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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的完整性
院長的話

 2015年11月亞洲神學協會(ATA)認證小組將來臺灣評鑑所屬神學院。衛理神學院為該學
會隸屬認證神學院之一，我們將於指定的時間與小組成員會面。在此，誠摯的請各位忠心地
為學校祈禱，祈求我們慈愛的上帝以祂神愛及大能供應及延續衛神的教育。

在準備ATA的評鑑資料時，我們被要求提供一項自我檢討的議題：「該教育機構及其治
學理念」，此議題明顯觸及衛理神學研究院的神學教育基礎。因此，一般人會問，衛神的神
學教育基礎為何? 我們可以由校訓中找到答案—「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

自從幾年前龐牧師承接衛神代理院長乙職，「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的理念就
成了衛神的校訓，雖然龐牧師去年因病離職，這個校訓仍持續為衛神教育的核心理念。

此校訓緣起於約翰衛斯理講道中的一個神學概念。在〈論過著沒有上帝的生活〉這篇講
章中提到「如果對於公義、憐憫及真理，沒有內在的經驗以及外在的實踐，真正的基督教是
不能存在的」，單就這句話，一般人容易輕下斷語，認為約翰衛斯理強調基督徒生活中的內
尋靈性深度以及外展事奉服務的完整性，然而，這僅傳達其證道理念的一半而已。

若我們將這句話放回到整個講道的脈絡中，會發現對約翰衛斯理而言，不論是否為基督
徒，任何有道德的人，都能活出內外一致的形象，因此，使人潛在的屬靈認知覺醒由黑暗轉
向光明而導致在基督裡做一個新造的人，過著聖潔的生活，導因於歸向基督而非道德。在這
篇講章末了，他也大膽地重申對聖潔生活首要性的看法，認為這是基督徒生活的實際標誌。

讀遍整篇講道，我們瞭解約翰衛斯理試著區別無神論者和基督徒的生活，其實並不想僅
僅強調內在經驗、外在實踐的完整性，而是想把基督徒藉著在基督裡新造的聖潔生活以及基
督信仰真理視為一體，基督教的知識及信仰是藉由基督徒的心及生命來表明，在基督徒信仰
及實踐之間應該沒有空隙，因為誠信將這兩者融合在活生生的基督徒生命中。

上述的分析理解可以協助我們省思衛神神學教育的理念。基督徒的生命確實有四個層
面：內在、外在、經驗及實踐，學校有必要藉著教導基督教知識、淨化基督徒心靈、強化基
督徒信心及建造分別為聖的生活來整合這四個層面。

換言之，學校有義務去創造及提供一種教育體制，培育這個世界裡忠於基督卻與他人截
然不同的教會領袖。畢竟，衛神的神學教育-「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不是兩個不
同的培訓目標，而是一種生命。我們禱告懇求，衛神在這樣的神學教育理念下，對教會的未
來領袖、教會整體以及社會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             2015.04 第28期 



2

衛
神
院
訊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rn Moltmann)
的神學是以濃烈的實踐取向而聞名於世。
鑒於生態危機的嚴峻情勢，他在1985年所
寫的《創造中的上帝》對生態危機的起源
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並且從神學的角度提
出因應之道。

在認識論的層面上，莫特曼主張以參
與性的思維來取代自然科學領域中慣用的
分析性思維。分析性思維可以追溯到笛卡
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和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兩人對近代哲
學和科學方法論的主張，它的前提是確立人
在認識事物上的主體性地位，而人心靈以外
的事物則淪為人認識的客體。這種「主客二
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透過分析、個別化和還
原的方法，盡其可能地將研究的對象分割成
最小的單位，並且透過控制變因的方式來獲
得精準的知識。這種「分而治之」的方式促進
了科學的突飛猛進，也成為現代人宰制自然
的指導路線。

儘管這種微觀的、以支配為目的科學
方法論看似有效，但卻因為研究者(主體)
以孤立他研究的對象(客體)的方式來獲取
他的知識，容易忽略研究的對象與其他事
物之間的關聯性，以至於產生見樹不見林
的盲點。莫特曼所倡導的參與性的知識則
是「把研究的對象放在它們和具體環境及
周遭事物的協調中來看」，換言之，把研究的
「客體融化到它們的活生生的世界中去」，
它以追求對整體事物的認識為目標，因而
把焦點放在事物間的「聯繫和關係」。

莫特曼主張的這種參與性的思維是和
他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態創造論緊密連結
的。對他來說，人類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才
是。他這樣的主張是針對「人類中心論」的錯
謬思想。他認為，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
而人類和大自然中的一切生靈都是創造物
共同體中的成員。人和自然的關係不應該

