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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讀到一則消息，就是美國某宗派的詩本編輯小

組，排除了一首信徒喜愛的詩歌，因為歌詞中提到了

神的忿怒，而詩歌作者不允許更改（注1）。顯然，

那宗派的立場是，神既然是慈愛的，祂就不會向人發

怒。這種神學立場是不合聖經的，因為聖經明說，

「原來，神的忿怒從天上顯明在一切不虔不義的人身

上，就是那些行不義阻擋真理的人。」（羅一18；參

看約三36）一個人蒙恩得救，是從神的忿怒之下轉入

神的恩典之中。這個從忿怒轉入恩典的觀念，教會不

可忽略！

約翰•班揚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他所寫的《天路

歷程》，描述一個人背著罪的重擔，從一本書（聖

經）裡讀知，他所住的城將要受到審判，因此非常

恐懼。他聽到福音，仰望十字架後，罪的重擔頓然脫

落；成為基督徒，欣然走天路。今日的慕道朋友，有

沒有像那位天路客一樣，因未來的審判而驚恐？宋尚

節是二十世紀最有能力的華人佈道家之一。他佈道時

滿有聖靈，勇敢地責備罪，宣告神的審判，帶領許多

人悔改歸主。請問今日華人的佈道，有沒有勸人逃避

將來的忿怒（太三7）？受洗的時候，領洗者是否已

經認罪悔改？是否了解唯靠基督的寶血，自己才得以

從神的忿怒之下轉入恩典？

筆者同意，當今的社會經歷了一場文化革命，浸淫

在後現代的氛圍當中。今日的教會如果不改變傳統的

風格，很難吸引年輕人；如果不能吸引年輕人，教會

就沒有前途。問題是，把人吸引到教會或教會的小組

以後，他們是否能聽到純正的福音？本文不討論如何

吸引人進入教會，乃是要提醒教會不要忽略『由神的

忿怒之下轉入恩典』 的真理，目的是讓更多的人心被

恩感，一心一意地跟隨主。

一、人的真相

人是尊貴的。聯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肯定所有的人

有基本、不可侵犯的人權。為什麼人有不可侵犯的人

權？答案是：神的形像在人身上，因為神按照祂自己

的形像造人（創一26；參看弗四24；西三10）。雖然

人類已經墮落，但墮落的人仍舊擁有殘餘的神的形像

（創九6；雅三9），所以人是尊貴的。

人是尊貴的，但卻既可憐又可惡。人很可憐；正如

詩人禱告說：「 使人歸於塵土，說：你們世人要歸

回。……我們經過的日子都在震怒之下；我們度盡的

年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年日是七十歲，若是

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不過是勞苦愁煩，

轉眼成空，我們便如飛而去。」（詩九十3，9-10） 

筆者承認，有不少時候，會覺得人很可憐，因此很

難認知受欺壓的人是可惡的。可是聖經是神的話語，

所以我們的思想、情感都應被聖經所調整。聖經說，

世人本來是「可怒之子」，是「可憎恨的」、「可恨

的」（弗二3；多一16；三3；參看羅三9-20）。迫

害、虐待當然是罪，但是，受欺壓後不合神心意的反

應也是罪。受害者也是罪人。

■院長／周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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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2013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建校

奉獻基金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合 計

全學年需要 七月份收入
七月

累積收入

七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5,533,630
120,000

61,420
1,160,464

6,875,514

-4,304,277
-52,500

7,380
-752,198

-5,101,595

新校區建設基金 七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188,200 199,010,123 -400,989,877

67,500,000
2,000,000
2,020,000
8,480,000

80,000,000

1,229,353
67,500
68,800

408,266

1,773,919

神已將桃園縣八德市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神，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立案、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費

用。第一期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1,229,353
67,500
68,800

408,266

1,773,919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全人類都在亞當裡墮落（羅五12-21）；墮落的人

