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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福音神学院院讯

第42届毕业生即将步入工场，分别在不同的工场传

扬福音、建立教会。以下是我对您们的期望与祝福。

一、坚守所信的道
若要果断、温柔、清楚地宣扬主的道，必须有无

伪之信，并清楚晓得所信的是什么。在神学院学了

千千万万样东西，若不清楚什么是基要的福音，传道

就像是打空气，所讲的很难感动自己，也很少感动别

人。什么是基要的福音？就是：神救了我们，不是按

我们的行为，乃是因基督为我们死，也因我们信了神

的应许（例如约一12；三16等应许），成为神的儿

女。所谓不是按行为，就是，永生不是靠我们的任何

行为所赚取的（注1）。保罗问，亚伯拉罕凭肉体得

了什么？（罗四1-2）答案是，什么都没得到。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弗二8）。我们如同亚伯拉罕一

样，因信被算为义、不算为有罪（罗四3-9）。原来

是「不敬虔的人」被算为义（罗四5）（注2），因为

在神眼中，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罗三9-20；弗1-3）。

耶稣说，我们回转像小孩，倚靠天父，否则不能进天

国；若是谦卑像小孩，在天国里就算为大（太十八

1-4）。倚靠恩典就是回转像小孩。耶稣与保罗是异曲

同工；用词不同，但用意相同。

这基要的福音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所坚持的；是福

音派存在的原因。这恩惠之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

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徒二十32）。希望每

一位毕业生清楚了解并肯定这基要的福音，也因这真

理，心中充满感谢，口中充满赞美（弗一3，6，12，
14）。保罗说，这「因信称义」的道，是圣灵能力的

来源（加三2-6）！追求圣灵的能力，必须从因信称义

的真理着手。

反过来讲，如果不清楚这基要的道理，您就是胡涂

的福音派的传道人。您对「心被恩感」的了解，与福

音派传统不一样。其实，若是看不清楚十六世纪教改

的正确性，就没有理由脱离天主教。或者您可以考虑

效法瑞典的Ulf Ekman，回归天主教。我不是鼓励毕业

生转入天主教。我这样讲，是要刺激大家认真地反省

自己的神学立场。

为什么不能靠肉体（堕落的人性）或行为称义？因

为人堕落得极深。这是另一项基要的真理，在下面第

二点讨论。

二、深爱所信的主
有一个问题每一位传道人需要能回答，就是，什么

是灵命成长？这个问题可以有超过一个答案，其中之

一是：更爱主、更爱邻舍。若是深深地爱主，就晓得

如何帮助别人更加爱主。当然，圣灵的工作很奇妙，

不怎么爱主的传道人，有时候却带出很爱主的弟兄

姊妹。不过，传道人实在需要追求更加爱主。若是爱

主，会经历大喜乐，就是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

大喜乐」（彼前一8）。可是，如何才能更爱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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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所提供的答案是：多得恩免的人，更加爱主（路七

