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來，人們對靈修問題十分感

興趣，這一方面是件好事，一方面

卻也令人擔憂。

說它是件好事，是因為人們對

靈修問題產生合宜的興趣，總比就

接受物質主義哲學思想要好得多。

物質主義主導了很多人的思想，不

僅在西方如此，在許多其他地區也

是一樣。如今很多教會都為著某種

深刻的虛幻感所苦。如果這種興趣

代表我們正在對這種虛幻感進行有

意識的反抗，那便更有益處。我們

說我們要「認識」、「遇見」並「敬

拜」永活的神，但是很多人感到這

種群體敬拜的實踐有些敷衍了事的

味道，非常不實際。在最安靜的時

刻，他們暗自思想，究竟哪裡出了

問題。

說它令人擔憂，是因為「靈性

／靈修」（spirituality）這個詞已經被
扭曲了，變成了一個模糊不清的抽

象概念，涵蓋各種各樣的表像。在

上一代那些更注重紮實思考的基督

徒看來，這些表像可能是錯誤的，

甚至是屬於「不信者」或「異教徒」

的。1 現在，「靈性／靈修」卻成為

一個大受歡迎的詞語。也就是說，

只要有人說出這個詞，人人都會給

他鼓掌。在很多圈子裡，「靈性／靈

修」成了屬靈範疇裡最吸引人的話

題，就像談論美食的人都喜歡聊聊

蘋果派一樣。無人夠膽出言提醒，

更遑論批判！

毫無疑問的是，這個話題目前

已經引發了眾人的興趣。

一、當下的一些定義，包括明言的

        和含蓄的

J.  W. Conn 認為「靈性／靈
修」最初乃是「基督教用語，出自

保羅書信」，2 不過，事實不然。的

確，「靈」和「屬靈」這兩個詞在

新約聖經中都出現過，但是，談論

靈性問題的作家，很少有人首先對

這些詞語進行歸納性研究，從中構

建「靈修」這個詞的意思。其實，

「靈修」這個詞是從法國天主教思

想中產生出來的，在過去一個世紀

左右的時間裡，這個詞在更正教界

也變得越來越普遍，但這起初並不

是更正教徒使用的詞彙。早期作者

可能談到「屬靈生命」，而且意思

可能沒有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二章說

「屬靈的人」時所指的那麼寬泛，但

正是對「屬靈生命」的這種關注，最

終令基督徒造出「靈修」這個詞。

事實上，在基督教會的歷史

上，宗教改革之前，屬靈生活涉及

許多不同的方面，其中只有少部分

在某時某地獲得主導地位，壓過其

他的因素—— 聖禮、團契生活、禱
告、苦修、殉道、發誓守貧或／及

獨身、聖像、修道主義等等。屬靈

生活越來越多地和追求完全聯繫在

一起，就是在我們最終完全、與神

面對面的相見（visio Dei）之前，盡
我們所能地追求完全。因此，這不

是指著所有基督徒說的，而是指著

那些特別渴慕神的人說的。所以，

如果用「靈修」一詞表明從前所說

的「屬靈生活」，它雖然跟生命的每

個層面有關，卻只涉及部分信徒的

全部生命。18世紀早期，耶穌會的 
Giovanni Scaramelli（1687-1752）基
於長期的傳統，將苦修神學和神秘

主義神學明確區分出來，作為屬靈

生命研究的主要對象。前者主要涉

及的是所有渴慕完全的基督徒都要

致力操練的，而後者主要處理超自

然狀態的意識，以及伴隨著人們在

與神奧秘聯合而來的一些表現。因

此，「靈修」成為一門學科，即「靈

修神學」，與教義神學和道德神學有

所區分。教義神學告訴我們，我們

必須相信什麼，而道德神學告訴我

們，我們的行為舉止應當如何。P. 
Pourrat 處理這個問題的經典方式，
就是以這些重要區別為主的。 3

Bouyer 在他的三卷本《基督教
靈修學史》中做出了一個更明確的

定義： 4 

基督教的靈修學（或其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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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修學）是和教義有所區別

的，因為教義主要研究或描述

信仰的客觀實體，是抽象的，

而靈修學則研究這些客觀實體

在宗教意識中引發的反應。但

是，公正地說，靈修學並不是

偽科學。有人認為，對客觀實

體的理解使宗教意識兩極化，

但這是一種偏見，完全是不可

取的，與理解這種意識本身有

重大差異。相反地，靈修學研

究這個意識，只有在於它與那

些客觀實體的活潑關係，也只

有在於這一意識對信仰的真實

理解上。因此，靈修神學必須

總是以教義神學為前設和基礎

的，儘管靈修神學對教義神學

資料的關注只有在於這些資料

與宗教意識的關係。

最後這一點，即靈修神學以教義神

學為前設，是 Pourrat 和 Bouyer 都
十分強調的，但如今被一些作者否

定了。 5 這些作者的觀點剛好與此

相反，他們認為靈修體驗塑造我們

的神學，我們必須先體驗到一些東

西，然後才能以教義的形式來表述

這些體驗。有人認為這兩種觀點之

所以不同，是因為第一種觀點在大

多數個體的經驗層面指出體驗和教

義有關，而第二種觀點則是在一個

運動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看到教義

的形成通常和體驗有關。

在這裡我們需要停一下，仔細

看看已經顯露出來的若干特點。

1. 天主教（東正教在這一點上
也是一樣的）投入「靈修學」領域

的研究比更正教多很多，而大部分

（直到近期都是如此）都是在強調

一些基督徒對完全（有時被認為是

一種奧秘的聯合）的追求。這些基

督徒是「精英」（儘管他們當然從

未想過自己會被冠以這樣的頭銜），

其中不乏許多的修士。天主教的這

種傳統觀點也仍然反映在一些細節

上，比如與此有關的內容在最近

出版的天主教及福音派神學詞典，6

以及天主教的 Paulist、與福音派的 
Zondervan 和 Eerdmans 出版社出版的
大量有關靈修這類主題的書籍中所

占的相對篇幅。

2. 最晚從18世紀開始，「靈修」
便可以指認識神（這個詞也仍需定

義）的特定方式，也可以指對這些

特定方式的研究。

3. 在前面那段 Bouyer 的引文中
括弧裡所說的「或其他類型的靈修

學」，反映出靈修領域另外一個發

展趨勢，是比較難以處理的。在上

下文中，「其他類型的靈修學」指

的是非基督教領域內的靈修學，如

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精靈崇

拜論者的靈修觀念等。Bouyer 這本
書是講基督教靈修史的，而基督教

的靈修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文本依

據為基礎的。在這整本書中，非基

督教領域的靈修可能是個突出的類

別：它是指非基督宗教類別裡教義

和宗教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且

同樣是以文本（或者其他大量的現

象）證據為基礎的。然而，這些例

子牽涉的教義都是正確的嗎？這很

重要嗎？如果與之息息相關的教義

是錯的，那麼與這些互相排斥的教

義體系相關的「靈修」是有意義的

嗎？是真實的嗎？是有用或有幫助

的嗎？我們僅僅是在討論和人的思

想及意識有關的事情嗎？如果我們

堅稱靈性有一個超越的層次存在，

那麼，相信福音的基督徒，和那些

探索一個胖孩子精神世界的精靈崇

拜論者，雙方所談論的超越層面是

一樣的嗎？我們會和激進的多元主

義者站在同一個立場，認為其實任

何一種形式的靈修都和其他形式一

樣有意義，並且其本身就能證明與

之相關的教義是真理嗎？當然，在

這個問題上，持多元主義論者必須

說一些模棱兩可的話，例如辯駁說

雖然這些教義系統明顯是彼此衝突

的，但是它們都指向一個更大的系

統，而這個系統超越了它們當中每

一個的理解範疇。對於這類問題，

我稍後會簡單回應一下。

在梵二會議（Vatican II）後，
天主教靈修學的主要關注點漸漸不

再只是精英份子對完全的追求，

而更多轉向所有天主教徒在信仰

經歷上的成長。因此，《教義憲

章》（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發出了成聖的普世性呼
召：「任何身份與地位的所有基督

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徒的豐盛生

命及愛心的完全境界」（L. G. 40）。
《禮儀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acred Liturgy）宣稱：整個梵
二會議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基督徒的