是「屬肉體」的（羅七5，14）。在羅馬書第七章，

「肉體」的意義，就是「罪性」（sinful nature）（注

2）。人性墮落到什麼程度？答案是：徹底的墮落！

聖經說：在肉體中沒有良善（羅七18）。即使在行善

的時候，也必定有惡的同在（羅七21）。人既可憐又

可惡。人的罪，使聖潔的神發烈怒。

二、忿怒與恩典

詩人說：「誰曉得你怒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

敬畏曉得你的忿怒呢？」（詩九十11）我們不曉得神

的忿怒，因為不認識自己的罪。但有一位曉得的，就

是無罪的耶穌。耶穌被掛在十架上的時候，喝了神忿

怒的杯（耶二十五15；太二十六39，42）。神憐憫這

個黑暗的世界，將祂的獨生子賜下（約三16），為人

贖罪（賽五十三6，10）。神設立耶穌作挽回祭（羅

三25）把忿怒傾倒在祂身上。憑著主所流的寶血，藉

著信，人才得以免去神的忿怒（羅五9）（注3）。罪

人唯一的出路，就是投靠耶穌基督。

每一個人都需要悔改，否則都要滅亡（可一15；路

十三3-5；羅三23；六23）。若是自以為義，就不可

能有真的愛心（路七36-50；十八9-14）。我們都需要

從心裡向神呼喊：「神啊！開恩可憐我這個罪人！」

（路十八13）凡承認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的行為在

神面前不能被算為義（加二16；提後一9-10），信靠

耶穌為救主的人，他們就出死入生了（弗二5-10）！

他們的罪被赦免（羅四1-8；林後五19）；耶穌成為他

們的義（林前一10；林後五21）。既被算為義，就被

收納為神的兒女（羅八15-18），有聖靈的內住（弗一

13-14），與永生的盼望（約三16）。

信靠耶穌之時，罪人從神的忿怒之下轉入恩典之

中。希望眾教會不要忽略這最寶貴的真理。希望這

真理感動受自由派神學影響的人悔改歸正。但願所有

蒙恩的人，異口同聲地唱：「在十架上，耶穌去世；

神的忿怒，得以滿足；所有的罪，歸祂身上；藉祂之

死，我得以活！」（注4）阿們！

注釋：

1、Presbyterian Church (USA) ；被排除的詩歌是 “In 
Christ Alone” 。

2、參看費依(Gordon Fee)，曹明星譯，《認識保羅的

聖靈觀》（台北：校園，2000），頁177-179。

3、挽回祭是平息神忿怒的祭；按照舊約的贖罪日來了

解（利十六15；參看來九11-15）。

4、“In Christ Alone” 其中一段的翻譯。英文是：“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2013「戴紹曾博士講座」—合神心意的健康教會】

當神學遇上教牧是否是「井水」、「河水」兩條路？

答案，自是否定。神學的目的在教牧實踐，而實踐牧

養的根基在神學，兩者相輔相成，無法切割分離。為

此，華神將於10月28～29日（週一～二）假華神六樓

禮堂舉辦2013「戴紹曾博士講座」，主題為「合神心

意的健康教會」，聚會時間分三個時段：上午8:30～

1200、下午14:30～17: 00及晚間19:00～21:00。特

邀香港最大萬人教會播道會恩福堂蘇穎智牧師及其同

工團隊夏沛牧師、黎家翹牧師，分就教會的佈道、裝

備、牧養、崇拜等四個面向探討教會的增長與牧養。

歡迎教會牧者及校友踴躍參加。詳情可上華神網站查

詢，或電洽：02-23659151分機226左傳道。

【2013學年新生訓練＆學前靈修會】

漫長暑假即將結束，迎接新學期開始，首先登場的

是2013學年新生訓練，訂9月16～17日（週一～二）

舉行，由本院周功和院長主持開會禮拜，為讓新鮮

人早日熟習環境，一一介紹包括教務、行政、教會實

習、華神大家庭等等內容，最後由廖元威老師與蔡珍

莉老師做總結。中秋節過後，於各地服事的師生們陸

續返回學院，學院將於9月23～24日舉辦為期兩天的

學前靈修會，主題定名為：「事奉的驅動力」，由周

功和院長主講兩堂專題，分別為「召命的目的」（提

前一5）、「驅動力的來源」（提前一15-17）。除此

之外，還安排個人安靜、見證分享及擘餅聚會等，盼

望神賜講員有好的體力與智慧的言語，給同學有受教

的心，賞賜怡人的天氣，讓全院師生同工都能經歷一

場豐盛的屬靈饗宴。華神新學年度訂9月25日開學。

10月3日則為註冊繳費日。

【教牧中心】

教牧中心為了更多了解畢業後的校友在工場上的動

態，也期望能夠提供一個校友間交通分享的空間，特

於10月6日(主日)下午2:00起，至10月7日(週一)下午

4:00止，假大板根森林渡假村舉行「30~36屆校友

退修會」，內容精彩，包括可與多位師長的座談、個

人時間、「教牧議題面面觀」、「你想知道的今日華

神」等，歡迎已報名的校友準時赴會。

【人事異動】

本院舊約專任老師胡維華，自2006年起在華神擔任

助理教授，2012學年經學術、教學、服務三方面審查

後，已正式通過升等為副教授，自2013學年起生效。

【教牧博士科課程】

2014年教牧博士科課程業已出爐，共開設三門，包

括2014年1月14~17日的「教牧與心理諮商理論在教

牧事工上的應用」，由華神周功和院長、東海大學武

自珍老師、聖光神學院李清珠老師、台灣神學院錢玉

芬老師教授，另一門「教會音樂與敬拜更新」，則由

新心音樂事工鄭浩賢牧師、音樂事工余遠淳總幹事、

台南聖教會高敏智牧師等教授；1月21～24日的「釋

經講道」則由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林祥源牧師、

華神吳獻章老師教授。詳細課程簡介請上網查詢，或

E-mail:admser@ces.org.tw教務秘書洽詢。

即將於10月1～3日舉行的「2013台北研經培靈會」，已緊鑼密

鼓籌備中，此次主題為「貧乏的時代•富足的生命」。主耶和華說：

「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降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

