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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學Ⅱ 

指定閱讀書本： 

1. 二千年灵修神学历史（136 页至完）: 彭顺强 (天道书楼) 

2. Thomas Kempis：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晨星出版社 

3. 更深經歷耶穌基督：蓋恩夫人 

4. 有效的禱告與讀經方法：司布林 

5. 简易祈祷本：蓋恩夫人著 活道使命團出版 

6. 靈程指引：邁可.莫林諾 

  

參考書目： 

1. Bro. Lawrence :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2．Madame Guyon : An Antobiography 

3. Richard Foster：屬靈操練禮讚 

4. Andrew Murray：等候神 

  The Inner Life (內在生活：錫安堂) 

      Abide in Christ  

5. 恩光選集：住在幔內 

6. St. John of the Cross：心靈的黑夜 

7. 不知之雲 ( The Cloud of Unknowing) 

8. E. Yarnold : The Study of Spirituality 

9. James Walsh : Spirituality through the Centuries 

10.Bernard McGinn : The Foundation of  Mysticism 

  The Growth of Mysticism 

11.Olivier Clement : The Roots of Christian Mysticism 

12.Michael Cox : Handbook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13.陳希曾：屬靈古典名著評介 

14.Peter Toon : Spirituality Companions 

15.Bruce Shelley : All the Saints Adore Thee 

16.C. H. Spurqeon : Semon son the Song of Solo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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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James Houston：靈修神學發展史 

18.王志學：經歷神 

19.候特：基督教靈修神學簡介 ( B. Holt : Thirsty for God ) 

 

 

 課程要求 

1. 十週上課 

  2.    閱讀六本參考書 

  3.    Term paper 與期末考試 

 

  Term Paper 題目參考 
1. 聖法蘭西斯的十架神學 (如貧窮觀) ，或生命萬物神學 (愛飛鳥走獸萬物愛

人) ，或禱告與密契經歷 

2.  伊格那修 (Ignatius) 的『屬靈操練』與今日退休會內容的設計 

3.  多馬金碧士 (Thomas Kempis) 成聖與內在生活的教導 

4.  Teresa of Avila 『內在城堡』 (Interior Castle) 的研究 

5.  Brother Lawrence 羅倫斯弟兄 『與神同在』的研究 

6.  蓋恩夫人的屬靈經歷與祈禱心得 

7.  莫林諾 (Molinos) 『靈程指引』的研究與安靜主義 

8.  馬丁路德靈性教導的研究 

9.  加爾文靈性教導的研究 

10. 敬虔運動與 Philip Spener 的貢獻 

11. Evelyn Underhill 的靈性教導 

12. Jonathan Edwards『宗教感情』 (Religious Affections)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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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法蘭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 

時代背景： 

12世紀天主教十分腐敗，教會十分富有，神父主教忙於經營財務，攪政治，攪權力，不關心會眾。神

父缺乏教育，不能牧養，教育羊群：發行贖罪卷，高舉聖禮，聖徒聖骨…… 

 

1181/2生於義大利中部 Assisi，父親是富有商人。受良好的教育，精通拉丁文及法文。有錢，年輕，過

放縱生活，夢想成為英勇的騎士(Knight)。1202在一場戰爭中被擄，在監獄一年，被父親重價贖回。 

生命的轉捩點：回到 Assisi 過安靜禱告的生活，禱告中，奇妙！釘十字架的耶穌向他顯現，用他父

親財產賙濟窮人，父親反對，鞭打，囚禁都沒有用。 

第二次耶穌向他顯現： “Francis go & repair my church. Which, as you see, is falling into ruins”. 

1206, 25歲：父親到主教面前，與他斷絕父子關係，收回法蘭西斯一切財產，在眾人面前法蘭西毫

不猶疑交出他一切所有。甚至他脫下一切衣服，全身赤裸，要效法耶穌赤身被釘死。對他父親說：我現

在稱你為父親，但從今以後稱天上父為父，祂成為我的產業，我的倚靠。 

“ Up to today I called you father, but now say in all honesty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e is my patrimony, 

and I put my faith in Him.”      

             開始未來 20年做主耶穌的騎士(Christ Knight) 

 1208.2.24，另一生命的轉捩點：在教堂聚會崇拜，讀太 10：1-7給他一個事奉的新方向，放下隱士

禱告的生活，開始進入民間，用腳傳道的生活 

 1209在羅馬得 Pope Innocent 且承認他成立修道修會 

 

主旨： 

把一切所有給貧窮人，與貧窮人過一樣貧窮的生活，以擁有一件傳道外袍，一條皮帶，幾件內衣為滿

足，到處傳道幫助人。以太 10：1-7為宗旨。法蘭西斯去過西班牙，北非，去到埃及向蘇丹王(Sultan)傳

福音  

 

法蘭西斯靈性經歷： 

1. 紀念主受難日清早，日出之時，走出地牢，臉向東方禱告“主啊！在我死前給我二件恩典。第一、

在我有生之年，讓我在身體，靈魂能盡可能經歷體驗主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第二、讓我在心

裡明白感受你當年忍受十架痛苦的那份大愛，感受你為罪人死的那份大愛”       看到異象：天

使，像被釘十字架的人。不明白…… 

明白：神的使者，要經歷十字架的痛苦，他就像那天使，成為被釘十字架的人。更看見異象：耶穌

被釘十架，十分痛苦，卻看見主耶穌滿臉的慈容，定睛看著他，向他說話，告訴他一些隱密的事

情，法蘭西斯心中充滿對主愛的火焰。身體：雙手有釘痕，雙腳有釘痕(有洞，手可探過)，在肋旁

有槍刺的洞，甚至有血絲滲出，  “ stigmata”(聖痕)：with 5 wound of Christ. 是法蘭西斯對主受難

(釘死)默想，經歷的高峰 

初信主時 “My heart was stricken & wounded with melting love & compassion for the passion of Christ.” 