靈性，「日漸加強天主教徒的基督

化生活」（S.C.1），這是使人人都可
以參加聖禮，尤其是彌撒的原因之

一（S.C.2）。同時，我們必須承認
的一點是，梵二會議之後的天主教

對靈性問題的觀點是非常具有多樣

性的，其中有許多觀點都漸漸地越

來越不以聖餐為中心了。目前，很

多人在關注女性靈修、貧窮生活的

靈修和社會變革的靈修等等。在靈

修學這個領域裡，有很多當代著作

在探索著，有哪些層面的東西應該

被納入其中，包括哲學、心理學、

神學、神秘主義、社會學等。想把

哪樣排除在外都越來越困難，幾乎

所有的東西都可被納入靈修學的範

疇之中，只要裡面有些許經驗的成

分即可。在這種環境下，追求這種

「靈修」就早已不僅是一種天主教

式的興趣了。 7 這樣看來，最近在

一本天主教出版物中出現的一個對

「靈性／靈修／靈修學」的定義就

比較符合現狀了。這個定義的涵蓋

面之廣甚至讓人望而卻步： 8 

「靈性／靈修／靈修學」這個

詞既指一種生命體驗，也指一

門學科。對基督徒來說，靈性

指的是一個人的整個生命，這

生命是在基督耶穌裡、與神連

接、靠聖靈得力的基礎上被理

解、感知、想像和決定的。而

這個詞同時也指對這種宗教體

驗的跨學科研究，包括想要促

進這種體驗趨於成熟的努力。

大約在上個世紀時，「靈性／靈

修」成了更正教徒的常用詞之一。

直到近幾十年，在自由派更正教徒

對靈性／靈修的定義涵蓋的面越來

越廣，漸漸擴展到和梵二會議後天

主教的定義一樣之前，更正教在靈

修方面的興趣，主要還是在於敬虔

及傳統福音派所說的信仰生活。舉

例而言，儘管「靈修」在英國清教

徒中並不是流行語，但是我們的確

看到他們強調效法基督、省察個人

道德、認罪、默想神的話、全心使

用「恩典之道」。勞威廉的《呼召過

聖潔生活》（William Law,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9  便

是在這一傳統之內寫就的靈修經

典。更晚近一些，傅士德（Richard 
F o s t e r）和勒弗雷斯（R i c h a r d 
Lovelace）也談到類似的呼召。10  這

02 靈修何時真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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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作者屬於福音派大家庭，只是

神學體系和我們稍有不同。巴刻（J. 
I. Packer）有不少著作都是基於清教
徒思想的，基本上（至少有部分）

是為了培養屬靈生命。 11

這是個基礎，接下來，大量關

於靈性/靈修（先不管他們怎麼定義
這個詞）的書籍和文章正在湧現出

來。下面我要談談這些可用資源。

例如，關於東正教的靈修，有一部

非常重要的文學作品。要瞭解東正

教傳統，最容易的一個切入點可能

就是一本小書，這本書是東方教會

的一位匿名修士寫的。12  這本書非

常出色，探索了一些天主教和東正

教信徒的生活方式，這些人都是準

備「為基督的緣故成為愚拙的」。 13

自願守貧和追求完全之間的關聯，

是中世紀所強調的，如今仍然有支

持者。14 女性靈修的大浪潮推動了男

性靈修的誕生，15 兩者的前設是一樣

的。讀者若對基督教以外的靈修學

問題感興趣，也許可以先從瞭解猶

太人的靈修傳統入手。16 這時代的

主流就是多元主義，也可能是混合

主義！因此，最近有本書試圖將靈

修與西方的深層心理學、東方的冥

想、基督徒的思想、和作者自己的

經驗聯繫在一起。17 社會學家提醒我

們，嬰兒潮一代正努力以一種新的

方式詮釋什麼是靈性。18 另一位作者

堅持認為，從印刷文化到電子文化

的改變，「正在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

和我們對宗教經驗及靈性體驗的定

義發生變化」（我在電腦上用力敲出

這段話時，也覺得緊張哩）。 19 
有些問題是與用語有關的。

比如，福音派人士不僅寫學術性

的註釋書，也寫一些「靈修式」

（devotional）註釋書，同時，天主
教人士不僅寫學術性的註釋書，也

寫一些「屬靈的」（spiritual）註釋
書。20 最近，一位更正教徒也採取

類似的策略：巴頓（Barton）的福
音書註釋並不關注對福音書的「靈

修式」解讀，而是要探索四福音的

內容，以便從中發現：關於「對神同在

的感知，及生活在這同在的光中 」這
個問題，四福音書能給我們什麼啟

發。21 他找到了福音書中許多談到

「靈性問題」的地方，即福音書中

展示出對神同在的感知或提倡這種

做法的部分，這些都在耶穌的靈修

中展現出來（就是在耶穌自己對神同

在的經歷當中）。在這本書裡，更多

是以耶穌為一個榜樣或典範，而不

是一位救主或主。當然，這兩方面

並不是絕對對立的，但是在那本書

裡我們完全看不到另外那方面。

對靈修的歷史性研究也在繼續

地迅速開展，而且對靈修學通常抱

持強烈支持的觀點。與 Pourrat 和 
Bouyer 的早期歷史記載相比，這類
作品談到「靈修」的時候，通常給

予它更加寬闊的定義（包括明言的

和含蓄的）。近30年來情況益形嚴
重，因為學界飽受哲學多元主義的

強烈影響。22 因此，在一本關於亞

洲基督徒靈修的書籍中，印度的耶

穌會神學家 Samuel Rayan 開宗明義
地對靈修提出這樣一個定義：「要

成為屬靈的人，就要比以往更加開

放，更負責任地面對現實。」23 最近

出版的另外一本靈修史不斷強調女

性靈修的重要性，並表示樂於見到

基督教靈修的多元化（東正教、天

主教、更正教，隨便都可以），也為

基督教靈修必然在文化上發展得更

加多元而感到欣喜，儘管這本書也

同時警告說：「在這個不斷擴張的運

動中，找不到自己的『根』是無益

的，無目的地在多種靈修文化中遊

蕩也是無益的。人們必須首先對自

己所屬的傳統具備一種真實的歸屬

感，才能投入另外一種傳統，並從

中獲益。」24 最近出版的一本關於改

革宗靈修的書，觀點特別多元，以

至於很多改革宗傳統的信徒可能都

無法察覺這是一本跟改革宗有關的

作品。25甚至近來一些神學方面的

重要著作都深受當代靈修趨勢的影

響。26 福音派學者也加入了討論。27 
最近的一位福音派作者，先是指出

福音派對自己豐富的靈修傳統（他特

別指的是清教徒傳統）很無知，因

此正處於不斷借用其他傳統的形式

的危險中，28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

他又堅持認為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太

快，要求基督徒每天讀聖經和禱告

是「十分不切實際的」。29 但令我們

納悶的是，從福音派的靈修歷史的

頂峰期中，究竟是要學到什麼呢？

豈不是植根於「以道（神的話語）

為中心的靈修」嗎？

因此，在對靈修問題的這一簡

短綜覽中，我希望能夠指明這些作

品中出現的對靈修的定義，包括明

言的和含蓄的。我這個綜覽既缺乏

深度又缺乏廣度，但是也許它能提

供足夠的憑據，讓我們就靈修的定

義問題做一些有益的反思。

二、反思「靈修」一詞目前的用法

接下來這部分，我想引用一些

作品，談談「靈修」一詞目前是如

何被使用的。

1. 靈修是一個神學概念。

假如我們要通過聖經中討論

靈修的經文，來直接探討靈修的好

壞，或有關靈修學的任何特殊的研

究，那麼，我們幾乎什麼都找不

到，因為就著「靈修」一詞而言，

聖經根本沒有使用它。

甚至可以說，「靈修」都算不上

是一個神學概念，因為神學概念中

包含哪些因素，通常是人們普遍達

成一致的。例如，三位一體的教義

也是一個神學概念。有人相信它，

也有人否認。我們可以用很多種方

式來說明這個概念，用很多不同的

方式把這個概念和基督徒的神學觀

及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若要清楚

地界定三位一體的概念，或是堅持

某些細微的部分，爭論可能會非常

激烈，而且會非常複雜，但是，無

論如何，這個教義的本質對於那些

有見識、和公開認信、能思考的人

來說是無可爭議的，30 特別是其基本

的神學要素。換言之，人們無論在

三位一體教義上有何爭議，所有陣

營都知道在爭些什麼。與此相反，

「靈修」是一個人言人殊的綜合

神學概念。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弄清

楚，一位作家在提倡或採用特定的

「靈修」概念時，在這個概念中摻

入什麼要素，又剔除了什麼要素。

這通常是很少明言的。讀者要不斷

地努力，去推斷作者前設的神學基

礎是什麼。

2. 由於構成這些人言人殊之靈
修定義基礎的神學體系之間存在衝

突，要在探討靈修這一主題的作品

中找到真正一致的定義就幾乎不可

能了。

例如，耶魯大學伯克利神

學院的「安南靈命成長中心」

（Annand Center for Spiritual Growth 
at the Berkeley Divinity School at Yale 
University）的小冊子上寫著，他們
的董事會中有極力主張宗教混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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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人，有自由派更正教徒，有天