41-43）。保罗说，主为他死，因此他为主而活（加二

20）。他也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然而，他蒙了

怜悯（提前一15-16）。保罗之所以能三十年如一日，

在诸般困苦、急难、逼迫中，持续忠心爱主的秘密就

是在此。他看清楚自己是何等大的罪人，因此无法不

惊讶、希奇、感叹主的怜悯，心里产生无限的感激，

以致爱主超过一切。「多得恩免的人，更加爱主」：

这个灵命成长的原则，牵涉体会到自己的堕落有多

深。这个原则，与上面（第一点）所讲，人堕落得极

深，不可能靠行为称义，彼此呼应。无论是得救或是

成长，都牵涉堕落的教义。

要爱主更深，除了记念祂为我们死以外，还需要更

深地体会自己的堕落有多深。到底我们堕落有多深？

人心到底有多黑暗？笔者以天使的堕落做比较。天

使背叛神，结果性情变成神的相反（约八44）。人类

也背叛神，所以人的性情也变成与神的相反！保罗

说，在肉体（堕落的人性）里没有良善（罗七18）。

可是，非信徒明明彰显不少良善。圣经所讲的，错

了吗？改革宗神学强调人的全然堕落，所以必须对

这问题有所交代。改革宗神学的响应，是普遍恩惠

（common grace）（注3）的教义。普遍恩惠是神赐给

所有世人的恩惠。这恩惠保存世界，让神的救赎计划

能逐步实现，也拦阻人类的罪性，让文明有所发展。

堕落后，人所有的良善来自普遍恩惠；得救后，信徒

的良善既是来自普遍恩惠，也来自救赎恩典。普遍恩

惠没有救赎的功效。有一天，普遍恩惠会撤离（注

4）。那时，若是没有悔改归向神，人的性情会显得与

魔鬼的相似，并会与魔鬼一起被扔在火湖里（启二十

15）（注5）。

末日未到，我们要怜悯众人，甚至要爱仇敌，正如

天父赐阳光、雨水给所有抵挡祂的人（太五44-48）。

从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是教会遵行与成就普世宣教

使命（大使命；太廿八18-20）的时期。回转像小孩，

倚靠天父的人，既热心爱主，也爱人如己。 

 今日许多神学思想不再强调人的堕落，也不相信

人心里有恐怖的黑暗。难怪不少传道人不懂得依赖恩

典，也不宣扬悔改的道。若是这样，爱主的心就普遍

地冷淡了。希望这一届毕业生看自己为「多得恩免」

的人。

三、确知所遇之终
 保罗殉道前说：「…… 然而我不以为耻；因

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

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保罗确知所遇之

终；知道将要得到公义的冠冕（提后四8）。他是得胜

者。

1.靠恩典跑人生道路 

不要以为得救靠恩典，得胜则靠自己去拼。灵命若

要成长，事奉若是有果效，也要靠恩典。从 始到末

了，基督徒都是靠恩典。传道人如何靠恩典？首先是

经常认罪，求主的宝血洁净良心里的污秽（约壹一9；
诗卅二；五十一）。除了维持洁净的良心，每天也要

把所面对的挑战与重担，藉祷告、祈求与感谢，告诉

天父（腓四6-7）。无论是布道、牧养、行政、解经、

提倡正义或与人和好，都要带到施恩座前求。天父虽

然已知道，但您仍需要祈求，因祷告就是您转向倚靠

神不靠自己的关键性行为。若是不祷告，肯定是在靠

自己。祷告完了，就要去面对。倚靠天父的人，会经

历属天的平安。倚靠恩典的传道人，不容易跌倒，能

在考验中得胜，得到神的称许（雅二14-24）。

2.守住所交托的善道

保罗吩咐提摩太：「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

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

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提后一13-14）如何守住当守的道？

保罗说要靠信心与爱心。这就表示不能单靠神学知识

（注6）。若是以为拥有客观、自主的理性，并以此

为衡量真理的标准，肯定守不住真道。自以为客观、

使用所谓严谨科学方法的人，其实是盲目的，不仅不

了解自己思想背后的预设，也不明白亚当的堕落严重

影响人的理性（参林前一18-31）。正确的预设，乃

是相信整本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神所说的话（提后三

16-17）。不只是有信心，守住真道还需要有爱心。

若要有爱心，必须有正常的团契生活。若与弟兄姊妹

隔离，而自以为聪明，就不是有爱心。这样的人，无

论学了多少神学，很难经历圣灵的感动与光照。没有

圣灵的感动，恐难守住真道。真道来自圣经：神的话

语。神的话语有至高的权威。主藉话语创造天地与托

住万有（约一1-3；来一1-2）。神在西乃山亲自宣告

的话，藉摩西、先知、使徒所写下来的话，都具有同

样的权威（彼后一20-21；三15-16）。守住所交托的

善道，包含坚持圣经底本的无误（注7）。若是放弃这

教义，您的思想就不再是以神为本，乃是以人为本。

但愿每一位应届毕业生，即或到了在世生命的尽

头，能凭良心说：「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当跑的

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提后四7）
愿每一位毕业生坚守所信的道，深爱所信的主，确知