是主客二元對立，而是互為主體。
最近幾年，有愈來愈多的國人放棄原

本的工作，到鄉間從事農作，追求吃得安
心、吃得健康的生活。這些人當中有許多
人選擇以「自然農法」的生產方式來取代
以追求最高產量為目標的「慣行農法」。
透過網路行銷的方式，他們直接接觸消費
者，產品得以直達消費者手中，而免去中
間商的剝削。如果我們從莫特曼主張的思
維方式的轉換的角度來看，農業生產方式
的思維轉換正悄然發生在台灣農業生產者
的心中，並且受到消費者正面的回饋。

「慣行農法」是一種以透過施用化學肥
料、噴灑農藥和殺草劑以追求最大產量的農
業生產方式。這個目標的設定完全是以人的
利益的極大化為依歸，是一種「人類中心論」
的思維。在這種思維之下，人是主體，土地和
土地上的作物淪為為人類服務的客體，原本
同屬生命共同體的三方，即「人、土地、作物」
的平等關係嚴重地向人這一方面傾斜。在產
量極大化的目標之下，「慣行農法」只是把
土地當作承載作物的介質，而且一開始便認
定這介質的肥力有限，因此需要補充大量的
化學肥料，以支撐作物的快速成長。殊不知
植物在化肥的滋養下雖然得以快速成長，但
是，那只是一種「虛胖」的成長，這種虛胖的
體質容易遭致病蟲害的侵襲，因此必須噴灑
農藥以預防或消滅病蟲害。此外，「慣行農
法」認定雜草會搶奪植物所需的肥份，因此
必須除之而後快，為節省人工，殺草劑應運而
生。雖然殺草劑能夠有效解決雜草的問題，
但是殺草劑也一倂殺死了土壤中的蚯蚓、昆
蟲、微生物，使土壤失去原有的活力。固然
「慣行農法」可以大幅提高作物的產量，但
是我們看到了一味追求最大產量的惡果：農
藥殘留、土壤惡化、地下水汙染等。除了這些
明顯的問題之外，「慣行農法」的農產品只有
好看的外觀，但是農產品已經沒有原本具有
的滋味，無法充分提供人身體所需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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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拷問自然到師法自然：
對自然農法的神學省思 曾念粵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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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有機農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機
農法」以有機堆肥取代化肥，以辣椒水、菸
草水等驅蟲噴劑來取代農藥，無論對人類或
土地都是一種比較友善的種植方式，但是從
「自然農法」的角度來看，它和「慣行農法」
在本質上只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距。

「自然農法」(又稱「秀明自然農法」)是
由日本人岡田茂吉於1935年所提出的主張，
這並非他個人一時的奇想，而是他透過多年
的實際栽種和研究所得的成果。他認為，當
農人選擇適合農地生長的作物來種植，以不
施肥、少除草的方式，藉由乾淨水源與潔淨
的土壤，並經過在同一塊土地上一代代「自
家採種」的培育，作物便能逐漸回歸其原本
比較自然的生長過程，最後人們吃到的食物
是健康的。同時田間的土地(部分雜草的保
留)也提供了昆蟲生存的空間。最後所達成
的，不僅僅是農業的永續，也包含了其他物種
於生態上的永續。

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歸納出自然
農法的幾項具體作法：不施肥、適地適種、自
家留種、作物連種、適度管理雜草。

在不施肥的情況下，土地能源源不斷
供應植物所需的養分嗎？不會有養分缺乏
的問題嗎？難道前人所主張的作物輪作的
智慧有問題嗎？去看看森林吧！有誰給森
林施肥？可是森林的樹木長得欣欣向榮，
沒有肥力不足的問題，而森林的土壤因著
落葉和腐木長年的累聚，成為地表上最富
生機，最肥沃的土壤。

所謂適地適種是：種植的作物必須適合
當地的氣候及土壤的性質。而自家留種和作
物連種則彼此相關。現代的作物在肥料和農
藥的呵護之下已經被馴化了(嬌生慣養)，失
去了原有的野性和適應環境的能力。在不施
肥、不噴灑農藥的情況下，自然長得不好。但
是，植物本身在營養不良和病蟲害的侵襲下，
它還是會設法克服不利的環境，在逆境和險
境中求生存，並且透過它結的種子將土地和
環境的訊息傳遞給下一代。從事自然農法的
人的經驗是：自家留種的作物會長得一代比
一代好，大約經過七代，作物就能恢復它應

有的成長潛能。即使不施肥、不噴農藥，作物
還是長得很好。自家留種的作法可以打破作
物連種的障礙，因為同樣的作物在同樣地點
的連續種植並不會耗盡地力，反而會和土地
中的益生菌有更充分更緊密的配合。

