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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輔導
與心理學 蔡茂堂

根據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十一節：他所
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
師和教師。這是神賞賜給教會的四種屬靈領
袖：使徒、先知、傳福音、教牧師。使徒是
奉差遣到福音未得之地建立教會。先知是奉
差遣向社會傳達神的心意。傳福音的是奉差
遣在各個角落作主見證。教牧師則是奉差遣
教導與牧養教會中神的子民。牧師在教會有
兩大角色：在敬拜中傳揚教導神所啟示的真
理；在生活中輔導牧養神所託付的群羊。
在教會歷史發展中，輔導牧養神所託
付的群羊除了使用聖經的話語(特殊啟示)
之外，是否也可以同時使用當代的哲學或
世俗的學問(一般啟示)，一直都存在有不同
的看法與態度。約翰衛思理相信，基督徒
的神學知識來自四個根源：聖經、傳統、

經驗、理性。(Outler, 1964)(Wesleyan
Quadrilateral)(衛斯理四邊形)。拉丁教
父 特 土 良 ( Te r t u l l i a n ) 在 對 付 異 教 處 方 (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c198)中提
到一句鏗鏘有力的名言：耶路撒冷與雅典有
何相干？(What has Jerusalem to do with
Athens)但是在他所提出三一神論(Trinity)
中我們很清楚可以看見希臘斯多葛哲學
(Stoicism)的痕跡。奧古斯汀(Augustine)的
懺悔錄(Confession)(398)除了聖經之外，
大量採用柏拉圖與新柏拉圖的思維，創造
了他獨特的內省法(Introspection)，可以
說是教牧輔導的鼻祖。阿奎那(Aquinas)的
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1274)成為
教牧輔導主要參考書，其中很自由的採用
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思想。
清教徒(Puritans)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的名著基督徒指引(Christian Director y)
(1673)可以稱為第一本教牧輔導手冊，探討
很多心理問題，特別提及憂鬱(Melancholy)
可能有生理因素。泰勒(Jeremy Taylor)
在良心的統治(Ductor Dubitantium)
(1660)一書中詳細描述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的現象，他稱之為顧
慮(Scrupulosity)，可見有些神學家是走在
心理學的前端。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中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產生了現
代心理學，排除神聖超然介入(Di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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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的因素。從
此，教牧輔導就陷入如何處理神學與心
理學互動關係的難題。根據詹森(Erik L.
Johnson)的研究，目前教牧輔導對於神學
與心理學互動關係可以大略分成五種不同
的觀點。
一、詮釋層次(Explanation Levels)：梅爾
斯(David Meyers)認為神學與心理學
是從不同面向(Perspective)來研究人
類的現象。
二、整合取向(Integration Approach)：
瓊斯(Stanton Jones)主張用對基督
主權與啟示之忠誠來進行心理學的研
究。
三、基督心理(Christian Psychology)：羅
伯茨(Robert Roberts)宣揚採用聖經
人觀與登山寶訓為根基與實證科學方
法建立基督教心理學。
四、靈命轉化(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本納(David Benner)強調接受聖靈更
新而建立與神以及人更親暱愛的關係
來從事心理學研究。
五、聖經輔導(Biblical Counseling)：波利
森(David Powlison)堅持聖經裡面有
完整的心理學與教牧輔導的教導。
除了上述五種觀點之外，可能還有其他
觀點。水乳交融(Wholistic Integration)：
卡特(John Carter)相信所有的真理都是
來自神，神學與心理學最終可以完全整
合。去蕪存菁(Eclecticism)：克拉伯(Larry
Crabb)挑選符合信仰原則的心理學來使
用。相得益彰(Critical Dialogical)：米爾
(Paul Meehl)建議神學與心理學應保持建
設性自我批判彼此對話互動關係。在上述
這些不同的觀點之中，我個人最能夠認同
與接受的是米爾的觀點。