主教徒，也有一位印度的吠陀教靈

修大師。31 他們的老師中包括本地

聖公會的靈恩派信徒（Episcopalian 
charismatics）。問題是，世界各大
宗教對靈修的理解不同，我們需要

仔細界定這些不同。32 單單從在「靈

修」背後這許多分歧的神學概念看

來，就意味著「靈修」這個詞的含

義會退化到僅僅是「一種超自然體

驗」而已，而且每個人會把自己對

「超自然」的理解摻入其中。這裏

存在一個前設，就是假定一切超自

然的體驗都是好的，不管這個所謂

的超自然是由什麼組成的。靈修突

然變成了「特洛伊木馬」，把最極端

的宗教多元主義帶進了一個打著基

督教旗號的帝國。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敬拜不

僅是動詞（正如Robert Webber常常提
醒我們的），33 更是一個及物動詞，

而且，最重要的正是它的直接受

詞。我們敬拜神，就是主耶穌基督

的父神，而其他的所有敬拜都是不

同形式的偶像崇拜，無論在這些異

教徒的敬拜中存有多少普遍恩典，

令他們得以一瞥屬靈的世界的面

貌。換句話說，從新約聖經的角度

來看，並不是所有超自然的體驗都

可以被稱為「屬靈體驗」，無論人們

是從心理學角度理解這種體驗，還

是認為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了

屬靈世界。簡而言之，並非所有的

靈修都是屬靈的。

3. 靈修可能會退化為一種技巧。

人們通過一些特定的操練方

式來尋求對超自然存在的親密體

驗，比如研習、禁食、禱告、捨己

等，無論他們怎麼理解這個超自然

存在。這樣，我們必須提出兩個問

題：(1) 這些技巧在多大程度上是無
關價值判斷（value-neutral）的？(2) 
這些技巧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移植

過來的呢？

這兩個問題並不簡單，很難給

出一個通論的回答。但是，要想出

幾個例子來說明不同的問題是很容

易的。下面我們看四個例子。

例一：對於受過教育的印度

教徒而言，靈修（指靈修的技巧與

操練）是要仔細閱讀《吠陀經》

（Vedas）和印度教其他經典。那
麼，福音派基督徒可以把這種方式

移植過來嗎？閱讀神聖的典籍，或

那些被認為神聖的典籍，不就是一

種無關價值判斷的方法嗎？

作為基督徒，我會這樣回應：

從某種程度上說，基督教可以很好

地把印度教的這種方式移植過來。

當然，我們讀的東西是很不一樣

的，我們的聖經和他們的經典大相

徑庭。儘管如此，我們肯定也希望

基督徒的靈修是跟慎思明辨地閱讀

聖經緊密相連的。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種做法，這種技巧是可以移植

的。但是，我們真正移植的，究竟

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移植的是「閱

讀被接納為聖典的文本」這種方

式，那麼儘管這種實踐方式可以移

植，但我們仍不能說它本身是無關

價值判斷的。因為有很多經典都被

人們奉為聖典，但在我看來那些根

本就不是聖典，包括《摩門經》和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因
此，我不認為閱讀某種被認為是聖

典的文本本身是件好事。我甚至不

認為這種行為是無關價值判斷的。

我只能說這種閱讀的藝術在操作方

面是無關價值判斷的，但這其實等

於什麼也沒說。

例二：我們再來看看瑜伽中的

呼吸（吐納）和集中注意力的練習。

這些方法能夠恰如其分地被基督教

採納嗎？它們是無關價值判斷的嗎？

從某種程度上說，呼吸練習

（吐納）完完全全是無關價值判斷

的，有些人為了預備順產也會學習

與此類似的呼吸方法。但是，在進

行特定的呼吸練習（吐納）的同時，

還要將注意力集中在一片白色之中

的一個黑點上，同時要唱誦禱文，

以達到一種與自我分離的境界、一

種更高層次的「靈性」水平，這就

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基督教能在多

大程度上採納這種方法？我想只能

採納一點點，至少不會採納那些禱

文，那種將注意力集中在一片白色

中的一個黑點之上的默想方法就

更甭提了。我想，採取某種呼吸和

放鬆練習，幫助過於緊張的人放鬆

下來，這並沒有什麼可反對的。而

且，如果放鬆的目的，是為了讓人

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專注在默想聖

經和禱告上，我想這應該被列為基

督徒靈性成長的一種技巧。我們頂

多只能說，這是一種技巧，預備人

們進入那可以稱得上是基督教的屬

靈操練，但這操練本身並不就是靈

修。但那已經離題相當遠了。

例三：想一想主的晚餐——

聖餐。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參加聖餐

禮，總是好事吧？如果有任何屬靈

操練不是無關價值判斷的，那麼肯

定就是這個吧，不是嗎？但是，這

個方式可以被移植嗎？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再次讓

我們體認到，事情並非如我們期望

的那麼簡單。聖餐禮中任何重要的

部分，肯定都不可能被移植到其他

宗教系統裏面去。的確，其他一些

宗教也有吃飯的儀式，但是跟聖餐

有關的一切，都和其他宗教的用餐

儀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僅僅是吃

飯，那可能是無關價值判斷的，但

是聖餐可不僅僅是吃飯。

甚至連真正的信徒參加聖餐

禮，都不見得一定是好事。保羅用

「是的⋯⋯但是」，來回答哥林多教

會中的很多問題：「我說男不近女倒

好。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

自己的妻子。」（林前七1∼2）。「我
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林前八4、
7）諸如此類。然而，關於主的晚
餐，保羅這樣寫道：「我現今吩咐

你們的話，不是稱讚你們；因為你

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林前

十一17）。之所以會這樣，並不是因
為慶祝主的晚餐這件事有任何本質

的邪惡，而是因為會眾變得自私、

罔顧他人，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

罪，也沒有認罪。所以我們知道，聖

餐這種屬靈操練的方式並不是無關

價值判斷的（從本質上來說它肯定

是好的），也不可移植，卻可以完全

變成一件壞事，不是它的本質改變，

而是參與的會眾中有未認的罪。

例四：再來想想中世紀修士所

發的各種各樣的捨己誓言吧。這些

方式可以被移植嗎？它們本身是否

並無好壞之分，所以我們可以從中

世紀天主教那裏借鑒一二？

當然，我們這代人也可以做

一些律己的操練。我們記得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九章24至27節中的決
心，也為自己的懶散感到羞愧。但

是，已婚信徒不應該起誓守貞，除

非是在一段有限的時間裏，經配偶

同意，為要專心禱告方可（林前七

5）。守貞誓言對獨身的人來說可能
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為了抑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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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這種努力是會令人灰心的（林

前七9）。在這個享樂主義至上的放
蕩的世代，自願守貧或過某種程度

的貧窮生活的誓言可能是全然可敬

的，但是同樣可能助長驕傲或高舉

功德神學。守靜的誓言又如何呢？

在這個喧囂的、過度表達的世代，

少許安靜可能是非常好的。但是這

也會帶來問題，比方說，我們實在

很難把梅頓（Thomas Merton）所發
的特拉比斯特派（Trappist）修士的
守靜誓言，和他對「神的母親」馬

利亞的深刻委身拆分開來看待。那

麼，鞭打自己又如何？神通過祂兒

子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賜下恩典的

自由，如果我們牢牢抓住這自由，

這種自我鞭打在我們的思想體系裏

又怎能有立足之地？從本質上來

說，這種方式豈不是和中世紀對精

英人士達至完全的思想緊密相關，

是平常的基督徒不能做的？

簡而言之，我們無法認為所有

的靈修方法都是沒問題的，都是不

需要加以警惕的，儘管這些都只不

過是一些方法而已。

三、基督徒最優先看重的事

我寫這一切都是基於福音派

的信念而寫。接下來幾點簡單的看

法，會非常坦誠地反映出我的這種

神學傾向，儘管我無法在此為這些

信念辯護。而且，這些觀點其實只

是點到為止，而不是極具權威的滔

滔雄辯，其中每一項幾乎都可以單

獨寫成一整章的內容。

我擔心，很多靈恩派人士和

越來越多非靈恩的福音派人士，在

脫離了那些帶有地域性的狹隘傳統

的陰影、融入基督教歷史的廣闊河

流中的同時，面臨著矯枉過正的危

險，幾乎要把一切打著「靈修」招

牌的東西都兼容並蓄進來。當然，

我並不否認，關於屬靈生命，我們

可以從與我們觀點不同的人那裏學

到很多，正如在神學方面一樣。可是，

如果我們不以靈修及伴隨靈修在知

識層面的模糊性為一個新的「至善」

（summum bonum），即檢驗一切事物
的標準，而是把和靈修有關的問題

放在一個必須接受聖經檢驗的位置

上，那麼，我們可以考慮哪些重要的

事情，才能不落入根深柢固的傳統主

義，而對此持有一個健康的觀點？

1. 靈修必須和福音放在一起考
慮。

從一個完全無關價值判斷的角

度來理解靈修（是一種超自然的經

驗，或對這種經驗的研究，諸如此

類）可能有些啟發式的、歷史性的

價值。但是，從一個公開認信的基

督徒的角度看來，這種觀點不僅無

用，而且還更糟——這種觀點非常危

險。坦白講，如果福音是真實的，

那麼到五百億年之後，花時間去默

想一片白色中間的一個黑點、同時

唱誦禱文，究竟有什麼價值？34 諸如

靈修的本質、想像中的超驗體驗的

目的、一位做這體驗之終極源頭的

神的本質、這位神啟示自己的核心

所在、以及我們通過何種形式和技

巧便能更認識祂（至少在表面上是如

此）這類的問題，必須經過福音的檢

驗。因為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我們

因著相信神的兒子才能認識天父；乃

是因著十字架和復活，我們這些與

神隔絕的人，才同我們的造物主、審

判者，也是我們救贖主重新和好。

2.基督徒對靈修的反思必須從
問題的核心開始。

在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裏，
有一種非常可怕的趨勢，那就是我

們往往還沒有搞清楚問題的核心，

就被吸引到外圍去了。其實，大趨

勢是我們越來越關注外圍的一些因

素，投入很多熱情、興趣和時間。

我的意思不是基督徒不應該思考

清楚信仰外圍正在改變的一些議

題——我們必須思考這些。但是，如

屬靈偉人嘉言錄

生命的糧       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摘譯自 John Knox, A Letter of Wholesome Counsel, Addressed to His Brethren in Scotland 1556