雜草在自然農法者的眼中不僅不是敵
人，反而是朋友。他們認為，雜草不僅不會搶
走作物的養分，而且雜草的根有鬆化土壤的
作用，可以將深層土壤中的養分吸上來，使作
物順帶獲益，而且雜草能遮蓋土壤，對土壤
產生保溫和保濕的效果，使土壤不易裸露，
而在大雨後造成硬化的現象。農夫所要做的
只是防止雜草遮蓋了作物，搶走了作物所需
的陽光即可，因此主張適度管理雜草，而無
須將雜草拔除殆盡。即使剪除了部分遮蔽作
物的雜草，也應將雜草留置原地，覆蓋土壤，
一旦雜草腐化，養分便可回歸土壤。

我們可以從自然農法的作法清楚看
出，它是一種真正能夠達到環境永續的一
種生產方式。它肯定土地、作物和其他生
物的主體性，並且顧及土地、作物和其他
生物之間的關係和聯繫。從事自然農法的
人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於慣行農法的思維
方式，主要是在於他們詳細觀察自然，尊
重自然，並樂意師法於自然。

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針對笛卡爾和
培根以來的知識論說到，「人之於自然，並
非如學生之於老師，而是如逼供者之於囚
犯。人拷問自然，逼迫其回答人想要的答
案。」經過人類長年的「嚴刑逼供」之下，人
類的科學知識固然獲得了驚人的進展，但
是這些滿足人類權力慾望的知識加速了人
對大自然無情的破壞，時至今日我們正親
嚐大自然反撲的惡果。從莫特曼的神學角
度來看，作為具有上帝形象的人，他不是宇
宙的中心，他必須以上帝為中心，他只是受
上帝的託付來管理他所創造的世界，他和
大自然共屬上帝的生命共同體。面對生態
危機，除了應該回轉向神之外，以參與的
心態去認識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並且師
法於大自然，應該是現代人應當具備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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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校友 消息

＊恭喜本院聖經老師黃正人將於5月11
日獲頒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舊約神學博
士學位。

＊校友會長陳瑞枝(2007，教博)為本院
奉獻訂閱十年份的基督教論壇報。

＊林志堅牧師(2008諮碩，2009道碩)所
服事之馬公國語禮拜堂自4月起遷入新
址。

＊沈錦秀(2012，道碩)目前為得勝者教育協會高雄辦公室主任。

＊周玲玲(2013，輔碩)服事於萬芳醫院安寧病房，並擔任雙和醫院放射腫瘤科靈性關懷
師。

＊臧彤(2013，教牧碩)之夫婿陳重富於2015年3月29日假浸信會中和堂按立牧師。

＊2015學年招生訂於6月26日與8月12日進行筆試及面試，招考學位分教牧學博士、神學
碩士、道學碩士、教牧輔導碩士以及教牧碩士，兩次招生報名截止分別為6月8日與7月31
日。

＊2015學年招生活動已開始
接受網路報名，各項活動
如下：

a.招生說明會：
   5月9日 衛理神學院
   5月31日 台中衛理堂
   6月14日 逢甲衛理堂

b.神學體驗週(課程開放免
費旁聽)：5月11日至14
日。

p 溫洲溪山教會牧師群來訪

q 頒發提摩太獎學金

t 104學年第2學期開學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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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財務