教牧諮商協助
我—家庭、牧會、
與個人有成長！
林美香牧師
一、因信耶穌進入神國的價值觀
與人性的認識！
我高中時17歲高中老師帶我信耶穌，
我也受高中屬靈導師的影響很多，一路渴
慕讀經、傳福音、過教會生活，同時也因
著教會大哥哥大姊姊的榜樣和聖靈的感
動，進入神學院就讀神學、聖經、宗教教
育，在教會事工上經歷了很多身心靈的成
長，並選擇在教會熱心服事，即使是選擇
過有婚姻家庭的生活，同時在教會牧會，
都是很認真的傳福音與開拓教會，但因著
我原生家庭的影響與個人大辣辣的個性，
總是忽略人性基本面的需要，造成我個人
在婚姻家庭與牧會上有許多軟弱與缺點的
顯現！
這也不是我願意的，但是我想我當如
何突破這些困難呢？忙碌的生活似乎蓋過
了我心中的吶喊！

二、完美的耶穌愛人都付代價！
何況我是罪人！
詩篇4:1顯我為義的 神啊，我呼籲的
時候，求你應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
我寬廣；現在求你憐恤我，聽我的禱告！
當我因著面對20年婚姻而離婚的挫敗，就
在我失婚二年的過渡期時，選擇進入衛理
神學研究院進修在教牧諮商系，透過上專
業課程培訓，在其中經歷諮商理論、諮商
技巧、心理學、諮商歷程…生命成長階段
的需求和婚姻家庭…危機處理及各門派理
論的治療方式等課程…更感恩學校安排每
個學生需有被諮商與諮商別人的經驗，我
也逐漸才發現與接受；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是有許多差異性與成長階段的不同，而造
成許多想法、表達、情緒反應的不同！通

三、一手有真理，一手有諮商工
具順服聖靈的帶領；服事真
的很得力！

過理性分析、感性悔改；逐漸的我心中被
安慰，我也願意從心饒恕得罪我的人！而
不是口頭的宣告而已！
漸漸在生活與生命中調整自己，經歷
到人活著就是一門不斷學習的過程，連講
話都需要學習，不是愛講什麼就說什麼。
諮商真是一門學問；講不講話的表達是會
造成一個人可以感受被鼓勵或被傷害的原
由，特別是愛一個人都還要經歷態度、表
達、溝通操練的表達方式，因為人其實是
神非常細膩的設計完成的，所以人需要細
膩的被對待。
經過學習後，我與家人相處時，更多
能修正自己的表達方式，和觀察家人的需
要，更鼓勵我常進學校為年輕媽媽開一些
親職教育課程，鼓勵夫妻彼此相愛就是給
孩子最好的禮物，並請太太們要看先生的
需要大過孩子的需要，在次序上要轉念。
我常思考著連耶穌那麼完美的一個
人，愛人都需要付代價，何況我是個罪

經歷了二年的課業和一年的臨床諮商
實習，造就我對諮商這門專業的認識與敬
重；回想這三年的學習也只是一個入門！
其實諮商是一門專業；各行各業的專業人
士常常使用它來成為影響人的工具！諮商
各種理論與技巧更是基督徒非常好可以使
用的一個工具，因基督徒內心已有神給的
真理與生命的確據，不僅能幫助自己認識
自己，更能認識人；我更發現如果熟用引
導方式更能有效協助人快樂成長；和恢復
生活次序！我初期在內陸接諮商服事時，
因透過諮商的需要而帶領人信耶穌的比例
竟然有9成，而在婚姻家庭的輔導中有10
對的離婚個案，竟然有8對復婚，恢復婚
姻關係的實際。這一切看到諮商的巧妙！
榮耀歸給神！
其實，整個教牧諮商基礎還是在真理
與神的愛為基礎，諮商方法只是工具。是
好用、可以用的。

四、感恩衛理神學院願意給校友
再進修的機會！
走過衛理教牧諮商畢業後，常有機會
參加台灣和大陸的工作坊，而在我個人諮
商職場上的應用時、或是進企業演講的場
合時，都讓我覺得衛理的諮商教育其實很
完備！
當我還希望能在諮商專業上再成長
時！感恩衛理神學研究院新的政策願意開
放給校友回校繼續進修的機會，讓想在專
業上成長者，給一個很好的機會與福利！
真是感恩！
也鼓勵期待為了自己好或別人好的
人，教牧諮商這個方向是值得入門的一個
方向。
------------------------------------------謝謝衛理神學研究院邀請-校友林美香
受教後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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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豈能不學習！因此，上了衛理諮商
各項課程，發現真正受益的是我自己，真
感恩！