不聽耶和華的話。」（摩八11）兩場研經聚會：下午14:00～15:30由台灣浸信會神

學院譚國才老師講授《路得記》、下午16:00-17:30由華神魏啟源老師講授《路加福音》；

晚間培靈聚會則邀請世界華人福音事工聯絡中心總幹事陳世欽牧師主講。大會並將提供包括板

橋、三峽、林口、桃園、新竹、台中、豐原、大甲、南投、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蓮等地

區現場網路即時同步播出，歡迎您就近參加，詳細聚會地點請上華神網站查詢。

張芳瑜
衛理公會恩友堂

華神學成學像神，愛人救人得靈

魂。

【更正啟示】

上期院訊第八版張芳瑜之照片係為錯植，今特為更

正，敬請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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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都因人偶然的發現造就了二十世紀初期許多重要

的考古發現。其中一個著名的例子是馬里（Mari）。

主後1933年，一群貝都因人為一位剛過世的族人在山

丘上挖掘合適作為墓碑的石頭時，發現了一個沒有頭

的石雕像。當時統治這個區域的法國官方得知這個消

息之後，由羅浮宮博物館的學者組成了一支考古隊，

於當年十二月來到今日敘利亞境內的哈利利堆丘（Tell 
Hariri），進行挖掘。除了二次大戰時的停頓之外，學

者們在此孜孜不倦的工作了四十餘年，這些努力使得

馬里成為古近東考古學中最為重要的地區之一。在佔

地14公頃的廣大面積上，挖掘出高約15公尺分屬於三

個不同時期的城市，出土的文獻包括了近二萬五千份

以亞喀得文書寫的泥版。不論是建築還是文物，這在

美索不達米亞地區的考古上，都是僅見的規模。

大約主前5千年開始，馬里就有人居住。不過，它最

重要的歷史約從主前2900年開始，蘇美人與亞摩利人

先後在此建立城邦。馬里位於幼發拉底河中游的西岸，

在肥沃月彎與迦南、甚至遠至埃及的貿易上居於樞紐

地位。馬里因此建立起來的繁榮可說是這一時期都市化

最好的代表。此時的馬里規模約有2.5公頃，城內的大

型建築，包括行政中心，王室的宮殿，以及極具研究價

值的伊絲塔女神廟。這一大型都市所需的用水則從幼發

拉底河經渠道引進。整個城市的防禦由兩道防線組成。

第一道防線為一水閘，可以控制馬里周圍河流的水量。

第二道防線則是6公尺厚，約8公尺高的城牆，用來抵抗

外來的侵略。這可觀的工事，的確為馬里的安全提供了

相當的保障，一直到主前1759年，巴比倫王漢摩拉比

才成功地攻破馬里，終結了這城的歷史。

除了提供研究人類早期的群聚文明之外，馬里的遺

跡與考古還能幫助我們理解古代近東的先知現象。

在馬里出土的文獻中，有許多關於先知現象或宣講

的描述。這些給王的信件大部分來自馬里的官員，少

部分來自王后。王后透過寫信來向國王報告，這大概

不是今天一般夫妻互動的模式，不過在古代近東的宮

廷中，倒是不算罕見。

王后向王提說她所得知的消息，當然是出於她對王

安危的關切，而官員的動機和考量就顯得複雜了。馬

里王 Zimri-Lim 派在 Aleppo 的臣子 Nur-Sin 有一封信

（編號 A1121+2731）把其中的為難表達了出來。

在陳述了一個對王不利的先知宣講之後，他說：「之

前我還在馬里時，所有的先知宣講我都呈報，現在我

身處另一國家，我難道不該如常報告嗎？如果未來災

難發生，王必定怪罪於我，既有先知預言，為何不呈

報？因此，我現在上書於王，請王垂聽。」

報與不報，確實是很大的問題，尤其是那些不討喜

的先知預言。不過，在馬里文獻中我們發現，官員的

呈報，基本上代表他們對所報告的先知宣講持肯定的

態度。這也不難理解，試想誰會去向王說一些連自己

都不相信的凶言，王萬一發怒，後果可是不堪設想。