所遇之终。

注释：
1.得救以后必定有好行为（弗二10；林前六

9-11）。由圣灵重生的人有一颗新心，愿意遵

行神的旨意（结卅六25-27；耶卅一31-34），

并且圣灵不停地在信徒心中工作，成就神的美

意（腓二13）。在末日审判时，信徒将被称为

『行善』的人、『义人』、『智慧人』（约六

29；太廿五31-46；但十二3）。不过，因信称

义（得救）却不是基于行为。

2.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性称义」 ( forensic 
justifi cation)。笔者推荐John Murray 对「称义」

 ,动词的字义研究。参Murray（δικαιοω， קדצ）
Epistle to the Romans, vol. 1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9), 336-62。 

3.普遍恩惠包含阳光雨水、四季循环不息、

农作物的收成、良心、罚恶的政权、等等。参

周功和，《荣耀光中活水泉》，（台北：华

神，2002），21-30；古德恩(Wayne Grudem)，
《系统神学》，张麟至译（E. Brunswick, N. J.：
更新传道会，2011），662-72。

4.初步的撤离，是神的「任凭」（罗一24，
26，28）。

5.笔者的逻辑是：神是公义的；火湖是为魔

鬼预备的；人若是要受火湖的永刑，一定是因

为他的邪恶，模拟魔鬼的邪恶。我用「模拟」

不用「等同」，因为火湖的刑罚有轻重（路廿

47；启廿12-13）。在末日，普遍恩惠全然撤

离，人本性的真相就会彰显。

6.敬虔、笃信圣经的神学著作，大有帮助，

但还是不够。

7.参笔者所编的《圣经真的没错吗？圣经底

本无误论的再思》（新北市：华神，2013）。

华神第1~29届校友退修会

时    间：10月5日下午2:00至10月6日下午4:00

地    点：新店碧潭美丽春天大饭店

报名费：1. 校友本人700元。

               2. 眷属成人2,700元、儿童1,500元。

※说明：二天一夜食宿、活动场地费为每人2,700

元，学院补助校友本人每人2,000元，限

额50人（依网页受理时间序之前50名且

于8/30以前完成缴费者）。

缴交方式：

1. 划拨：账号00163740

   户名：中华福音神学院（请注明校友退修会）

2.现金：亲自或委托洽林秘书2365-9151#305

   缴费截止日期：2014年8月30日。

亲爱的校友平安：
过去学院的教牧中心已举办晚近毕业的十届（30~39届）校友退修会，有美好的团契。今年我们大胆地邀请前面29届的资深校友，趁着十月初、秋高气爽，到风景优美的台北近郊与毕业多年的校友以及学院老师欢聚。未来几年是华神的关键转变期—新校舍的破土兴建、旧校舍的整合使用、教育部新华神与汀州路旧华神的并存运作，加上学院人事的变动，我们衷心期待校友们莅临第三轮的校友退修会，透过轻松的对话互动，相信会激荡出许多精辟建言与思想火花。新任团队将在新店碧潭恭候各位。

华神第七届校友
蔡丽贞 敬邀 20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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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台湾地区，如欲奉献请详划拨单。 

若您在美国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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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在加拿大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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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至四月

预计支出

建校

奉献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设备增添维修

合         计

全学年预算 四月份收入
七至四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新校区建设基金 四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神已将桃园县八德市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费

用。第一期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2013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3年7月1日～2014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学