林瑜琳

將自己交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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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因他有
說不盡的恩賜！我的先
生前幾天笑笑的跟我
說：「你不但是院長，
而且是三個院長。」
好吧，想想也是。感謝
上帝，為我預備一個支
持我、以我為榮的先
生。夫妻的互動，是互
相幫助，是夥伴關係，
夫妻的眼光，是要看對
方所有的，不是對方所
無的！因為聖經說：人
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
納，要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無的。我們
要天天看見先生、看見太太的所有的，不是
所無的！
我們每個人在上帝那裡有兩本冊子，
一本是生命冊，一本是紀念冊。詩篇139篇
說，我在世上尚未度過一天，上帝都已經寫
在冊子上了。上帝超越時間，祂知道我們的
未來，上帝掌權，我們的日子，是祂所定
的、所雕塑的。祂不但預定我們會遇到何
事，祂也預知我們會做怎樣的反應。上帝知
道每一個人的心。
每個人都是上帝獨特的雕塑！
我出生在一個全台最窮的縣─雲林縣，
據說也幾乎是數一數二的最窮的鄉─四湖
鄉。我女兒在台大上班時，聽到有醫師說他
是雲林縣人，就很開心的說：我媽媽也是雲
林人耶。「雲林縣的哪裡？」「四湖」「我
們才沒有那麼鄉下喔。」…好吧，我就是生
長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有一位醫生後來讀完
4