從這個觀點來說，北國以色列伯特利的祭司亞瑪謝

實在是個特例。當時，先知阿摩司在北國宣講神要因

北國的欺壓、貪婪而施行刑罰，他的信息是：「以撒的

邱壇必然淒涼；以色列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

用刀攻擊耶羅波安的家。」（摩七9）亞瑪謝自己並不

相信阿摩司的宣講，這攻擊王室的內容，也必不受王

歡迎，那麼，祭司亞瑪謝為何要報告給王（摩七10）？

問題的分析可從阿摩司先知的身分開始說起。按古

近東的文化風俗，一位宣稱奉神明之命宣講的人，需

先提出他作為先知的證據，其中主要的物件包括頭

髮與衣襟，馬里文獻中就常常提到這兩種驗證先知

的方法，編號217的信件，甚至附有該先知的頭髮與

衣襟，表示為所說的負責。此一風俗幫助我們了解聖

經中的一些事件。先知以利亞被神用旋風接去升天之

後，他的外衣留給了以利沙（王下二13），以利亞的

衣服不止代表傳承，更是為以利沙背書，因為當驗證

時，這衣服成為以利沙權柄的證明。

不過，不是所有的人都正面看待以利沙承續以利亞

的職分，特別是那些長久受到金牛犢敬拜影響的人。

當以利沙從耶利哥回伯特利時，有些童子從城裡出

來，戲笑他說：「禿頭的上去吧！禿頭的上去吧！」

（王下二23）

■教牧中心主任

  ／胡維華

這些童子是什麼樣的人呢？「童子」一詞，在聖經

中，曾用來指剛出生的嬰孩（撒上四21），未斷奶

的幼兒（撒上一22），也曾指十七歲的青年人（創

三十七2），或是三十歲的成年男子（創四十一12，

《和合本》作「少年人」）。另外有些時候，這一詞

語表達的不是年紀而是關係或是功能，此時它的意義

更接近「助手」或是「僕人」（如：創十八7）。

那麼此處的「童子」究竟應如何理解呢？他們應當

不是年幼無知的三歲娃兒，也不是調皮搗蛋的青少

年，因為他們所說的「上去」，明顯地是指著以利亞

被神接升天「上去」一事。換言之，他們對於以利沙

等人所散布的關於以利亞的說法，十分不齒。對這些

人來說，以利沙之所以可以拿著以利亞的衣服到處招

搖撞騙，因為以利亞已經「上去」了。他們嘲諷以利

沙，因他沒有頭髮，無法像其它先知一樣被驗證，因

此他們「建議」以利沙，如果他也「上去」，那就真

正顯出他的本事，讓人服氣了（注）。這裡的對話所

議論的價值判斷，隱含的嘲諷等，都不是涉世未深的

孩子所會說的話。這些人，應是金牛犢敬拜體系中的

「助手」或是「僕人」。

當以利沙的權柄成為人的譏笑時，他奉神的名咒

詛，因此有熊出現，撕裂這些人，神用另一種神蹟驗

證了以利沙的權柄。

明白先知身分驗證的重要之後，祭司亞瑪謝沒有要

求來自南國猶大的阿摩司提出任何證明，就顯得奇

怪。唯一合理的解釋是，對亞瑪謝而言，阿摩司只不

過是個藉著妖言惑眾混飯吃的傢伙（摩七12），既

是如此，向他要先知的證明豈不是對牛彈琴、自貶身

價。亞瑪謝真正要對阿摩司說的是，你搞錯了，這裡

的人見過大場面、受過真正專業的訓練，識相點，回

南國去吧（摩七13）。 

關於亞瑪謝對阿摩司的評價，我們有了些分析，不

過這似乎只讓我們所提的問題變得更加嚴重，亞瑪謝

既然對阿摩司不屑一顧，為何要向王提說他的宣講？

前面提過，馬里的官員在向王報告一事上，常是戰

戰兢兢。除了態度如此，信的內容也是十分講究。如

果所論到的先知宣講時，官員本人不在場，他會詳細

交代他的消息來源。這為將來王論功行賞時，自己有

稍加發揮的機會，如果不幸將來王怪罪議處，自己若

不能全身而退，至少也有人一同承擔。總之，鄭重其

事是第一要務。

亞瑪謝向王的報告，與這些考量相比真是大異其

趣。根據阿摩司書的記敘，亞瑪謝既非親自面見於

王，也未提筆寫信，而是派人傳達消息。這說起來是

個險招。傳話的人，若是經驗、膽識不足，人頭落地

並非不可能。亞瑪謝為何冒險，不自己報告呢？

原來，他去「逮捕」阿摩司了，在簡單的「訊問」

之後，他直接把阿摩司「遞解出境」。難怪，他敢派

人去向王報告，因為報告的不是先知的宣講，而是亞

