2. 水平的(horizontal)困境 

 水平的困難與垂直的問題是相關聯的; 世界的破碎帶來無辜人的受苦。  

 一些社會性的分析因此是必要的。 

3. 處理困境時必須留意的二件事： (1)敘述的方法比直接對質/責罵的方式更能

有效地傳遞信息；(2)不要只把焦點放在個人的層面，而忽略了其社會性的層

面。 

 

三、如何寫第二頁講章?  

    第一頁與第二頁的講章是緊密相連的。 因此， 如果第二頁的內容是從第一

頁發展而來， 自然會在這二頁之間有一個很流暢的轉折。例子：  

 

第一頁的內容其順序如下： 

1. 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存在這一種的敵對 

2. 每一個民族用他們自己的傳統來豎起許多的圍牆 

3. 事實上， 雙方的陣營之內也存在著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隔閡 

4. 一個女人在日正中午時來取水也道出了她受自己族群中的其它女人

的排擠 

 

第二頁的內容其順序如下：  

      1. 在我們的世界中，不同的種族之間存在著敵對關係 

      2. 每一個族群都依他們的主張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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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這些不同族群的裡面，也存在各種不平等的待遇，像是男人比女 

         人享有更多的特權 

      4. 甚至在自己的族群裡，一些人也受到自身族群中人的不平等對待 

 

第三頁： 上帝在經文中的行動/恩典(God’s Action/Grace in the Text) 

 

一、第三頁講章的要點 

 如果缺少了這一頁，講章往往會變成傳講律法、義務，及道德上的命令。 

 從經文中去找上帝是一種很重要的神學訓練。 

 Wilson 立下了一個講道的原則：任何講章如果在「困境」就結束了，它

就不是宣揚福音。 

 這部分應該占整篇講章的 1/4。 

 

二、Wilson 指出幾種導致講章缺少好消息(good news)的原因： 

1. 用一句話或是一個段落指出上帝的作為之後，馬上將焦點又轉移到人的工

作。 

2. 缺乏對恩典完整的表達： 講道者在講台上用一般性的方式談論上帝的恩典， 

但卻沒有具體地指出上帝到底「做」了些什麼? 

3. 沒有在「困境」與「恩典」二者之間製造一種張力(tension)，而只強調當中

的一方。 

4. 延遲恩典在講章中的出現， 通常是在結論的時候才出現。  

5. 講道者將「困境與恩典」(trouble and grace)誤認為「問題與解決方法」(problem 

and solution) 

6. 所使用的講章的形式與這種強調恩典的講道背道而馳，如：「二段式的講章

形式」。 (經文釋義生活運用)  

 

三、如何寫第三頁講章？ 

1. 在第三頁的最上頭寫下講章的主題句， 這也是第三頁的主題。 

2. 不要只是一再地重覆這句主題句，而是要用具體的語言、故事、深入的想法、

或是適合的其他經文或神學來重覆這個主題句。 

3. 第三頁講章是闡述教義(一個教義)的地方。 

 

四、如果經文本身看不出有任何上帝的恩典或作為時該怎麼辦?  

1. 必須將經文放在更大的脈絡下，或是歷史背景下來看。如：腓立比書四 4 

2. Wilson 認為：如果傳道人能訓練自己，並開放自己的心讓聖靈來引導的話， 

就會看見問題與恩典(trouble and grace)是同時出現在聖經的經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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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上帝在我們世界中的行動(God’s Action/Grace in Our World) 

 

一、第四頁講章的要點 

 第四頁是與第二頁相關聯，我們在這一頁所要談論的不是上帝在世界中

所有的行動， 而是一個很特定的行動。同時， 第四頁的主題也是從第

三頁中已經揭示的上帝的恩典發展而來。 

 這是講章中處理「一個使命」的地方， 但不能將上帝的恩典排除在外。 

 講道者必須將使命用很具體的方式說出來，好邀請會眾能作回應。 

 

引言與結論 

一、引言 

 引言提供聽眾一些聽講道的線索，讓他們知道這篇講章的主題是什麼。 

 在引言中可製造一種張力(tension)，一個好的策略就是講一個與講章的主

題句反面的事或故事。 

二、結論 

  Wilson 說：「在結論時，每一個人都應該很清楚這篇的講章所說的一個觀點， 

只有這一個觀點…不應該在結論的時候介紹新的觀點，而將整篇的講章帶入一個

全新的方向; 它應該藉著一些方法將聽眾再次帶回到講章的主題句去。」 

1. 回到之前說過的一個(當代的)故事 

2. 回到教義 

3. 回到一個主要的影像 

4. 回到會眾的需要 

5. 回到使命 

6. 轉向十字架及復活 

 