院
简 讯

能够在华神受装备，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感谢

天吧～谢谢天父满有恩典的慈爱，以及祂丰盛的怜

悯，使我能够被拣选、成为服事祂的器皿。三年了，

有什么东西是让我可以从华神带走的呢？

若非亲尝恩典滋味，怎知生命极其宝贵。

虽然没有要和保罗抢罪魁的头衔，但是在神面前，

我只能承认我是个堕落极深的罪人。然而感谢神，当

生命中的黑暗在人前掀 来时，看见的不是一双双定

罪的眼睛，而是一颗颗带有怜悯的心。借着自己被接

纳，我更多思想主耶稣的赦免之恩。祂是多么愿意拥

抱罪人，祂的爱使人能够胜过罪恶感、羞耻感。很感

谢每一位在我觉得我又失败时鼓励我；知道自己不完

全，却能在神的恩典中再站立。盼望经历恩典的我，

也能成为使人经历恩典的牧者。

不要让自己淹死在神学的浅滩中！

很喜欢在华神的课程，特别是神学类。同学从各大

宗派而来，神学论述五花八门，而老师会不断激起同

学的思考，却不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在这样的

训练中，除了不断承认自己的有限，更是需要打破自

己画出的界限。神学的多面向，反应出我们所敬拜、

信仰的上帝是多么的丰富。用我这小小小的脑袋怎么

有办法参透伟大奇妙的神呢？感谢神，扩张了我的视

野，也让我学习接受不同的想法与声音。盼望在将来

的牧会旅途中，我能够继续保持弹性，不局限神，也

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与我持不同立场的弟兄姊妹。

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这三年中，我参与一些服事。除了固定的校园清洁

和餐厅服事外，我有机会担任女舍舍长、自治会文书

同工、辅导小组小组长。老实说，服事真是麻烦：需

要花额外的时间、需要有灵活的头脑、需要对人的感

觉有敏感度。感谢神，从服事中，更多看见自己的不

足、有限，以及更加认清了自己缺乏

爱与忍耐呀……。不过，未来在教

会的服事中不就是如此吗？想要

被视为永生神上帝的仆人，不

先弯下腰来服事，

有谁要理我？盼

望主耶稣服事

人的形像，

能成为我

在服事中

最大的榜

样。

《感恩惜别聚会》

今年六月底将有三位师长、同工即将告别华神，学院

为表感激之忱，特别于6月13日上午11时举行感恩惜别

聚会，欢送周功和院长、王贵恒副院长及总务处查时

政主任，聚会由廖元威老师主领，并邀请董事长沈正

牧师为其祝福。求主祝福整个聚会，并赐福未来他们

的服事与生活，沛加力量给他们。

《毕业典礼暨院长交接典礼 6月21日举行》

端午节刚过，粽味香绕而不绝，华神42届毕业典礼暨

第七任院长就职典礼订于6月21日（周六）下午二时在

浸信会怀恩堂举行，共有教牧博士科两位、神学硕士

科七位、校本部七十一位及延伸部九十一位毕业、十

位结业（含香港但以理学院），邀请菲律宾圣经神学

院邵晨光院长担任讲员，讲题为：「作主的守望人」

（经文：结卅三1-11）。毕业典礼后，则进行新旧任

院长交接典礼，周功和院长于七月初返回北美，新任

院长则由蔡丽贞博士接任。有关毕业典礼暨院长交接

典礼详细报导，请见下期院讯。

《招生快报》

本院2014年国内招生已于5月23日截止，至截稿为止，

已超过百位考生报考。6月10日将公告国内准考名单与

考场，6月16日举行国内考生笔试，6月20日公告国内

口试名单、时间，6月24～25日则举行国内考生口试。

预计6月30日公告国内考生录取名单。敬请考生留意时

间，其他事项请上网站查询或电洽02-23659151分机

258曾姐妹。

《教牧博士科暑期课程》

教牧博士科暑期将 设四门课程，包括7月15～18日由

梁家麟院长教授的《华人教会的释经与讲道》、7月

22～25日的《生命危机与悲伤辅导》由陈尚仁院长、

卓良珍医师、吴庶琛老师、潘美惠牧师、钱玉芬老

师等教授、另一门《社会科学方法论》则由王贵恒老

师、钟丽英老师、陈志宏老师教授，最后，7月29日～

8月1日的《教会论再思》课程则分别由李建儒老师、

廖元威老师、夏忠坚牧师、杜明达牧师等人教授。

《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讲座
时    间：2014年6月16～17日（周一～二）