瑪謝的忠心、盡責，任何可能危及王安全的威脅，或

是破壞社會安定的勢力，亞瑪謝都是身先士卒、不計

代價前去解決！理論上，亞瑪謝可以派人去攆走阿摩

司，自己去見耶羅波安二世，不過，聰明的他知道果

真如此處置，他只不過做了他該做的，而要得到王的

信任與青睞，就得多付出些心力，這任務上小小的變

換，可以達到絕佳的效果。

亞瑪謝所派去的使者報告給王的信息也因此值得探

究。阿摩司的宣講是：「主說：『以撒的邱壇必然淒

涼；以色列的聖所必然荒廢。我必興起，用刀攻擊耶

羅波安的家。』」（摩七9）而使者報告的是：「阿

摩司如此說：『耶羅波安必被刀殺；以色列民定被擄

去離開本地。』」（摩七11）「耶羅波安的家」，

可指耶羅波安的家人、家族，也可指整個北國。事實

上，若以上文（以色列的聖所必然荒廢）來判斷，阿

摩司審判的對象最可能是整個國家。若是如此，亞瑪

謝為何將審判的內容聚焦在耶羅波安一個人身上？

馬里的文獻再一次提供重要的參考。當馬里王 Zimri-
Lim 正在考慮是否與 Eshnunna 訂定和平條約時，他

收到關於同一先知所說預言的三份報告。編號 197 來

自 Inib-shina，編號 199 來自 Sammetar，編號 202 來
自 Kanisan。 Kanisan 的版本先是以諺語暗喻警告，

接著是語氣平淡、沒有虛字贅詞的提到王將得勝的應

許；Inib-shina 的報告則是直接清楚的指出警告，然

後才是諺語，最後是神明慷慨激昂地保證使王得勝；

Sammetar 的信也以諺語開頭，並且直接將之應用在 
Eshnunna 的威脅上。不過，特別的是，他的信中完全

沒有王得勝的應許，而是勸王要仔細尋求神明的指引。

從這些報告看來，一字不漏地轉述先知的宣講向王

報告並非古近東官場流行的文化。真正的顯學是，每

個官員按著對他們而言最佳的方式來歸納及呈現先知

的預言。亞瑪謝自然也不例外。

對亞瑪謝來說，既然阿摩司不可能是真先知，那麼

他所宣講的內容，就無關緊要，王真正該知道的是，

亞瑪謝的忠誠，任何對王構成威脅的，對國家不利

的，都是亞瑪謝要剷除的。不論亞瑪謝是刻意扭曲阿

摩司的信息，或是無心的誤解，將先知的宣講歸納為

對王個人的攻擊，對亞瑪謝所要呈現的信息來說，絕

對是有利無弊的。

由此看來，自由派的學者將亞瑪謝的報告直接等同

於阿摩司的宣講，又以歷史中耶羅波安並未被刀殺，

而是與列祖同睡（王下十四29），來論證阿摩司是假

先知的說法，其實是毫無道理的。這樣的理解不但缺

乏對文本本質的認識，更誤解了先知宣講的意義。但

願這些石頭、泥版，再一次指引我們回到聖經的真道。

注釋：這些人對以利沙說的「上去吧」也可理解為，上伯特

利去吧。他們對以利沙所說，以利亞被神接去升天的

說法，既無法驗證，而以利沙又有以利亞的衣服，可

以成為先知，他們完全無可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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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很多關於聖經權威的書，例如傅瑞姆（John Frame）教授所著《神話語

的教義》（注1），以及我最近所寫兩本關與無誤論的書可供參考（注2）。所

以，我現在是選擇性地討論這個主題。先從聖經神學觀點來思考神的道，然後討

論世界觀如何左右我們對聖經的看法。

信仰的核心

基督徒信仰乃是我們是耶穌基督的門徒。「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

說的不錯，我本來是。」（約十三13）主耶穌自己親口說，祂是我們的主。路

加福音十四章27節解釋，作主的門徒的意義。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行。祂轉過來對他們說：人到我這裡來，若不愛我勝過