 John K
nox

我並非不明白：正如以色列人厭惡嗎哪，因為他們每日目之所睹，口之所食，只此一物。現在有人對於聖

經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當非罪惡之類），讀過幾段聖經之後，即傾向於世俗作家及世俗學問，因為其中取

材繁雜，每有令人愉悅之處。可是神的聖經恰恰相反，它雖簡單，卻老是重複一件事情，令人感到厭煩、困

倦。我承認，甚至連神的選民也可能一時受到這種誘惑，但絕不致永遠如此，因為神所揀選的，除了具有其

他明顯的標誌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神的選民是蒙召脫離愚昧無知來品嚐並感受神的憐憫，因此他們會不

時如飢如渴地想吃那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想喝那永生的泉水，這是他們一生所追求不厭的。他們唯有藉著信

心，才能得著這些，而信心永遠尋求神在聖經中啟示的旨意，所以信的發端和延續，全靠著聖經。因此我

說，神所揀選的兒女不可能長久藐視、拒絕救恩之道，也不會永遠厭棄它。

神的選民常常受到這種轄制與束縛，不能得到那已經為他們擘開的生命之糧，也不能在神的聖言中自由操

練自己。然而，神所親愛的兒女非但不厭惡聖道，卻將之視為靈魂的糧，是他們最渴慕的。這樣，他們才會

為以往的過錯懊悔，為弟兄們的苦難哀嘆；這樣，他們才會在心中（有時也大膽而公開地）吶喊、呼求，願

意有追求福音的自由。他們如此飢渴，足以證明他們的靈魂是有生氣的。但是，這樣的人既然可以自由讀聖

經，按神的聖經操練自己，如果因為反復閱讀相同的內容而覺得厭煩；請問：他們每日吃飯，每日飲酒，每

日享受日光，並使用神其他的創造物以保存他們的形骸，以維持他們的生存，何以不感厭煩呢？我相信他們

一定會說：因為這些被造物供人食用，可以充飢解渴，增強體力，保存生命。唉！這可憐的人們竟敢以腐敗

的被造物去保存那必朽壞的軀殼，超過以神的永恆之道來滋養那不死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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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把所有的時間和熱情都傾注

於這類跟聖經神學的核心相距甚遠

的問題上，比如墮胎、敬拜形式、

女性是否可以做牧師、教會管理、

協談技巧及最新的社會學報告，或

者是哪個婚姻講座的廣告做得最好

等，那麼這些外圍問題早晚會威脅

到核心——至少是剝奪了我們對核心

問題的熱情和精力，也許也會侵蝕

我們的神學，或者對我們的下一代

造成影響。

回頭看看靈修問題吧。如果

靈修本身成了我們的目的，遠離核

心，而且大部分沒有以聖經或神學

的規範去限定它、將它紮根在客觀

的福音之中，那麼，對靈修的追求

就會退化成為只不過在追求特定的

經歷，無論我們對靈修的定義多麼

寬泛、模糊。35 我必須重申：我並不

是基於追求特定經歷的理由來反對

人們追求所有形式的靈修；在下面

的第三點中我會多談談這個問題。

我想強調的是，思考靈修問題也

好，在這方面有所追求也好，都應

該在聖經神學核心的基礎上進行。

3.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只
關注嚴密思想架構的神學形式保持

適當的警惕，這樣的神學只強調信

心、委身和順服，根本不涉及情

感，更不要說培養對於神的同在的

敏銳了。

如果神的國在乎「公義、和平

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17），我
們就絕不可把它縮減成只剩下公

義和思想架構。耶穌賜給祂門徒的

聖靈，是屬於應許中之新約的「新」

（結三十六章／約三章；珥二章／徒

二章）：祂不僅叫世人知罪（約十六

章），也住在信徒的心裏（羅八9），引
導他們（羅八14），與他們的靈同證
他們是神的兒女（羅八16）。

這並不是說，經歷聖經所啟示

的這位超越的、同時又有位格的神

的臨在，是和聖潔生活、自律、彼

此相愛、莊嚴而熱情的讚美、恨惡

罪、效法基督、持續不斷的認罪悔

改、更多理解神的話語等這一切完

全無關的。我的意思是，的確有一

類福音派人士認為，以上所談的這

一切和對聖靈的任何經歷是截然分

開的兩回事。「我信聖靈」變成一

種教條，根本沒有實質性意義。有

時，這只是對明顯過度的靈恩運動

的一種過激反應。但是，不管其產

生的原因是什麼，這種想法都與聖

經不符，且與整個基督教最寶貴的

傳統相牴觸——正是在這樣的傳統

中，我們這些男男女女，藉著神的恩

典得以認識神。當然，經由聖靈賜給

我們的有關神的知識，是和我在上

面所列出的那些條目緊密相關的，還

有很多我沒有一一列舉。但是，真正

幫助我們建構我們稱為「神學」的思

想架構的，是我們對永活的神的真

知識，而不是我們腦中的意象（比如

說我們腦中對彼得·潘的意象）。
在復興的年代（我提到「復

興」的時候，使用的是這個詞過去

的含義，而不是已經退化了的現代

含義），基督徒深知神的同在有如此

巨大的力量，因此人們帶著聖潔的

崇敬活在祂面前，也真實、一貫地承

認祂是尊貴的，承認祂的恩典可以改

變生命。其實，即便是在普通的年代

也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如果認識真神

和祂所差來的耶穌基督就是永生（約

十七3），我們就必須仔細考察有關
神的真知識，然後全面地接受這真

理。如果所謂的「靈修」聚焦於這種

可以改變生命的對神的認識，它就反

對僅僅依附於傳統認同的某個信經

（不論該信經有多正統），那麼我們

就應該強調這樣的「靈修」。

4. 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地描述
神用以培養這種與福音相合的靈修

的一切途徑。

唯有神賜下生命。是神啟示

了祂自己，不僅在救贖歷史的偉大

工作中，也是藉著祂的聖靈向一切

「屬血氣的人」顯明祂自己。而所

有屬血氣的人，無論男女（林前二

14），都是沒有神的聖靈、無法理
解神的事的。祂向成熟的、以聖經

的觀點看待事情的基督徒啟示自己

（腓三15）。然而，神通常會使用一
些途徑來啟示自己，什麼途徑呢？

正是在這一點上，福音派人

士需要重整他們的傳統。現在人們

都在談論聖禮、貧窮、靜默等靈修

方式。的確，在貧窮的時候，神對

祂的子民來說會顯得尤其真實。的

確，共同慶祝主的晚餐是一個自我

省查、認罪、饒恕和在聖靈裏喜樂的

好時機。恩典會透過各種途徑降下。

但是，恩典最重要的途徑，也許也是

在最近關於靈修的出版物中完全沒有

提到的恩典之道，就是神的話語。

當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祂這樣

禱告：「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

道就是真理」（約十七17）。除了真理
的道，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人成聖。神

的話語帶來亮光。智慧人與愚拙人的

區別、義人和惡人的區別，就在於是

否持續默想神的律法（詩一篇）。我不

否認，有些查經課程實在是毫無生命

力，也毫無信心，僅僅流於形式，跟

聖餐禮一樣，有時只是招損，而不是

令人受益（林前十一17起）。但是，
在聖經中極力強調，我們需要理解、

反復咀嚼、不斷默想、宣告其中的真

理、背誦（「藏在心裏」）、閱讀、及

聆聽神的話，到一個地步，我們若忽

略，只會招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福音派傳統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一直強調專注於神的話語的靈修。

在這個框架下，適當運用其

他的「技巧」可能是有些價值的。

如果捨己僅僅是為了蒙神喜悅，或

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我們通常

把這種感覺錯當做屬靈），那就是

非常危險的。但是，如果我們因神

藉著祂兒子的死向我們顯明最大的

捨己，於是以捨己的方式向祂表示

感恩和信靠，並且這也幫助我們更

專注於神的話語、更加順服且在其

中喜樂，那麼這種捨己的操練當然

是好的，會幫助我們的屬靈生命成

長。我們可以通過這種以神的話語

為核心的檢測方式，對現在大部分

可供使用的「技巧」做一個評估，

比如寫靈修日記、花時間安靜退

修、督責／禱告小組，等等。

5. 最後，這種以神的話語為核
心的反思，會讓我們重新回到一個

事實，那就是，靈修學是一個神學

架構，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

我們需要根據在聖經裏找到的

一切來修改我們的架構。如果「靈

修」是通過聖靈才能認識神，那麼

真正的靈修體驗就必須與「何謂擁

有聖靈」息息相關。因此，在某種

意義上說，一切靠著神的恩典、藉

著相信耶穌基督而領受救恩的人，

都是擁有聖靈的人（羅八9），且是
「屬靈的」（林前二14∼15）。但是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靠聖靈而活」