神學院畢業後，在尋找服事工場時，曾經搜
尋最需要牧者的地方，結果就是我成長的教
會─四湖教會，這教會已經有幾十年沒有牧
者了。那裡的基督徒很少，在我小四、我的
弟弟上國小之前，全校只有我一個基督徒，
等到他入學後，我們國小才有兩個基督徒。
因為父母太忙，所以，我不到三歲就上
幼稚園，不到四歲就讀小學，小學讀了八
年，一年級兩次、六年級兩次。第二次重讀
六年級時，同學說：我們班有留級生！小學
期間，我爸爸還去斗六縣政府教育局申請跳
級一年（當時的教育學制，最多只能跳級一
年），讀到三年級時，小學的入學通知才寄
來。所以，基本上，我的同學的年紀、身材
都比我大很多，我最怕上體育課，總是落
後，最怕要比賽，因為很尷尬，不知道要加
入哪一隊，同學也經常情義相挺，讓我加
入，因為我通常參加哪一隊，那一隊就可能
會輸─從小，我就操練同學鄰舍憐憫的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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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時不一定明白。
媽媽某些時刻的拋棄，讓我知道人的愛
是有限的。爸爸的安靜疏離、對我的事不關
己，讓我放棄對人的倚靠。記得小六時，有
一次特別帶著盼望、鼓起勇氣、等著他有空
檔時，問他有關「負數」的數學─我曾經看
過他在算負數。而因為「負數」的概念，在
小學的參考書沒有寫，我無法自己查─從小
到大，沒有印象父母教過我們功課，包括
1、2、3、4、ㄅ、ㄆ、ㄇ、ㄈ。他頭也不
回：「我要去餵鴿子」，我看著爸爸的背
影，忍不住哭了起來。孤單，讓我親近上
帝，與主同行。無助，讓我不倚靠自己，經
常求主幫助。恐懼，讓我緊緊抓住上帝─在
我裡面的，比世界更大！求主賜給我需用的
勇氣。異類，讓我學會不隨波逐流，只單單
尋求上帝的旨意。衝突，讓我知道生命在墮
落世界裡，無奈的後原型本相，增加了許多
現實感。因為人都困在他自己的情境裡；我
當不在乎人事物的表面與結果，只在乎是否
討主喜悅。而由於父母沒有幫忙功課，我培
養了從自修中自學的能力，對於日後的神學
思考發展，有了基本的功力。感謝主！
而這一切，得夠化咒詛為祝福，都是，
因為我小時候上主日學，得以認識創造天
地、復活的主、慈愛全能的上帝。「教導
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
離」。主日學對一個人的一生，有絕對的幫
助。
上帝為愛祂之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聽見，我們的心，也未曾想
到的。所以，我們想得到的，一定不等於上
帝為我們預備的，或是說，一定還不夠上帝
為我們預備得那樣美善那樣多。因為主的預
備，是我們的心想像不出來的。親愛的兄
姐，將自己交託祂，比交託自己，安穩多
了。每個人都還在成長當中，耶穌基督是我
們靈魂的錨，有祂，就是都「甚好」。成功
甚好、失敗甚好、滿意甚好、失望甚好！每
天將自己交託給主，祂要帶領我們每天的
路。未來的世界變化很快很大，美國有公司
已經開始在員工的手上植入晶片，世界看起
來，一直往著聖經所預言的方向走。感謝上
帝！世界將會如何，我們不知道，上帝知
道。求主賜給我們能看的眼，能聽的耳，跟
著祂，有高度適量的多巴胺、正腎上腺素、
血清素，快樂地向前走！願主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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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的行動，上帝將我放在一個需要旁人憐
憫的情境，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很軟弱的，
不必掙扎、努力不來，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感謝上帝！我還是有一種球我可以打，就是
躲避球，我很會躲球，經常打到只剩下我一
個人還在球場躲來躲去，很得意，可能人小
不容易被打到。感謝上帝！無論遇到怎樣的
景況，上帝總是會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可以
享受其中。
我從小就是異類，也有很多失敗。
我從小在孤單、無助、不平、哭泣、恐
懼、迷惘中長大。孤單─父母太忙、同學太
大、信仰不同，無助─奶奶和媽媽常吵架、
爸爸醉酒，不平─媽媽重男輕女，哭泣─媽
媽生氣不理我（當時經常整天一個人躲在
樓上哭，按現在的criteria，是得了兒童憂
鬱症），恐懼─媽媽失蹤不見、媽媽不在、
（記得有一次作夢驚醒─夢到我放學回家，
整個家、房子都不見了）、一個人去台中讀
書、來台北讀書，迷惘─不知道自己是誰、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因為北一女沒有宿舍
高中搬了7-8次家…。
高中時，驕傲自負，想家又不能回家，
整天在外面閒晃，經常頭痛，懷疑自己長腦
瘤，做了檢查，沒有生病。不想回宿舍，蹺
課、跟夜間部同學換衣服出校門、對生命充
滿困惑，升高三時差點留級。還好補考過
了。聯考時放榜考上牙醫，哭了45天，懊
悔自己都沒有好好讀書，虧負了上帝的呼召
─我原來想要去醫療宣教。大一時，書都準
備好要重考了，爸爸說：牙科沒有急診，很
好，不要考了。所以就沒有去重考，這樣，
大學都在隱約的懊悔中度過。也想，自己是
遠離上帝的呼召了。
現在我知道，因為是牙醫，才有足夠時
間，就讀神學，發展三一原型門訓協談，走
上神學研究與實踐之路，將加爾文和約翰衛
斯理做神學整合。上帝藉著父親要我讀丙組
（現在的三類組）、阻止我重考，引導我走
入現在的服事中。而因為小時候看到媽媽經
常哀嘆女生不受重視，我在潛意識裡，告訴
自己，人生要不停地努力。現在有時太忙，
無法陪伴媽媽，媽媽會跟我說：妳不要那麼
忙！我回答：這都還不是妳造成的。她只好
承認地笑了。
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凡事都是為了我
們的好處，因為我們是屬耶穌基督的。
上帝限縮環境，鍛鍊出我們的潛力。只

q 2017學年 招生考試

新生介紹

衛神院訊

周玲玲

教牧學博士
----------‧ 衛理神學研究院聖經碩士、
教牧輔導碩士
‧ 基督教雙和崇真堂
‧ 雙和醫院放腫科、
萬芳醫院安寧病房靈性關懷師

邱雪媚

張筱玲

教牧學博士
----------‧ 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諮商碩士
‧ 聖谷行道會
‧ 台灣心靈家園關懷協會
三一原型門訓協談老師