愛（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女、弟兄、姊妹，和自己

的性命，就不能作我的門徒。凡不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不能作我的門

徒。」（路十四25-27）這裡說要成為耶穌的門徒必須將一切都交託給主。跟隨

主關乎你整個生命，也包含你的心志。這樣講絕非理性上的自殺，乃是從全心全

意及理智來事奉主耶穌。耶穌是我們的夫子、老師，我們則是祂的門徒、學生。

論到聖經的權威，主耶穌談到舊約權威是怎麼一回事。穆約翰曾在一本《不可

能錯的聖經》中一篇文章「聖經的證明」（注3）引用耶穌的話：「莫想我來要廢掉

律法和先知。我來不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都廢去

了，律法的一點一畫也不能廢去，都要成全。」（太五17-18）在此主耶穌肯定整

本舊約聖經包括律法、眾先知書的權威及真實，甚至是用字的一點一劃都是準確

的。耶穌也說，「經上的話是不能廢的…。」（約十35）基督的門徒對待舊約應有

的態度從這裡可以說明。

「道」的聖經神學

現在簡單地從聖經神學來了解聖經，從熟悉的約翰福音一章1節說起。「太初

有道。」這裡的「道」，就是話語。上帝在永恆中說話，這「話語」與上帝同

在，這「話語」就是神上帝。聖父是說話者，「道」是永恆中父所說的話，就是

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聖子上帝。這永恆裡的交通一直進行中。

回到創世記一章3節，上帝說的話開始了創造的第一天。「上帝說：要有光，

就有了光。」另一處經文說，「諸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祂口中的氣而

成。」（詩卅三6）我稱這些為創造性的話語。要知道上帝所說的話並非受造界

的一部份；上帝說的話，具有上帝的屬性，有無比的權能！這也是上帝的智慧、

真實、良善的話語。上帝的話彰顯、啟示祂自己。 上帝說有、就有；命立、就

立；帶來了受造界。後來上帝要摩西把創造的作為記在創世記裡。

後來，耶和華在西乃山上，從火中、雲中、幽暗中，大聲曉諭以色列會眾；也

把所說的話，親自寫在兩塊石版上，交給摩西。（申五22）以色列民在山腳聽

到上帝說話，就顫兢發抖。上帝說話是用人聽得懂的語言。頒布律法的語言與創

造天地的語言相同，都具備上帝的大能與屬性。傅瑞姆邀請我們思想，若我們也

在西乃山腳的話，有人敢向上帝提出挑戰嗎？當你面對上帝時，你沒有選擇。若

你心是對的話，你會全然順服。上帝要我們完全以順服、信靠的心地來接受祂的

話。耶穌來是要救我們脫離一切的背逆。重點是，我們當如何回應上帝的話？

上帝在西乃山以人聽懂的聲音頒布十誡，分別記在出埃及記廿章及申命記前面

五章。在申命記五章22節摩西說這兩塊石版是上帝親手寫的。出埃及記卅一章

18節也說明這是超自然的記錄，是上帝親手所寫。此時摩西並未開始寫作。我

們必須承認上帝親自寫成文字的道等同於上帝的話語。寫在石版上的聖言與祂口

所出的話語具有同樣的權威。現在有些人擔心寫成的文字是死的，但上帝的話語

是祂親自所說、活潑的聖言，不論說或寫，都是活的。寫成文字的好處是可以長

久保存下來。以色列人是悖逆的百姓，他們時常忘記在西乃山上帝所說的話，但

石版一直在那裡，見證上帝所說的話，永不改變。

上帝的道，除了上帝親口說，親手寫以外，還有第

三種方式傳遞給我們。以色列人在西乃山下對摩西

說：「求你近前去，聽耶和華我們上帝所要說的一

切話，將祂對你說的話都傳給我們，我們就聽從遵

行。」摩西回答說：「你們對我說的話，耶和華都聽

見了。耶和華對我說：這百姓的話，我聽見了；他們

所說的都是。」（申五27-28）上帝的子民以色列要

求摩西做中保或媒介。當上帝親口向他們說話時，他

們聽見而感到害怕，求上帝立摩西作為祂話語的媒

介。上帝答應了這要求。從此，摩西成為媒介，將上

帝的話語寫成文字。摩西五經記載上帝藉著摩西向以

色列傳達的啟示。所以，上帝既藉口說，又藉寫成文

字來傳達祂的話。請問，藉摩西所寫下來的話語，以

色列人會失去什麼真理內容或能力嗎？答案是：不會

有任何損失。上帝的話雖是透過摩西傳講，仍然是上

帝的話。畢竟是上帝創造摩西，祂的主權掌管摩西的

一生；祂帶領摩西到中保的職分，使用摩西人格裡所

有的功能，藉摩西來說話。上帝藉摩西所說的，與上

帝直接所說的，有同樣的權威，不會打折扣。所以我

們可說，摩西所寫的話，就是上帝大能所說的話。摩

西寫成的文字是奉上帝的名所寫，與上帝在西乃山上

所說的話，具有同樣的權威。雖然不像在山頂上有閃

電雷轟，但重要的是上帝所說的話。閃電雷轟等現象

只是襯托上帝的話具有何等的權柄大能。

今天我們沒有見到閃電雷轟火光等，就失去對上帝

話語敬重的心嗎？如果是，那就是我們罪的問題。有

人會問，如果上帝關心我的話，為何不在異象中向我

顯現讓我看看呢？為何不在雷聲中說話呢？如果上帝

真的如此做，你就要三思一下，說不定你會如以色列

人一樣，嚇得魂不附體了。重點是上帝的主權與祂所

揀選的方式來向我們說話。上帝的確是向你說話。好

好讀聖經，就是領受上帝對你所說的話。

上帝指示摩西將石版放在約櫃裡，這說明上帝的話

是何等神聖。約櫃是上帝寶座的腳凳，上帝彰顯其統

治王權是藉著祂的話語來施行的。從古代近東文獻可

以看到，摩西所記載的，正是古代君王說話立約的情

景。大君王條約是放在君王的廟裡。上帝使用這種古

代立約的文化來表達祂的話語在祂百姓的生命裡是佔

何等神聖與核心的地位。

十誡寫成的文字，是個起點，量不是很大。上帝的

旨意是將祂啟示的內容繼續擴張，就是要說更多的

話。上帝清楚吩咐摩西把上帝其他的話語寫成書。

在西乃山，除了石版上的十誡外，還有其他上帝的啟

示。上帝其他的話語又是如何處理？頭一批補充的啟

示，稱為「律法書」。