（加五16），那意味著有意識地治死
「肉體的行為」，結出「聖靈的果

子」——靈修學包含非常深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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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G. R. Lewis, “The Church and the New Spirituality,” JETS 36 (1993) 
433-444，作者在文中針對著「新的靈修形式」，即與新紀元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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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ouyer  et al.,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3 vols (London: Burns 
and Oates, 1963-68) 1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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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G. Wainwright, Doxology (London: Epworth,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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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園，1997］, 1103-1105），在總篇幅738頁的書中作者花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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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收集的大量文章，InterVasity的那本書中很少有與之相似的。

參：如 The Westminst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ed. G. S. 
Wakefiel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Conn，“Spirituality,” 972。

寫於1728年。

傅士德，《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學生福音團契）=R. J. Foster,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2d ed.，San Francisco: Harper, 1978), R. 
Lovelace, 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 (Downers Grove: InterVasity, 1979), 
Revival as a Way of Life (Downers Grove: InterVasity, 1985)。

例如：巴刻，《認識神》（香港：證主）=J. I. Packer , Know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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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ical Tradition (2d, London: SPC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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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 Roof, A Generation of Seekers: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th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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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hieme,“Computer Applications for Spirituality: Th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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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參考書目中僅舉一個例子，參Michael Glazier關於「為屬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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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Barto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Gospels （London: SPCK, 1992)。

關於這一點，可參D. A. Carson,“Christian Witness in an Age of 
Pluralism,”God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for Carl F. H. Henry（D. A. 
Carson and J. D. Woodbridg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31-66。

Asia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Reclaiming Traditions （ed. V. Fabella, P. K. 
H. Lee and D. K. Suh, Maryknoll: Orbis, 1992）, 22。

P. Sheldrake, Spirituality and History: Ques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New York Crossroad, 1991）, 210

H. L. Rice, Reformed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for Believer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 John Knox, 1991）, esp. 210。

例如J. Moltmann, The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London: 
SCM, 1992），其中第一部分討論「聖靈體驗」，包括一段探討了
耶穌的靈修問題。Moltman在此處勾勒一種「神秘體驗的神學」，
「神秘」指的是「在信心中強烈地經歷神」。一位評論家儘管承認

這部著作的價值，卻評論道：「整本書充滿熱情且令人印象深刻，

儼如一部真正的文學創作，但叫人玩味的是，作為對討論主題的

理性陳述，這本書卻了無新意，令人無法滿意」（G Newlands, in 
ExpTim 104 [1993] 148）。當然也有些人會把這一點看成是優點。

Alive to God: Studies in Spirituality. Festschrift for James Houston（ed. J. I. 
Packer and L. Wilkinso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2）。

A. E. McGrath，Evangelical Spirituality: Past Glories, Present Hopes, 
Future Possibilities（London: St. Antholin's Lectureship Charity Trustees, 
1993）;“Borrowed Spiritualities,”Christianity Today 37/13（November 
8, 1993）, 20-21。

McGrath, Evangelical, 13。

我加上了「有見識的」（informed）這個詞，因為我想把很多對三位
一體真理的激烈諷刺的——其實是誤導人（misinformed）——描述
排除在外。舉例而言，只有初級水平的伊斯蘭教的觀點，以為基督

教信奉的神的三個位格是聖父、聖母馬利亞和耶穌（第一位和第二

位結合生出第三位）。

即Pundat Ravi Shankar，雖然有人告訴我他現在已經退出董事會了。
我很感謝J. Ashley Null牧師，是他讓我知道這件事的。

想要區別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對靈修的理解，可參見Teach Us 
to Pray: Prayer in the Bible and the World（ed. D. A. Carson; Exeter: 
Paternoster, 1990）的相關章節。

R. E. Webber, Worship Is a Verb（Waco: Word, 1987）。

有些朋友堅持宗教混合主義和哲學多元主義觀點；我相信他們會對

這個觀點感到非常吃驚，並且會駁斥說我的觀點既無知又自大。然

而，在目前的作品中處處可見的絕對命題，就更加自大了，更不

要提文化歧視——他們認為所有宗教在真理上都是一樣的，沒有誰

比誰更強。我試圖在註腳22引用的“Christian Witness”討論這些問
題，也希望能在The Gagging of God: Christianity Confronts Pluralis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一書中花更大篇幅進一步討論。

在這一點上，我有時會對盧雲（H. J. M. Nouwen）看重的一些事
情感到憂慮（當然，我們可以從盧雲那裏學到很多東西）。例

如，他的作品《活出有愛的生命》（香港：基道，1999）=Life of 
the Beloved: Spiritual Living in a Secular World（New York: Crossroad, 
1993）。幾乎在所有基督宗教信徒當中，他的作品都廣受歡迎，我
想這可能正是因為他在談論靈修時談到的那些具有吸引力的強調

點，都沒有很好地紮根於福音之中。

此論文的較短版本已經以葡萄牙文發表：“Quando a Espiritualidade 
é Espiritual: Reflexōes Sobre Alguns Problemas de Definiçāo,”Chamado 
Para Servir. Festschrift for Russell Shedd (ed., A. Pieratt; São Paulo: 
Ediçōes Vida Nova, 1994）。

德和倫理層面。聖靈同時也是加給

信徒力量，使信徒能夠為耶穌作見

證的那一位（約十五26∼27；徒四8
等）——靈修學還包含宣講的層面。

聖靈是憑據（arrabōn），是所應許的
產業的預嘗和保證——靈修學也包含

著末世論的層面，教會好比新娘，

與聖靈一同高喊：「主耶穌啊！我願

你來！」（啟二十二章）。我們可以

繼續下去，只要在神的話語的掌管

下，在任何一個靈修學架構中加入

各種層面的內涵，用聖經來糾正我

們和我們的體驗，這樣，我們就能

享受在耶穌基督裏賜給我們的各樣

豐盛的產業，同時也就不會甘願追

隨時尚，隨波逐流了。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找到一條充滿生命的靈修

之路，讓人類存在的每個方面，無

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都降服於

神的話語的管束之下，也都意識到

我們因著神的恩典、為著祂的榮耀

而活在神的同在中。我們應當呼求

神，盼望我們所有關於靈修體驗的

表達都是真正屬靈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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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en Is Spirituality Spiritual? Reflections on Som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JETS 37/3, 381-394，經作者允許翻譯刊載