結論： 對「四頁的講章」之評價 

1. 重新恢復講道是一項神學的工作 

2. 捍衛了聖經在講道中的重要性 

3. 就教學上而言，「四頁講章」很容易教， 學生們也很容易學， 特別是初學講

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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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壓力: 成長的必要選擇        洪健棣        2016 MTPC 年會        6/10/2016  

壓力是我們現代人揮之不去的夢魘，許多時候更是對牧者更帶來肉體上和精神上無以言喻

的痛。壓力 (stress) 不是來自感覺壓力 (feeling pressured) 所帶來的症狀 (symptoms)，也不

全然是來自工作、時間，甚至來自心裏的害怕與掛慮。其實，許多時候，壓力是來自我們

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或說，因外在環境對自我價值觀 (core value、world view) 的衝擊。 

基督徒，特別是牧者，如何面對壓力? 如何不被壓力擊倒，如何從壓力的衝擊中成長?  反

而能化為成長的必要選擇? 當我們的價值觀與使命和現實生活 (教會和社會) 引起衝突時，

我們如何面對?  讓我們從聖經幾個人物的經歷來省思並調整我們的價值觀，邁向成長。  

 

前言:  

傳道人的困境 

傳道人活在謊言中，把自己關在一個自做的監獄 (self-made prison)，叫做牧養 (pastoral 

ministry)。 

 

牧會體驗: 撞到牆 (hitting the wall) 與辭職的念頭 

兩難之間: Commitment vs. Desire 

本文: 

面對壓力，改變自己: 

一. 人生的橫切面: 雅各故事的聯想 

1. 雅各天梯 (創 28:10-22):  

梯子的再思: 雅各現在的自我 (Jacob as he is，or desire) 以及雅各渴望想變成的人 (Jacob 

as he would like to be，or commitment) 兩者間的 “橋樑 (bridge)”  

(a) 傷害帶來的壓力: 

(b) 愛與恨 (love and hate) 的壓力:   

Cf. 鑲有破碎鏡子的十字架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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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各與天使摔跤 (創 32:22-30):   

這個 “人” 好像和雅各是勢均力敵的對手，到底他是誰? 這是真的事件嗎? 還是只是一個夢

境? 

可能是雅各心靈的另一部分，亦即是雅各的良心 (conscience) 

雅各同時是贏家，也是輸家 

當我們在軟弱、受傷、挫折無力、或情緒激動時 (這時不要做決定! 否則大都會後悔)，我

們的良心較容易被壓抑下來，而 “順從” desire(情緒、衝動) 去做一些後果令我們痛苦的

事。 “原來” 的雅各勝利了，但是卻失去成長的機會。 

除非:  

1) 渴望往上攀爬自己的雅各天梯。 

2) 在愛與被愛 (婚姻、妻子)及家庭 (為人父) 中擁抱壓力，給良知有足夠的力量、機會、

與空間。 

3)  “你叫什麼名字?”  “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  我要成為什麼樣的牧師? 成為什麼

樣的基督徒? 成為怎樣的人? 

不過，原來雅各的本性仍在新以色列裏面 (我們仍然走在雅各天梯的中間: in between)，

與天使摔跤的結果，或許使雅各變為比較好的人，但是沒能將他變成天使。 

難怪，我們還會有以下的困擾:  

(1) 保羅的掙扎:  

(2) 虔誠的人 (牧者、長執同工) 讓人跌倒: 

(3) 個人或專業行為無法與信仰連結? 講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外一套。 

(4) 承認自己是 “人”，接受自己的 vulnerability。 

(a) 自私 (selfishness) 與攻擊 (aggression) 的傾向。 

(b)  “報復 revenge” 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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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限制 (limitations) 。 

總之… 

二. 人生的縱切面: 摩西故事的聯想 

生活中面對失敗、被拒絕、憂傷、及病痛的經歷。 

摩西的例子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在信仰裡來克服失望 (disappointment)、以智慧面對令人

心碎或受傷的事，而不是讓自己陷在苦毒和憂鬱 (bitterness and depression) 中。 

1) 摩西之所以能堅持下去 (成為偉大的領袖) 的能力，不是來自感受到人們 (會友) 對他的

感念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而是 …  

出 32:16  “上帝親自做了這兩塊石版，並把誡命刻在上面”， 

出 34:1: “上主對摩西說: 「你要鑿取兩塊石版，像從前那兩塊；我要把你摔碎了的那石版

上的話寫在這兩塊版上”。 

第一套石板與第二套石版的不同: 

2) 摩西沒能進迦南地的再思: 縱使夢想 (dreams) 一時或最後未達到，讓我們仍然堅持追

求夢想的心。 

“盡情地跳舞，就像沒有人在看你；盡心去愛人，就像你從未被傷害過。” (Dance as if no 

one is watching, love as you’d never been hurt.) 