項目 全年預計總支出 總會補助 收入 支出 離預算總支出尚缺 

金額 13,149,000 800,000 1,269,779 1,812,943 11,079,221

項目 總會補助 收入 支出 財務盈餘 

金額 6,197,200 6,943,148  12,453,366 686,982

2014年1~12月 財務報告

2015年1~2月 財務報告

奉獻徵信 

廖上信	 20,000	

鄭海倫	 2,000	

秦啟正	 1,000	

藍恩琪	 6,000	

林佼瑩	 30,000	

葉純珍	 3,000	

胡瑠美	 2,000	

吳基仁	 6,000	

張筱玲	 10,000	

陳				媛	 26,000	

谷筱雯	 6,000	

王桂蘭	 2,000	

郝文章	 22,000	

李凌霞	 1,000	

鄔美連	 3,000	

姚培華	 3,000	

曾念粵	 14,000	

侯依君	 2,000	

侯佩君	 2,000	

程碧慧	 1,000	

吳合家	 12,000	

劉幸枝	 5,000	

鍾嫈嫈	 22,500	

郭安娜	 2,000	

王怡文	 1,500	

楊承婷	 50,000	

周慶同	 2,000	

張聖佳	 15,000	

邱宏芸	 9,000	

黃如英	 3,215	

呂培貴	 2,500	

釧秀芳	 2,500	

張至寧	 300	

李臺華	 1,500	

藍梅玲	 15,200	

李麗娟	 10,000	

周明乾	 10,000	

陳				歆	 5,000	

蕭蒼澤	 5,000	

張翠英	 20,000	

陳隆奇	 5,000	

劉藹如	 9,000	

石珊碧	 500	

唐瑀聆	 8,000	

林玲娟	 1,545	

楊淑芳	 900	

紀瑞和	 140,000	

林怡君	 1,000	

陳鴻榮	 500	

台北衛理堂	34,000	

永和天恩堂	36,500	

財團法人台中市基

督教信正長老會	 	

	 5,000	

中華基督教便以利

教會大安堂	 6,000	

安素堂	 20,000	

土城佈道所	 2,000	

雅各堂	 15,000	

城中教會	 50,200	

台中衛理堂	 9,000	

蘭潭佈道所	 5,100	

高雄衛理堂	54,650	

鳳山佈道所	 2,500	

馬祖衛理堂	 3,000	

課間崇拜	 16,369	

主知名	 100	

q 以弗所書信徒神學教育課程

2014/12~2015/2
合計 782,079元

＊6月22日(一)假台北衛理堂舉辦
「衛理神學講座」，講員為香
港盧龍光牧師，免費入場，歡
迎報名參加。

＊6月22日(一)晚間7至9時假台北
衛理堂舉行本院第十五屆畢業
典禮，敬邀主內各界前來觀禮
祝福。

＊最新一期信徒神學教育將由
邱 昭 文 老 師 開 授 「 新 約 概
覽」，時間為7月7日至9月22
日(每週二)，歡迎報名上課。



敬拜熱身，信息分享，衛神的自我介紹，Q&A，豐盛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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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三) 從自然科學論
           上帝愛台灣嗎？

張文亮 教授

台大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知名作家

衛神週三晚間師生團契的饗宴
 飛颺的敬拜，生命的分享，信仰的精彩，知識的交流

5/20(三) 好撒馬利亞人

潘榮隆 教授

清大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教授兼生命科學院院長

5/9(六) 10:00-13:00 (9:30開始報到)

衛理神學研究院
(台北市文山區仙岩路22巷31號B1) 四教室

請踴躍報名參加，中午備有餐點~

招
生
說
明
會  

▓  

師
生
團
契

衛神點召精兵 招生說明會

  學生小組時間 u

 q 受難節敬拜默想



 q 台北衛理堂衛神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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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神老師
新著作發表

新
書
發
表

出版社：中國主日學協會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

頁數：224

 p 竹山衛理堂-招生說明會

 p 各神學院圖書館負責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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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容易令人挫折，信徒靈命低落，教會沒有增長，信徒有不同的需求，經常
抱怨牧者的牧養不足…。
究竟教會可以如何回應這些挑戰，經歷翻轉？何謂牧養？誰負有牧養的責任和
權柄？且讓我們一同從聖經和經驗來尋索答案！

盧龍光牧師

英國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哲學博士，劍橋大學
克萊爾堂(Clare Hall)終身會員。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
2006-2012年擔任會長。長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
院院長及教授，現任客座教授及教牧事工部主任(榮譽)。著有
《保羅新觀》(2007)與《像樣的教會管理》(合著，2009)等書。

時間：2015年6月22日(一)
地點：台北衛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報名：02-8663-3488 #215、http://www.mgst.org.tw，免費參加。
流程：13:00-13:30 報到                                     15:00-15:20 休息
            13:30-15:00 誰是牧者的挑戰？             15:20-16:50 紛亂多元時代的挑戰      

新約概論　邱昭文老師

聽了那麼久的道，是否對聖經還是懵懵懂懂？ 
到底要如何系統又整全地認識新約聖經呢？
好消息！特別邀請足跡踏遍北美、歐洲、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各地
的資深聖經老師邱昭文來幫助您。
透過「新約概論」，讓您不只讀完新約，還讓您掌握各經卷的要
義，知道經文中基本的神學議題，享受入寶山不空手回的滿足。

邀請您來，藉由「新約概論」，深知所信！

時間：2015年7月7日~9月22日  每週二19:00-21:00
地點：台北衛理堂（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學費：2,200元（6月30日前繳交學費，優惠價2,000元。
                           學生、全職傳道人、師母優惠價1,900元）
報名：02-8663-3488 ＃215周姐妹、http://cics.mgst.org.tw

衛理神學講座

信
徒
神
學
教
育  

▓  

衛
理
神
學
講
座

信徒神學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