教牧學博士
----------‧ 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輔導碩士
‧ 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科長

莊凱杰

許玉華
教牧學博士
----------‧ 台灣教牧心理研究院
‧ 基隆浸信會榮光堂
‧ 基隆浸信會榮光堂師母

道學碩士
----------‧ 台北教育大學
‧ 中華基督教玉里懷恩堂
‧ 花蓮縣崙山國小教師

卿秀惠
教牧碩士
----------‧ 逢甲大學國貿系
‧ 木柵循理會
‧ 鑫承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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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歆
道學碩士
----------‧ 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輔導碩士
‧ 基督教台北錫安堂
‧ 台灣心靈家園關懷協會
三一原型協談師

徐麗琍
教牧碩士
----------‧ 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俄文組
‧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有福堂
‧ 花旗銀行副總裁

▼ 2017〈教牧輔導個案探討〉暨線上直播課程
蔡茂堂牧師授課

衛神院訊

▼ 2017暑期密集班〈台灣教會與社會〉柴子高老師授課

▼ 9/27 莫特曼神學講座
▼ 9/20開學典禮-龐牧師&學生領聖餐照

q 2017學年學前退修會 q

▼ 2017暑期密集班〈教牧協談督導〉林瑜琳院長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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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校友消息、財務報告、奉獻徵信

衛神院訊

門徒與靈修推介----------------●若我們是基督的跟隨者，但卻沒有與主親
近的渴慕，祈禱也一直流於形式，當我遇
到挑戰時就自然地焦慮、惶恐、甚至於心
裏充滿敵意…..
●那麼請我們再接受各樣知識的裝備，承接
各樣的服事，參與繽紛的活動之前，回頭
關顧一下我們自己的靈性狀態，找尋一個
持續、紀律地靈修操練，內在與主基督有
深度的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上好好服事，
「越事奉越喜樂」，就不會只是口號了….
●「門徒與靈修」研習會，是一系列探討成
為徹底的門徒的第一步….

學院、校友 消息
＊校友李賢民於基隆榮美浸信會擔任主任牧師。
＊校友丁進益於五股中興長老教會擔任主任牧師。
＊校友林雅慧師母目前於苗栗長老教會服事。
＊校友陶仲豪牧師、崔桃珠師母於桃園聖教會服事。
＊校友邱子雰傳道2017年8月27日按牧，於中壢新榮耀堂牧會。
＊校友周玉筍目前於新竹北門聖教會擔任主任牧師
＊校友顏淑汶師母於苗栗愛加倍明光福音中心服事。
＊校友翁頌輝於台中幸福貴格會擔任主任牧師。
＊校友歐陽卓剛於高雄市鳳山活水靈糧堂擔任牧養部牧師。
＊校友林海峰牧師及張逸華師母於京都宇治國際平安基督教會擔任宣教工作。
＊校友林美音於日本基督教団埼玉中国語伝道所牧會。
＊校友陳玉珊姊妹於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擔任教牧輔導員及文編工作。
＊校友王雅秦姊妹於中國家庭教育協進會擔任諮商服務員，如有個人、家庭、
婚姻等諮商需求歡迎洽詢0933-885-619，諮商服務費用免費。
＊校友李衐更名為「李昕」聯絡信箱：lising5456@yahoo.com
＊為校友林美香牧師患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代禱，願治療過程中藥物副作用減至
最低，美香牧師心中有神賜下的平安與信心。

財務報告
全年預計總支出

1~8月總會補助

11,172,896

2,434,723

奉獻徵信
陳O枝
蘇O全
林O瑩
葉O瑋
邱O芸
李O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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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月
1~8月收入

1~8月支出

年度收入達成率

4,359,549

5,914,571

60.81%

2017/7/1～8/31 合計 216,280元

林O娟
樊O珠
許O睿
湯O德
林O君
主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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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衛理堂
46,220
台灣碧琦有限公司 6,000
雅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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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天恩堂
22,030
榮恩堂
14,000
城中教會
22,100

安素堂
台中衛理堂
高雄衛理堂
北竿佈道所
馬祖衛理堂
課間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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