 

3) 基督徒 (特別是傳道人) 可以向上帝生氣嗎? 沒有信心的表現? 上帝會狠狠地責打我們?  

 

 

三. 讓我們先改變自己: 



2016年 6月 10日           NTPC研習會：蔡篤真牧師預備 

擁抱曠野：成長的必要選擇 

一、 曠野(midbar)的存在：事實與現象 

A.  地理的曠野：缺乏食物、飲水、生命，是危險死亡之地。 

B.  人生的曠野：現實生活艱難、困苦、孤單、絕望等。 

C.  靈性的曠野：迷失、枯竭、情緒失控、焦慮、憂鬱、絕望等。 

二、 走向曠野的聖經人物： 

A.  走投無路，逃離現實：夏甲(創 16:1-6; 21:14-16)、以利亞(王上 19:4) 

B.  意外的異象：焚而不毀的荊棘(出 3:1-3) 

C.  上主的吩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曠野(出 3:18; 19:1-6) 

1. 立約 

2. 領受上主的話語 

3. 學習信靠、敬拜、服事、及團契的生活 

4. 補記：先知記憶中上主與祂子民最親密的地方和時期(耶 2:2-3) 

D.  接受試探，發現自我，確認使命：耶穌(太 4:1-11; 可 1:12; 路 4:1-13) 

E.  暫時退隱、與神深交、重新得力：施洗約翰(太 3:1-3; 可 1:4; 路 3:2-6)、

耶穌(可 1:35; 路 5:16)、保羅(加 1:16)等 

三、 擁抱曠野的祝福：發現自我，更深認識及經歷上帝，確認存在的使命及目的。 

A.  享受安靜和生命的氣息：重新發現及享受上主賜給生命的奇妙禮物 

B.  低頭檢視自我：囤積的垃圾，未癒的傷痛，隱伏的恐懼、自卑、驕傲、慾

望等。 

C.  抬頭敬畏仰望：奇妙的創造、浩瀚的宇宙、豐富的供給、生命共同體、存

在的肯定等。 

D.  嗎哪的餵養：學習信靠及領受屬天的糧食。 

E.  進入與上主最親密的關係：超越言語、思想、形象的心靈融入合一。 

四、 曠野時間的操練：正如「曠野」的定義，操練也不必限定在地理上「曠野」。 

A.  三一呼吸祈禱： 

1. 吸氣：感謝主耶穌…，  呼氣：我是☐☐☐。 

2. 吸氣：感謝天父上帝…， 呼氣：我是☐☐☐。 

3. 吸氣：感謝聖靈保惠師…， 呼氣：我是☐☐☐。 

B.  耶穌禱文：上帝之子，耶穌基督，施恩憐憫，我這罪人(教會靈修導師根

據巴底買的祈禱及稅吏祈禱的整合)。 

C.  聖言靈讀(Lectio Divina)：以大自然和聖經為食材。 

1. 誦讀(lectio，官覺層次)  

2. 默想(meditatio，理性層次 ) 

3. 祈禱(oratio，情感層次 ) 

4. 默觀(contemplatio，心靈－全人層次 ) 

五、 結論：我的曠野時間，我的成長，我的祝福。 



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 2016 靈修會生活座談會     蔡篤真牧師提供 

「看」與「見」的課題以及未來的希望 

「看見」是聖經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上帝在與人相遇的時候，經常問人「你看見什麼？」(耶利米書 1:11, 13; 

以西結書 47:6; 阿摩司書 7:8; 8:2; 撒迦利亞書 4:2等) 

看見「異象」是人建構生活以及邁向未來很重要的基礎。「沒有異象，

民就放肆。」(箴言 29:18) 

上帝在差遣先知的時候，卻特別要先知警告眾人：「聽是要聽，卻不

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以賽亞書 6:9; 參耶利米書 5:21; 

以西結書 12:2; 使徒行傳 28:26; 羅馬書 11:8) 耶穌也有類似的聲明 

(馬太福音 13:13-15; 參馬可福音 4:12; 路加福音 8:10)。 

不過，耶穌卻應許信他的人要「看見天開，上帝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

子身上。」(約翰福音 1:51) 

請一起來探討：你有看見嗎？你看見什麼？「永生」是基督教很重要

的信仰，請問你看見永生了嗎？你看見你個人、教會、和族群的未來

嗎？如何能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