她的心能看見

我們在此記念教會史上一位

屬靈的偉人，但是她和別人不太一

樣，藉著她所寫的詩歌，我們常常

從她受益。這位詩人是芬妮．珍．

克勞絲比（Fanny Jane Crosby，出生
1820年3月24日，死於1915年2月12
日），出生在淡淡的三月天，共活

了95歲。她是基督教詩人中最多產
的一位，由於她一生共用了兩百個

左右的筆名，所以要找出她所有的

作品並不容易。她雖然活了將近一

個世紀，可是她真正從事聖詩寫作

的年日約三十多年，從44歲（1864
年）到八十多歲，目前收集到的詩

歌約有八千首。這還不算她的一般

寫作。

克勞絲比出生在紐約州普南郡

的東南鄉（Southeast, Putnam），
她的先祖是十七世紀移民到波士頓

的清教徒，而她也傳承了父母的清

教徒信仰。當她才六週大的時候，

生了一場病，大夫不在，鎮上來了

一個陌生的醫生，用錯了藥，把她

的眼睛弄瞎了。所以她可以說是生

來的瞎子。然而她的母親、外祖母

和郝麗（Hawley）夫人在她十五歲
以前用聖經教育她，奠定了她一生

的學識和靈命的基礎。我要用詩篇

七十三篇來看她一生最大的特點，

她是一個極其親近神的人，因此她

的詩歌到今天還在幫助許多的人認

識神、經歷神。

�詩篇七十三篇有一個鑰詞出現

了三次。是哪一個詞？「實在」（詩

七十三1、13、18）。用這個鑰詞可將
這篇詩篇分為三段：第一段是2∼17
節，講「心懷不平的偏見」。第二段是

18∼22節，講「聖所人生的透視」。第
三段是23∼28及1節，講「在地如天的
生活」。克勞絲比的遭遇如果發生在

我們身上，我們可能是一個憤世嫉

俗的人，對什麼事情都心懷不平，

就像這位詩人在第一段裡所表現的

光景，他總覺得神待他不公平，信

耶穌白信了，13節說：「我實在徒
然潔淨了我的心。」但是詩人有一

個轉機，就是他進了神的聖所，因

為他遇見了主，他的人生就有了一

個新的透視，能看見那原來看不見

的。那麼他在聖所看見了什麼呢？

他發現他以往所羨慕的世上的好

處，轉眼之間，就成了一場夢，好

像影像一樣，一場空。不但如此，

他看見神畢竟是公義的神，那些不

敬虔的發達者，如今在陰間受到審

判了，落在沉淪之中！

是不是這樣就夠了？不，那還

是一個過渡，人生最佳的境界是在

地如天（詩七十三23∼28）。換句
話說，詩人還要再進一步邁入人生

的至聖所，就是住在基督裡，這是

預嚐屬天榮耀的生活。今天我們所

唱的詩歌是不是讓你嚐到一點天的

味道？你們知道這些詩是在哪裡寫

的嗎？紐約市！有主同在，紐約市

就成了天堂。

人生透視

克勞絲比的信心是從外祖母和

母親傳承下來的。她的傳記作者布

倫賀芙Edith L. Blumhofer給她的一
生作了這樣的評語：「雖然克勞絲比

一生的背景在變換，⋯⋯但她總是

拋錨在加爾文主義最基本的信念－

神必有祂的美意，而人生心態怎樣乃

是一種選擇。」她的母親在她小時就

灌輸她，「有的時候天命剝奪了人的

覺官，反而使他屬靈的洞察力更為清

醒。」母親也提醒她，最偉大的兩

位詩人荷馬和彌爾頓都是眼瞎的！

因此，她從小沒有落入心懷不平的

光景裡過。她五歲到過紐約接受最

好的醫生診斷，結論是她不可能復

明；從那時起，她的外祖母友尼基

（Eunice）就開始教她用觸覺去體會
大自然，使她能分辨樹木的形狀﹑

樹葉的顏色、鳥的聲音、花的種

類。外祖母讀聖經給她聽，叫她背

誦經文，更重要的是教她凡事跪下

來向父神禱告，依賴祂，向祂求，

過敬畏神的信心生活。

她小的時候，母親因為要工作

養家，她就和母親一同到康州的里

奇菲爾（Ridgefield）住過好幾年。
在那裡 �，她們住在郝麗夫人家，主

人十分愛她，教她背聖經。克勞絲

比有驚人的記憶力，背誦了許多卷

經文！（四福音、摩西五經、詩

篇、雅歌、路得記等）。郝麗夫人

也很有耐心地教她背詩詞，因此培

養她對詩詞的喜好。神恩待她，在

她十五歲的那年，垂聽了她的禱

告，可以上學讀書。1835年，她去
紐約上盲人學校。她在那裡一共待

了23年，前面九年作學生，後來就
在學校裡作老師教別的盲生。從

此，她的一生幾乎都在紐約度過。

她在六至八歲時寫過一首詩，

說明了她一生的信念：

噢，我是多麼快樂的人啊，

雖然我看不見什麼。

我已決定活在世上，

永遠知足。

多少的福氣別人得不著，

我卻享受到了

就因為眼瞎而哭泣嘆息？

我不會，我也不願。

芬妮．克勞絲比（Fanny Jane C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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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傳記上說：「有福的天命

似乎這樣安排我一生眼瞎，我為此

感謝神。即使完全的視力明日賜給

我，我也不接受的。因為我一旦被

周身花花世界左右了，我就不會唱

出讚美神的詩歌了。」

你們看，這位身高才四呎九

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小女子，是

不是用她的生命譜出了比貝多芬的

英雄交響曲還要動聽的生命之曲？

貝多芬譜出他的交響曲時，他的聽

力已經失去了，這對一位音樂家是

多麼殘酷的事啊！可是貝多芬用他

的心靈聽曲、寫曲。克勞絲比用

她的心靈看，突破天命加在她身

上的苦難，而且甘之若飴。她有一

次說：「八十五年以來，我心中絲

毫沒有對那位失職大夫有過一絲恨

意，因為我總是相信良善的主，藉

著失明分別我為聖去做祂許可我做

的工作。」她在1875年所寫的名詩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All the Way 
Leads Me）歡然唱道：我深知道凡事
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朋友們，你走入人生的聖所內

了嗎？你在基督裡來透視人生嗎？

這是你這一生的第一個關卡，第一

個挑戰（詩七十三17）。克勞絲比
很小就走過了這一關，她從不憤世

嫉俗，從不怨天尤人，不只是逆來

順受，而且從主的手中歡然領受。

認識自我

克勞絲比在盲校裡讀書時，

她的詩詞天賦就顯露出來了。一位

專家說，她是生來的詩人。她在其

中如魚得水，學遍了當時讀得到的

詩詞。她也多次地在校內或校外，

甚至去白宮展示她的詩詞天份，以

說服社會人士為盲校捐款，教育盲

胞。天才歸天才，敬虔歸敬虔，克

勞絲比和詩篇七十三篇的詩人一

樣，還需要更進一步進到人生的至

聖所裡，也就是過一個在地如天的

生活。這一點，在克勞絲比身上要

晚到1850年（30歲）時，才開始經
歷到。

1849年霍亂襲擊紐約，光是
七月下旬每一週就要死上個六、

七百人。整個暑假死掉了五千多

人，盲校裡也死了十個學生。克勞

絲比開始時也在幫醫生照顧病人，

到後來，連她自己都害怕了，這是

她一生的屬靈轉機。這個危機意識

反而使她在奮興會上經歷到了屬靈

的更新，得到了救恩的確據。1850
年十一月20日，她走到奮興會的前
面，將自己的心奉獻給主。「我頭

一次感受到，我從前總是一手抓世

界，另一手抓主。」詩篇七十三篇

21∼22節是人對自我的認識。克勞
絲比從小敬畏神，可是當聖靈光照

她時，她才看見她的手抓神時也抓

著世界。不只如此，她也曾經歷過

心中的驕傲被老師指出來。泰特

（Marvin E. Tate）指出，人在17節的
聖所裡有三關要過：對惡人的新調

適（18∼20節）；對自我的新認識
（21∼22節）；對神同在的新調適
（23∼28節）。身為基督徒，克勞
絲比必須經歷聖靈在她的心中行屬

靈的割禮，放下世界，放下自我。

她的生命需要新的突破：尋求

勝過死亡的救恩的確據。當時的詩

班正在唱以撒華滋（Isaac Watts）
的〈哎呀救主真曾流血〉（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她心中
充滿了喜樂，跳起來說：「哈利路

亞！」她說：「主在我的生命中

放了一顆星星，沒有雲可以遮蔽

它的榮光。」這是她得著了救恩的

確據－聖靈的見證－之開始。那一

年，克勞絲比三十歲。 

在地如天

詩篇七十三篇的詩人走進屬

靈的境界裡，有怎樣的經歷呢？從

1850年她被主復興、被主得著，到
1864年開始寫聖詩、被主所用，其
間還有十四年的歲月在經練著。布

萊佩利（William Bradbury，1816-
68，是許多名曲的作曲者，如：
Jesus Loves Me，Sweet Hour of Prayer
等等）發現了這塊玉，就要克勞

絲比為他寫詩，由他來譜曲。神

賜給克勞絲比什麼恩賜呢？預言

的恩賜，這是典型的一種。歷代

志上二十五章1節說，那些在聖殿
中唱詩的利未人之恩賜是「說預

言」（《和合本》小字）。克勞絲

比真地成了以色列的美歌者（撒

下二十三1）。克勞絲比曾作過一
夢，她用這個夢來解釋她寫聖詩的

靈感與活力之來源。「夢中所見的

比夢、比異象都還要逼真。我的身

體在睡覺，可是我的〔心靈的〕感

官卻是發揮到了極點。」她來到天

上，遇到一條河是導遊不讓她渡過

的。就在那一刻，天門大開了，她

聽到天樂飄飄處處聞，餘音環繞她

爾後的一生。她在1903年83歲的高
齡回憶說，「那種天樂的旋律是我

在任何地方不曾聽過的，每次回憶

總是震憾我心。」之後，她就開始

作詞。

我們從她的詩歌可以窺見她

與主交通的經歷，這方面的詩歌是

她詩歌中的強點之一。有一次她需

要五塊錢用，但沒有。她就向父神

求。幾分鐘以後，有一位陌生人走

來給了她五塊錢，不多也不少。神

聽了她的禱告，她立時有了靈感，

寫下名詩〈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1875）。詩篇七十三篇23b節對一
個瞎子而言更有意義。與主交通的

人會時時事事依賴主的引導，讓主

來牽著我們的手走天路。這首詩刻

劃得太好了。又有一陣子，她經歷

到靈裏的下沉，於是她就向主禱告

說：「親愛的主，握住我的手。」

立刻甘甜的平安與救恩的確據就又

回到她的心中，她就寫下了這一

首詩〈緊握我手〉（Hold Thou My 
Hand，1879）。

她是一個與主極其親近的

人。有一次她到常為她譜曲的唐

恩（W. H. Doane，1832-1915）家
作客，是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Cincinnati）。他們在談論與主親
近的話題，夕陽西下，看不見夕陽

無限好的克勞絲比抓住了靈感，寫

下了〈主我是屬你〉（I Am Thine, 
O Lord，1875）。描寫與主親近的
生活，還有什麼詩歌比這一首更好

呢？副歌說：與主更親，就更被主

吸引來到主流血的身邊，她永遠不

忘記十字架的功效。〈靠近主〉

（Close to Thee，1874）也是屬於這
一類的詩歌。這首詩是聖靈同時感

動她和衛爾（S. J. Vail）完成的。
當時，她正在默想主與她同在的甘

甜，內容就從她的心中湧出如泉；

而衛爾帶來他新作好的曲子來求她

填詞，她一聽，就說這是〈靠近

主〉，詩就這樣寫出來了。

現在我們來看她最有名的

詩歌，〈有福的確據〉（Blessed 
Assurance，1873）。這首詩是先有

09她的心能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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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後有詞的。曲是納普（Phoebe 
Knapp）寫作的，她是克勞絲比的好
友，拿來彈給克勞絲比聽，問她，