鍾情，深情於基督的釘死受難，一生效法基督，背十架大愛(加 2：20，林後 5：13) 

靈修神學是 spirituality of the Cross，十架苦難神學 

  一生效法基督，背十架跟隨主(路 9：23)，跟隨主受苦的腳蹤行(彼前 2：21) 

    甘願過極貧窮的生活，甚至為愛主的緣故，愛上貧窮的生活，在貧窮中找到主的同在 

    愛主        愛上貧窮，也因為愛主，親吻痲瘋病人。見證：本來害怕 Lepers，看都不敢

看，變成能親吻 Leper’s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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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蘭西斯愛火的經歷(Encounter with the fire of divine love) 

因法蘭西斯的傳道，一位姊妹 Clare 成為他的門徒，成立女修道院(Poor Clares), A.D.1300 有 400 間女

修院。法蘭西斯死後，她成為幾位教皇的顧問(Counselor), 有一次 sister Clare 來探望法蘭西斯，請她

與她的同工一同用飯，用飯之前，法蘭西斯與他們交通神的愛，神恩典作為，神的靈澆灌在他們中間，

每一個人舉手望天，讚美神，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修院外弟兄姊妹看見整個修院火光熊熊，跑過

來要救火，發現法蘭西斯禱告，讚美，是神愛火的異象圍繞，澆灌在整個修道院。強調愛神(loving God), 

desiring God, experiencing God  晚年，放下一切工作：默想神，常魂遊象外(ecstasy)，與神親密靈交。 

提醒同工：知識是好，但千萬不要以追求知識過於認識神(knowledge of God // knowing God) 甚至取

代“認識神”                       

見證：剛信主，與一群信徒沿街一同唱詩，歡喜跳舞，讚美神。大家都往前走，法蘭西斯落在後面。

大家到後面找他，看見法蘭西神情如愛如癡，笑他： “ Oh, Francis, You are in love！”法蘭西回答：

“You are right, And I shall take a bride more beautiful & more lovely than any you can even begin to 

imagine.”他的愛人(良人)就是神，是主耶穌  被主的愛摸著，他也摸著了主的愛：主的愛成為

一切喜樂，他的一生被主的愛改變了(transformed)，甘願作主的奴僕 

3. 法蘭西斯原名是 John(the Baptist)，父親從法國經商回來，改為法蘭西斯( the little French man)，一生

像施洗約翰，過非常簡單貧窮生活，最重要是像施洗約翰一生到處傳“悔改認罪，神愛世人，人要

愛神”的信息(當時天主教追求富貴權勢，不傳福音 ，一如暗世的明燈)所到之處,很多人悔改，將

自己獻給神，指責教會的罪。   

寶貴：以自己的貧窮成為別人的富足。 

4.愛神一切的創造，愛自然界，愛走獸，飛鳥，看萬物為神恩典的記號，有一次有一大群鳥停在一個

地方，他走過去向他們講道“飛鳥兄弟們，你們要好好唱歌讚美創造你們的主，祂給你羽毛，翅膀

可以飛，給你美麗天空為家，更為你預備食物，雀鳥歡欣雀躍，拍翅膀，伸長頸子，看著法蘭西斯

非常興奮。 有一次在外面講道，一群鳥飛來，吱吱叫，吵雜，法蘭西斯說：Brother birds,你們來已

經講夠了，請安靜，輪到我講(羅 8：19-22)，愛動物，保護動物。羊被拉去宰殺，出錢把羊買回

來。作“弟兄太陽之歌”(The Canticle of brother Sun)  Modern implication to Environmentalist, 

vegetarian  

真正的喜樂：雖被拒絕，被藐視，被輕視，仍然保持平靜，喜樂，才是真喜樂。 

 

法蘭西斯的靈性經驗歸納下面 4 點: 

i) 完全絕對順服基督(Total obedience to Christ) 

ii) 每時刻禱告仰望神，愛慕神(提前 5：17pray unceasingly) Pray ay all times & love God 

iii) 切慕與基督一同受苦(Desire to suffer with Christ)(腓 1：29) 

iv) 愛世人與自然界(Love the people & the nature) 

 

反省(Reflection)  

1.愛貧窮(love of poverty) 針對當時天主教太富有，在富裕中腐敗 

2.富有不是罪，是祝福，財富往往成罪，罪為咒詛，當財富取代神，追求財富過於神，濫用財富，沒有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3.行動與愛的靈修神學(spirituality of action, love in action) 不談深奧神學，高言大志，卻以實際愛心行動

幫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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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1.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副歌：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2.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絕望之處播下你希望 

    在黑暗之處播下你光明,在憂傷之處播下歡樂 

 

3.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寬恕中我們便得赦免 

    在獻出時我們反有所得,在死亡時便進入永生 

 

Prayer of St. Francis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And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O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t so much seek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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