「摩西將這律法的話寫在書上，及至寫完了，就吩

咐抬耶和華約櫃的利未人說：將這律法書放在耶和華

─你們神的約櫃旁，可以在那裡見證以色列人的不

是。」（申卅一24-26）

摩西把「律法書」交給祭司放在約櫃的旁邊，仍然

是在聖所裡。至此，就有聖經正典（注4）的觀念成

立。「正典」是現代用詞，表達上帝的話語具有至

高的權威。上帝用所賜下話語要與其他的話語分別出

來，在上帝的子民當中具有最重要位置，成為正典。

申命記十八章說上帝會藉著未來的先知說話。摩西死

後，上帝仍要藉著眾先知說話。上帝藉眾先知說的話

具有什麼權威呢？上帝藉他們所說的話與摩西所說的

具有同樣的權威。我們要視眾先知的話、摩西的話，

與上帝在西乃山親自所說的話有一樣的權威。

當主耶穌，道成肉身的主，來到世上的時候，所說的

話，都是上帝的啟示。耶穌是那永恆的道，成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所以，主耶穌的話具有上帝的話同樣

的權威。當時的百姓聽到耶穌說話不像文士的話，因

祂說的話有權柄。主耶穌差遣使徒。使徒代表差遣他

們的主。所以，主耶穌藉使徒說的話，是新約的啟示。

使徒們所講的話，也是上帝的話，與舊約眾先知所講

的話擺在一起。以上是整本聖經的聖經神學，說明整

本聖經如何教導我們，聖經就是上帝的話。

或許有人會問為什麼要相信聖經的權威呢？你可以

從基督的位格開始。你相信耶穌就是祂自己所宣稱的

那一位嗎？你相信你是個罪人，與上帝隔絕嗎？當主耶

穌說：「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裡去」，你相信這話嗎？當聖靈來到你生

命中責備你，要你悔改時，你就開始明白這信息真的

是上帝的話。這世界一切的宗教沒有一個教主，像主

耶穌這樣宣講的。主耶穌是唯一到上帝面前的道路。

當你來到上帝面前，你就成為耶穌的門徒。日復一

日，你漸漸了解什麼是作主耶穌門徒的意義。主的門

徒要抓住這真理：聖經就是上帝的話，具有上帝的權

威。聖經就是上帝自己說的話；不只是聖父說的話，

也是聖子，聖靈說的話。順服基督，乃是順服耶穌所

說的每句話。不只是祂在地上所說，因祂是永遠存在

的。這樣說來，整本聖經都是主耶穌基督的話，是基

督徒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權威。

注釋：

1. 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A 
Theology of Lordship, vol. 4  (Phi l l 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 Reformed, 2010).

2. Vern S. Poythress, Inerrancy and World View: Answering 
Modern Challenges to the Bible  (Wheaton: Crossway, 
2012); Inerrancy and the Gospels: A God-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Chal lenges of Harmonization  
(Wheaton: Crossway, 2012).

3. John Murray, “The Attestation of Scripture,” in The 
Infallible Word: A Symposium by the Members of 
the Faculty of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Guardian, 1946), pp. 1-52

4. 所謂「正典」，就是一個書目。聖經是由許多卷書所組
成的。哪些書卷具有上帝的話語的權威，是聖靈所默示
的？這些書卷就應該包含在正典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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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02）2365-9151轉202、204、264或傳真（02）2365-5885或E-mail：tee@ces.org.tw或網路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

報名截止日期：新生9月17日、舊生9月18日    課程起迄時間：2013年9月30日至2014年1月11日；課程共計15週

延伸制2013學年度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旅遊課程搶先報！
★現在報名，明年四月出發，名額有限★

＊保羅行蹤Ⅲ：義大利之旅／陳美如老師帶隊

2014/2/22、3/29、4/26，週六9:00～12:00行前上課

2014/4/30～5/12前往義大利、梵蒂岡、馬爾他等三國，共13天
＊9/18前報名享團費5,000元優惠

週一（晚上7：00～9：10）
01.實用司琴法中階＊下午2:00～4:10 王珮伶
02.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05 駱   虹
03.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8:05～9:10 駱   虹
04.聲樂（下）＊晚上7:00～8:05 蔡慧卿
05.聲樂（下）＊晚上8:05～9:10 蔡慧卿
06.釋經講道入門 謝清傑
07.大小先知書導讀 胡偉騏
08.啟示錄 吳獻章