這首曲說些什麼？克勞絲比聽了立

刻就說出預言，這是〈有福的確

據〉，文思泉湧般地，歌詞就從她

的心中流出來。這首詩可以說是克

勞絲比的代表作，第一節就刻在她

的墓碑上。

另一首很有名詩的是〈安穩

在耶穌手臂〉（Safe In the Arms，
1868）。當年的四月30日，這首曲
子是唐恩在火車上寫的。到了紐

約，他就趕赴克勞絲比的家哼給她

聽，希望她能填詞。然而在他來之

前，克勞絲比已經在想「一個投靠

耶穌的人，他的靈魂所感受到的安

穩之甘美。」她說，「我坐下來，就

有了旋律在我的心中。我不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是聖靈寫的詞，我不

敢掠美。」唐恩拿了詞，就匆匆走

了。當晚在聖單尼旅館（St. Denis 
Hotel）有一個聚會，他就將這首詩
介紹出去了。一個很美麗感人的故

事，與此詩歌有關：英國漁民家屬

在濃霧天在岸邊大聲合唱這首詩，

給先生、爸爸導航。訪客就覺得港

口像個聖地。

她出了名以後，一位傳道人

有次好心對她說，主給妳這麼大的

恩賜，卻沒有給妳視力，實在叫人

惋惜。她立刻反駁對方說，假如我

在出生時可以向主求，我仍然會求

主讓我生來就瞎眼。對方驚訝說，

為什麼呢？她回答說，這樣，將來

到天上有復活的視力，我第一眼看

見的不就是我的救主嗎？從這句話

裏，我們就看出什麼叫做「在地如

天」，意思就是我們十分渴望能與

主面對面，是身體的、肉眼的，當

然是在將來新造的身體裏。詩篇

七十三篇24b節的「榮耀」究竟何指
呢？泰特認為這可以指著末日的榮

耀顯在今日說的，即不是指著死後

的經歷，而是今日在地上可以經歷

的，這樣，才叫做「在地如天」。

〈救我恩典〉（Saved by Grace，
1894）這首詩的來歷如下。那一
年畢格勞（Biglaw）先生從報上唸
給她聽一篇信息，正好是她的一

位遠親郝沃．克勞斯比（Howard 
Crosby）牧師所講的。他說：基督
徒應當不害怕死亡。神的恩典如何

引導我們生活﹐也同樣地引導我們

面對死亡與經過死亡。幾個小時以

後，她就寫完了這一首詩。可是，

她沒有對人提，她稱這首詩是「我

靈魂的詩歌」。那年夏天，她去參

加慕迪（Moody）在他的家鄉麻州
北田（Northfield）的夏令會。桑奇
（Sankey）臨時起意要她上台說幾
句話。推不掉，被請上去講話時，

也沒有預備，她就想到有天她會見

主時，會是怎樣，就將這首詩從她

的記憶中讀出來。

這首詩歌格外顯出她對末世榮耀

的指望。真地，當克勞絲比復活後，

得著新造的身體，她就可以看見。願

神賜福。

結語：她的心能看見

在慕迪和桑奇還沒有到英國

佈道以前，克勞絲比的詩歌就已經

流傳到英國了。有次薛文（Willam 

F. Sherwin）寫信給英國頂有名的
聖詩作家賀芙格（Frances Ridley 
Havergal）說，芬妮．克勞絲比是個
瞎子，但是在神愛的陽光下，她的

心能看得清清楚楚。1872年，賀芙
格寫了一封信給克勞絲比，信中有

一首長詩，中間有一段說：

她的心能看見，她的心能看見

願她如此歡然歌唱

因為王自己和祂的恩典

已將祂臉上的光耀向她顯現了

她的心真能看見，這是她半生

與主面對面親近主之生活的寫照。

你我的心也能看見祂。

我心要如何震動，

當我見祂的榮臉

和祂慈愛發亮眼睛的光輝

我心要如何讚美

祂的憐憫和恩典

這樣為我預備永遠的歡樂

 

當我進永遠門戶，

身穿光明潔白衣

祂領我到永無眼淚的住處

與蒙愛者同歡唱，

喜樂歌聲無窮盡

但我第一羨慕是見我救主

副歌：我認識祂，我認識祂，

　　　當我得贖站在祂身邊

　　　我認識祂，我認識祂，

　　　因祂手上有釘痕可見

註：Crosby一生大概除了晚年，都是窮困的。
她離了盲校以後，她租賃的公寓幾乎都在中

國城一帶(South Mahattan)，搬了30多次。這時
期，幾乎是靠寫詩維生。

照聖經為孩子禱告 照聖經為青少年禱告

我相信一個母親在她孩子生命中最偉大的影

響是通過禱告產生的。她為所愛的孩子站在

破口之中，祈求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垂聽並

回應她的禱告。本書中，作者教我們一些簡單

的禱告原則，如果學會運用，這將會改變你的

禱告生活。最有能力的一個禱告原則，就是

使用經文禱告。當我們用神的應許來為我們

的孩子禱告，因為是使用神自己的話語向神

禱告，我們的信心會因此增強了。我喜歡這本

書，因為我喜愛神的話語，而這本書充滿了神

的話。當你閱讀時，你的靈會被復興，會得到

重建，會擁有偉大的希望。

特別推薦

作者：裘蒂‧柏恩特

           (Jodie Berndt)
譯者：林為華

作者：裘蒂‧柏恩特

           (Jodie Berndt)
譯者：劉美津

如果你家有青少年，當你拿起這本書時，

不需要我說你也知道，有一場戰爭正在進

行。身為父母，我們可能很容易落入一種

試探，相信我們正陷入與和孩子的苦戰

中。但是，當我們環顧這個世界所提供的

一切，從信手拈來充斥著性、色情與暴力

的電視和電影，到躍動著猥褻與憤怒的

音樂，我們不得不恍然大悟，我們的戰爭

不是反對青少年，而是支持他們。

Praying the Scriptures for Your Children Praying the Scriptures for Your Teenagers

20% 
off

20% 
off

原價美金16元         

特價美金12.8元

原價美金16元         

特價美金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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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恩典，我們去年發現了一套優質的、提供給傳揚福音的材料，此套教材是三一福音神學院新約研究教授卡森

（D.A. Carson）博士的系列講道 The God Who Is There。這是卡森於2009年二月20－21、27－28日在伯利恆浸信會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約翰派博牧養的教會）傳講的。我們多年來聽卡森的講道，讀他的著作，也將他的作
品與講道介紹給華人教會，知道他在過去數十年一直關注如何向這一代人傳福音，發現他在這一系列彙集了他數十年

來最精華的信息，深信這一系列信息將會成為教會的祝福，因為它要言不繁地解釋聖經的故事情節，向非基督徒傳福

音，也造就信徒。但知道聖經故事是一回事，知道自己在神的救贖故事中的角色有時是另一回事。這一系列在介紹聖

經故事的同時，也幫助讀者／聽眾找到自己在這故事中的位置。它適合「慕道友」，清晰地介紹基督徒信仰，聽見的

人必須選擇接受或拒絕耶穌基督。這一系列的英文版已經以三種形式出版：書籍、組長本、與DVD。麥種傳道會本於
神的託付，要照著神的旨意服事這一世代的人，取得這一系列繁體與簡體中文的獨家版權，目前正盡全力翻譯、製作

中，希望儘早發行。 在DVD的部份，已經完成幾講的字幕剪接，也分別在密西根的兩間教會試映、加上呼召，問題討
論。我們將小心觀察未信主的人對此片的反應，及後續願意接受耶穌作他們生命主宰的意向。我們也剪接了一段約13
分鐘的樣片，您可上網（http://vimeo.com/19605111）觀賞。

編輯部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新約引用舊約註釋》（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Baker）編輯的工作，這本長達2000頁的註釋，自07年開始動用了十多位優秀專業的譯者，美國麥種傳道會買下繁體與
簡體中文版權，歷時近三年的翻譯、編輯，終於可望於2011年出版這部巨著，納入「麥種聖經註釋」，名為《新約引
用舊約》。

預計四月出版「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Christ-Centered Worship），作者：柴培爾（Bryan Chapell），麥種傳道會在
2009年即首先購得此書的繁體字版權。《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從歷史及聖經的角度討論敬拜，說明福音過去塑造
了傳統崇拜禮儀，也應當塑造現代的崇拜。這本書接著討論實際的議題，放眼教會宣教，提供崇拜設計的參考資料，

鼓勵讀者辨認自己教會在福音上獨特的呼召，作決定崇拜事宜的基礎。在敬拜與事奉上，這本書對神學院的師生、牧

師、崇拜主領者、崇拜事宜委員會、宣教士，都會有實際的幫助。

事工感恩與報告

最近在教會的一次研經班裡，我表示了對啟示錄的興趣，一位

姐妹帶了她的啟示錄VCD來與我分享。在過去的三週裡，我將您

的15片VCD課程看了三遍，今日黃昏，把最後一片VCD放了三次，

看完以後我大聲鼓掌，引起了我的女兒前來詢問我在看的VCD是

什麼？總之，此短簽只是讓您知道，也謝謝您講得如此仔細精

彩。我相信我絕不是唯一讓您知道如此著迷的一個。感謝神，

因為您的教導，一向另人難解的「啟示錄」，讓我High了三個禮

拜，我將會鄭重的向其他基督徒推薦。

張嬪容

敬愛的潘牧師及各位麥種同工：主內平安

我是一位全時間神學生，幾個月前偶然得知麥種的贈書計畫，

便試著索取了一本《當主耶穌面對世界》，收到後大致讀了一

些，即深深折服於此書的真知灼見！感謝主，讓我們華人教會

也能有如此優質的書靈書籍！今天我又收到麥卡瑟的《每日

效法基督》，再加上前段時間看到的《約翰福音註釋》（D.A. 