          早上9:00～下午17:00

地    点：中华福音神学院六楼礼堂

讲    员：◎Dr. Stephen Um

           （美国波士顿Citylife长老教会主任牧师

             ／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新约副教授）

           （英文信息，中文翻译）

          ◎康来昌牧师（台北信友堂）

内    容：讲道模式简介／文本与福音／

          救赎历史释经法／任何时候都阐释耶稣／

          应用•一路深入人心

报名方式：http://www.friendshiptaipei.com/event

联    络：02-2362-1395

主    办：Redeemer City to City Asia-Pacific

协    办：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

          堂、社团法人台湾爱无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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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for Takeoff
■道硕／张心怡

行在水面上在水面上

以神为乐的人生神为乐的人生
■道硕／陈慕天

■圣硕／李慧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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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还没结束，却要提笔写这篇临别感言，千言万

语，不知从何说起？呢喃低语，午夜梦回，与神面对

面，却是无声胜有声。始终感念母亲还未有我时，就

已将我献给天父，小六时单纯以信心响应神的呼召而

献身，然而在此之前，信心旅程已经 始，流浪寻觅

的过程，最终发现原来母亲传承给我的信仰是真的。

这位全能的创造救赎主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总在跌倒

时恩手扶持，总在背逆时不离不弃。父神公义，因此

管教;父神慈爱，永不断绝！

还记得当初向天父要求自赚学费，一周即得到响

应，接着又问要念哪里，很快又得到答案「华神」，

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还记得面谈时，问到将来道

路？不加思索回应：「神学教育！」三位老师的表情

令人难忘，裴帅甚至冒出一句：「你是不是都挑最困

难的做？」是这样吗？我思索着！一年级跟着 战斗

机全速前进的吴存仁老师学习希腊文，希腊文几乎占

据我绝大部份的时间，从有趣到痛苦，从信心满满到

几乎放弃，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感谢主！一年级顺

利结束。二年级硬着头皮、恐惧颤兢地经历双希，中

希报告之多、课业之重，无以言喻，还好希伯来文黄

老师满有恩典，然而，好景不常，二下希伯来文换了

新来的何老师。若说黄老师彰显了神的慈爱，那么何

老师就是彰显了神的公义，每周无止尽的考试作业，

将我推入痛苦的深渊，同时进入属灵的低潮期，虽然

未曾怀疑神的呼召，却觉得黑夜怎能如此漫长？常常

抱主痛哭之后，继续念书、服事、做该做的事，我没

有倚靠神吗？我倚靠神！我不够用功吗？我想是吧！

虽然这么说，可能会被同学们唾弃！但二上花在希伯

来文的时间的确严重不足，二下是收苦果的时候，要

补救过去的不足，同时进行新的课程，其他的科目照

样很重，只有咬紧牙关死皮赖脸地扒着主耶稣前进，

万万没想到二下的学期成绩竟然是目前为止最好的，

因为当时，紧紧抓住神，全心倚靠主！神所赐的恩

典，总是超过人所求所想！感谢神的怜悯，谢谢老师

们的恩慈。