週二（晚上7：00～9：20）
09.基礎鍵盤入門＊下午2:00～4:20 王珮伶
10.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0 楊美惠
11.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0～9:20 楊美惠
12.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蔡慧卿
13.基礎讀經（上） 馬倩平
14.輔導概論 洪英正•錢玉芬
15.田野調查 王貴恆
16.過程式團契帶領與教導 林芳治

週三（晚上7：00～9：20）
17.希伯來文讀經 黃立仁
18.舊約歷史書導讀 萬宇光
19.實用司琴法初階 翁慕光

週四（晚上7：00～9：20）
20.聲樂（下）＊上午11:00～12:10 駱惠珠
21.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駱惠珠
22.聲樂（下）＊下午4:20～5:30 駱惠珠
23.聲樂（上）＊下午5:30～6:40 駱惠珠
24.實用釋經學 華秉珠
25.哥林多後書 于厚恩
26.神學英文（上） 楚岳恩
27.3 STORY 生命關係佈道法 林芳治•莊舒華

週五（晚上7：00～9：10）
28.基督教神學（上） 王瑞珍
29.教會事奉與精神醫學進階 吳光顯

密集課程

30.宣教、聖靈和教會增長 史文森
＊8/26～30，上午9:00～12:00

31.福音書釋經講道＊11/30、12/7、14、28、1/4、11 倪海容
上午9:00～12:00&下午1:00～3:00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面授地點：華神） 
32.教牧輔導   張宰金

＊面授日：10/1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黃彩雲 
33.哥林多後書   陳濟民

＊面授日：10/28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華秉珠
34.摩西五經導讀  梁潔瓊

＊無面授 網路導師：李衍煬
35.系統神學Ⅲ：聖靈、教會與末世論 Richard Lints

＊面授日：10/2晚上7:00～9:00 網路導師：孫以理

迦南會第一會堂教室

36.基督徒經濟金錢觀 胡業民
＊9/28～12/14，週六下午2:00～4:30

台北祭壇教會教室

37.舊約歷史書導讀 蔡筱楓
＊9/17～12/31，週二晚上7:30～9:30

台北佳音教會教室

38.改變生命的教與學 唐立娟
＊10/7～12/16，週一晚上7:00～9:30

39.基督教神學（上） 王瑞珍•史弘揚
＊10/5～12/14，週六上午10:00～12:30

台北恩友堂教室

40.舊約歷史書導讀＊9/28～1/4，週六晚上7:00～9:00 林烽銓

台北蘭雅禮拜堂

41.從聖地看聖經＊9/16～12/23，週一晚上7:30～9:30 莊百億

天母感恩堂教室

42.保羅書信導讀＊9/24～11/26，週二晚上7:00～9:40 陳琇瑢

石牌信友堂教室

43.詩歌智慧書導讀＊9/26～1/9，週四晚上7:30～9:30 蔡筱楓

中和基督之家教室

44.神國勇士（下）：宣教偉人列傳 魏外揚
＊9/26～1/9，週四晚上7:30～9:30

基隆靈糧堂教室

45.雅各書＊9/16～12/23，週一晚上7:30～9:30 杜榮華

台中慕義堂教室

46.舊約歷史書導讀＊10/5、19、11/2、16、12/7、14 胡偉騏
週六上午9:00～12:00 & 下午1:00～3:00 

高雄左營油廠教會教室

47.基本讀經方法演練 杜榮華
＊9/28～12/14，週六上午9:30～12:00

旅遊課程

48.聖地之旅（年前團） 陳美如•葉雅蓮
11/2、12/7、2014/1/4，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2014/1/12～23前往聖地，共12天 

49.聖地之旅（春節團） 吳獻章
11/2、12/7、2014/1/4，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2014/1/29～2/10前往聖地，共13天 

合作及海外地區（課程簡介備索）

50.保羅書信導讀 邱昭文
＊10/2～12/18，週三晚上7:30～10:00（林口）

51.聖經啟示文學：但以理書和啟示錄 吳獻章
＊11/2～3、11/30～12/1（香港聖經教會） 

52.基督教神學（下） 王瑞珍•史弘揚
＊11/16、12/21、1/18、2/15（香港但以理學院）

53.舊約歷史書導讀（上） 華秉珠
＊11/23、12/28、1/25、2/22（香港但以理學院）

54.以賽亞書（香港但以理學院） 胡偉騏
＊11/9、1/4、11、2/8 

55~56.哥林多前書釋經講道 杜榮華
＊11/2～17（北義大利二地區）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14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