Carson），深感麥種所選出版之書籍，實在是擁有長遠影響的

屬靈寶藏，堪稱「經典中的經典」！我真誠地願意關注麥種，並

為麥種事工禱告。願神大大賜福予你們！可惜本人財力有限，

隨信附上一點微薄奉獻，實在少之又少！但想藉此表達我內心

的喜樂，感恩，還有對麥種的祝福。

主內肢體：Peter敬上

照聖經為青少年禱告
Praying the Scriptures for Your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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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牧師:平安

上年年尾曾與閣下通過電郵，有幸知悉貴社在去年尾至今

年所出版的三套註釋書。之後一直引頸以待，直至最近終

於看罷了提摩太前後書與提多書註釋及以弗所書註釋，實

在感到得著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後者，如此精闢詳盡的作

品實在是書架上不可沒有的著作。

在此也感謝貴社迅速而精細的翻譯，實在難能可貴，也是

華人信徒之福!現在只剩下《新約引用舊約註釋》仍未出

版，以我所知此書英文版極厚，中文版會否要分三本或以

上出版呢?大約會在何時出版呢?此書在研經上極為重要，

往往在讀經時最令人費解的就是新約作者如何活潑地引用

舊約聖經，所以此書可謂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求神能祝福

貴社和此書能順利出版，且能幫助華人教會在讀經時更能

進入新約作者的思路當中。

另外也想詢問貴社出版了《新約引用舊約註釋》後，又將會

出那些註釋書呢?因為如果得知貴社會翻譯那些書，我們

便可以不用急著買下別的出版社的相同書卷的註釋。謝謝

抽空回答以上問題!!最後祝貴社與閣下主恩滿溢!!

主內許弟兄(來自香港)敬上

文字事工

佈道／講座／培靈

讀者來函

感謝神，潘牧師從2010至2011年分別在蘭莘教會、哥城
華人教會、華人恩典聖經教會、底特律華人宣道會主領

佈道會。

秋季與冬季麥種聖經講座順利完成，參與弟兄姊妹反應

良好。從2008至2011年，已經接近3000人次參與麥種
的教導事工。

為了在閩恩教會 、CCIC-Milpitas、恩澤教會、西雅圖台
語教會的培靈會感恩，弟兄姊妹皆感覺受益良多。

請為今年緊密的行程代禱。一個特別的行程，八月份將

與潘師母一同前往義大利北部主領夏令會，也會到德東

有學生工作的服事。請為潘牧師／師母的體力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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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心理治療

新書介紹

這兩位受人尊敬的作者為基督徒心理醫師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範例，來整合信

仰和臨床工作。他們的模式因能夠呈現對人們不同層面掙扎的體認，並且需要相

對地調整我們介入的方式，而顯得特別有價值。馬克敏和康貝爾產生了一個好心

理學及好神學之間的良好整合。

貝克（James R. Beck）博士，丹佛神學院，輔導學資深教授

《整合心理治療》是一本不平凡的書。奠基於充分理解聖經中有關人類光景、神

在基督裏的恩典、並對祂子民的呼召等真理，馬克敏和康貝爾嚴格並深思熟慮

地，採用認知及關係論臨床傳統的智慧，來為受傷的人們導入心理治療概念化及

介入。這部作品反映出兩位作者多年的友誼及不同的角度，同時呈現出每位作者

都是傑出的學者及臨床治療師。這本書將增進讀者在整合反應上認知的深度，且

必然會擴展對於何為基督徒心理治療師的理解。

瓊斯（Stanton L. Jones），惠頓學院教務長，心理學教授，

《當代心理治療》（華神）與《如何與孩子談性》（麥種）的共同作者

馬克敏和康貝爾的《整合心理治療》是一部在基督教神學架構中，整合了行為、認

知、和人際等等治療模式之有份量的作品。雖然我不同意它的一部份結論（如：未

將屬靈指導及心理治療整合起來），我仍然大力推薦這本書為必讀之作。

陳善養博士，富勒神學院，心理學教授

「這是在基督教及心理學整合文獻中最重要的貢獻。這樣的書出現的時機再也

不可能比現在更恰當了。」

巴特曼（Richard E. Butman）博士，

惠頓學院心理學教授，《當代心理治療》共同作者

一部在基督教神學架構中，整合了行為、認知、和人際等等治療模式之有份

量的作品。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標誌著發展整合心理治療的實質理論模

式上一個重要的步驟。兩位作者不僅將基督教信仰及屬靈觀和行為科學上

最新的思想整合了起來，同時也將理論和學術與牧養和臨床整合了起來。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Toward a Comprehensive Christian Approach

康貝爾博士    Clark D. Campbell
是百奧拉大學柔似蜜心理學校（Biola's Rosemead School of Psychology）教務長，
曾任喬治‧福克斯大學（George Fox University）臨床心理學研究所的心理學
教授及臨床訓練主任，兼任奧勒岡保健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s 
University）精神病學與家庭醫學副教授，他還是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他
目前也擔任全美國學校和心理學課程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Schools and 
Programs of Psychology）的主席，他的許多文章都發表在心理學專業期刊。

馬克敏博士   Mark R. McMinn
是喬治‧福克斯大學（George Fox University）
臨床心理學研究所的心理學教授。他是有執照

的臨床心理學家，美國專業心理學理事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認證
的理事，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會士，著有多本書籍。

基督教輔導和心理學家對整合的議題已經討論多年了，馬克敏和康貝爾為我

們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整合心理治療》這本書不但在神學上合乎真道，

具有理性上的敏銳度，並且在經驗論上有其純熟度。它將會被證明是在我們這

行裏最重要、並且被廣為使用的書籍。

特瑞爾（C. Jeffrey Terrel）博士，

心理研究學會（Psychological Studies Institute）主席

「在基督教心理治療中，馬克敏和康貝爾兩人一共帶入了超過五十年的心理

學、心理治療、及基督教經驗。這絕對值得等待！從最好的臨床科學中衍生出

來的《整合心理治療》，也許是有史以來最近於全面性的基督教方法。這部深

具憐憫的心理治療作品必將成為經典之作。」

沃欣頓（Everett L. Worthington Jr.），

《寬恕與和好》作者

「當每一個人都在談論整合的時候，馬克敏和康貝爾實實在在地做出來了。他

們這本書不但易讀又實用，並且一絲一毫都沒有犧牲對基督教和心理學之間

複雜關係的瞭解。《整合心理治療》是整合的最佳典範。馬克敏和康貝爾呈現

出思想和關聯如何反映出神對祂所造之物的愛。他們不但將認知科學的傳統

處置和人際治療結合在一起，並且藉著強調醫療關係的救贖本質，而更向前

邁進一步。如果您正在尋找一個導入先進的現代心理學，並且又能融入基督

教信仰豐富傳統的輔導模式的話，這將是您最佳的選擇。」

李薛兒（Brandy Liebscher）博士，

辛普森大學（Simpson University）心理學助理教授

• 與美國基督教心理學研究協會（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CAPS）合作出版
• 由兩位聲譽卓著的基督徒輔導員合寫：馬克敏（Mark R. McMinn）與康貝爾（Clark D. Campbell） 
• 基督徒心理治療的理論模式的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 
• 適用於大學、研究所、神學院的心理學課程，包括教牧協談與專業協談

作者：馬克敏（Mark R. McMinn）與康貝爾（Clark D. Campbell）
譯者：林德昀

佳評如潮

Toward a Comprehensive Christian Approach

整合心理治療

Integrative 

作者：馬克敏（Mark R. McMinn）
      康貝爾（Clark D. Campbell）
譯者：林德昀

Psychotherapy

20% 
off

原價美金30元         

特價美金24元

《整合心理治療》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基督教的心理治療模式。這本書是兩個領域的整合：神學和理論。在神學的整合上，本書認為：心理治療

必須以基督教的「人觀」為出發點。基督教是起點，這是基督教心理治療應該秉持的基要世界觀。為了產生可靠的基督教心理治療，必須由基督

教的世界觀來提供建構整合系統的基石。如果能確立足夠的基督教基礎，那麼心理學將會提供相當大的協助。在理論的整合上，本書指出現今

在心理治療文獻中一個普遍的趨勢，就是要在不同的理論實踐上找到其價值。這是基督教及心理學整合文獻中最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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