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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青團契」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各大專院校所成立的校園

宣教組織，對教會而言，擔負著牧養、教導與培育基督徒大專學生信仰

的重責大任。在將近一甲子的歲月中，長青團契發展出特有的「長青精

神」，並培育無數名為「長青人」的基督徒知識份子。而我，以一個輔

導的身份進入長青團契這樣有著特殊歷史脈絡的團體，在七年大專工作



者的生涯中，成為她/他們的牧者，也與她/他們共同生活。而本文即是以

我的眼光來觀看，試圖探查在我輔導下的長青團契學生，究竟是如何建

立她/他們信仰認同的歷程。 然在其中，我與團契學生的關係並不僅是輔

導 vs.學生，或牧者 vs.羊群那樣單純、清晰。其實作為團契一份子的我，

是團契的研究者，但同時也是自己的被研究者；又我與團契學生之間更

有著交錯複雜而多層的關係，甚至相互影響著彼此。於是，我以在淡江

長青團契七年作輔導的田野經驗為基礎，並訪談六位淡江長青團契的畢

業生，再以詮釋現象學方法進行敘說分析。一方面反思自己過往信仰的

軌跡與做輔導的養成歷程，一方面藉此與團契學生的信仰認同歷程相互

映照，並嘗試描繪在其建立信仰認同的歷程中，又展演了何種基督徒信

仰實踐的形式。   從研究中我們發現，淡江長青特有的學舍生活是一

切的源頭及重要關鍵。透過學舍裡的團契生活，淡江長青發展出了特有

的「生活信仰」，更在「做自己」的氛圍裡，造就了與他者共存的能

力，甚至在他者中看見聖顯的信仰態度。   然而，滿足自我欲望的

「做自己」態度卻與「做基督徒」必須捨己的神聖命令產生衝突，而此

裂隙更造成對信仰的質疑與基督徒身份認同的拉扯。於是，我們將在團

契學生身上，看見各種形式、樣貌的衝突、掙扎、和解與未和解。並在

「通過儀式」的啟發下，淡江長青似乎成為這些基督徒大學生在信仰上

的「成年禮」。最終，當她/他們畢業離開團契，重返教會也進入社會

（有人甚至更遠地飛向普世），將在未完的信仰與生命歷險中，展開新

的旅程。   在結論之後，我將回到一個青年牧者的角色，一方面反思

自省多年的輔導生涯與服事歷程，一方面也為當今青年宣教事工提出新

的看見。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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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長青團契) is the fellowship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PCT) for campus ministry, and has responsibility to 

nurture, to guide, and to cultivate the faith of Christian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most sixty years,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develops its own “Tióng-chheng 

Spirit” (長青精神), and cultivating numerous intellectual Christians named 

“Tióng-chheng people.” (長青人) I, as a guide, get involved in the fellowship 

which has special context. In my seven years full time worker’s days, I was their 

pastor and to live together with them. Thus,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observe from my 

perspectives, and try to know how the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members 

build their faith identity under my guidanc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I is not only as simple and clear as worker and students, or shepherd 

and sheep. As a matter of fact, I am the investigator of “Tióng-chheng Thoân-

khè” and also the investigated of myself. The ramifications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I affects each of us even more. Thus, with the field research of seven 

years guidance experience in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淡江長青

團契), I interview with 6 former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members, the dissertation will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rough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in order to ponder my faith journey of being support for students’ 

religious faith, to reflect with students’ journey for faith identity, and to try to 

portray how the Christians perform their faith in practice . The dissertation show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ll the origin for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is 



its “dorm life”(學舍生活). Through living together in dormitory,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develops its characteristic “Living Faith”(生活信

仰). Moreover, its “being yourself”(做自己) atmosphere achieves the capacity 

for being with others, and even seeing the hierophany from others. However, 

conflicts occurs between “being yourself” of satisfying desire and the holy 

command “being Christian” of denying self, and the gap causes the doubts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struggle of faith identity, So the dissertation reveals forms of 

conflicts, struggles, reconciliations and irreconcilitations. At the last,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has become the “rite of passage” for those who 

were “Tamkang Tióng-chheng Thoân-khè” members. When they graduated and 

left the fellowship, they return to home church and start their career (some even 

involve into ecumenical movement) and start their unfinished adventures of life and 

faith. After the conclusion, I come back as a youth pastor, and to reflect my past 

guiding career and to bring up the vision to youth ministry. Key words: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PCT),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SCM), youth 

ministry, religion identity, rite of passage, nar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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