感谢华神老师们的教导，无论是课堂上的指导，或

是课后的解惑，老师们学识和灵命的榜样，是小子钦

佩与学习的对象。谢谢三年来不同辅导老师的帮助和

建议，一年级严格中带有恩慈的叶老师，二上满有恩

典慈爱的王副院长，二下认真严格的何老师，三年

级是忙碌却尽力陪伴我们的周院长，虽然每位风格不

同，但都尽心帮助我们。感谢彼此扶持、打气、祷告

分享的同学们，感谢这一路陪伴的师长、同学、同工

们，就这样匆匆忙忙、充充实实地过了三年。毕业不

是结束，却是 始，预备进入下一段旅程。站在对

街仰望华神大楼，彷佛听见神对我说：「Cindy, Are 
you ready?」将视线从华神移向湛蓝的天空，回答说：

「Yes, my Lord! I’m ready for takeoff.」

记得三年前在面对人生的低谷、挣扎、挫折中，上帝带领我们一家来到了华神；全职的路曾经是年少轻狂的首选，却随着年纪、经历、挣扎而渐行渐远。从信仰的瓶颈、一颗批判和软弱的心，因着上帝的呼召来到华神，再一次被神好好地重整自己那看似坚强实际却脆弱的信心。能够单纯的享受学习中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但这三年，上帝赏赐给我们两个宝贝孩子，似乎没有让我们一家有太久这样的享受，反之是24小时不停息的家庭历练，每一个关卡都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渺小与骄傲，一方面死撑着靠着自己，一方面却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直到向神投降。孩子的诞生，一方面带给我们许多欢笑，但也让我们肩上扛起更大的责任和挑战，也逼着自己重新检视自己学习的动机，以及我究竟是在跟随什么？是跟随知识或跟随基督？回想起来，曾经好一段时间时常会在各方的压力下，很想放弃；狭窄的视野也常让自己忽视神所赐的礼物，忽略了祂为我们一家人量身订作的环境和预备我们能成为合用的器皿。从挣扎、抱怨和消极到渐渐在困境中信靠神、跟随祂、信靠祂，

甚至是单单相信祂是好神，每每试炼的来到都是挑战与学习。三年转眼就这样过去了，这些日子里许多老师、牧者、同学陪伴我走过低迷、消极的日子；老师、同学们的生命与心志常常是激励我继续往前的动力，也让我看见走十架的路是何等的有盼望。这三年是神给我的一份礼物，神给再次给我一个回应祂，祂的耐心等候、陪伴我慢慢的往前行，从低谷到再次充满感恩的能说：「无论环境如何，我愿以神为乐，单单以神为满足。」感谢上帝，感谢华神，感谢我的好同学、实习的教会、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妻子话晴，感谢我的两个宝贝孩子，这三年因着你们而精采无悔。

华神二年，彷佛经历与神同行在水面上的神

迹，没有一刻能倚靠自己。进入华神之前，我

已经在教会全职事奉七年，以为自己预备了一

颗井然有序的心进入神学院，可是进入学校，

许多冲击让我难以招架，必须紧紧抓住神才走

得下去。

我是一个乡下小孩，很不适应台北的生活，

同学们各个能言善道、能力又强，乡下小孩更

显得退缩。在学校里，总有庞大的压力罩顶，

甚至不敢自己去餐厅吃饭，每次从实习教会台

南返回台北，脚步总是格外的重。心中煎熬、

课业压力，若非紧抓住上帝的呼召，大概早已

打退堂鼓了。

在学校的日子很奇妙地如同倒吃甘蔗，同学

们互相鼓励扶持，虽然，事奉、课业两头烧，

但同学们绝不「藏私」，一年级的希腊文课，

总是有「希腊文强人」把习题解答提早传上

去，成为大家的「福音」，精准度比下载的

「官方解答」更高；也有同学擅长整理考试范

围的重点，再分享给全班。我这一生，从未有

过这么敞 的学习经验，没有人担心分享自己

的成果，别人会超越自己；只要同学身体微

恙，或是家人出事，就立刻发动严密的代祷网

络。生活中虽有重担，但永远不觉得自己是孤

单的。入学时的压力早已被喜乐取代，好同学

的陪伴让学习变得有趣，现在，乡下小孩要

毕业离 了，心中充满不舍。舍不得华神的师

长、同学，也舍不得叶哥煮的菜……。

短短二年的时间，许多事情改变了，奶

奶和大姑姑相继辞世，第一次去葬仪

社接洽、挑骨灰坛、安排告别式；

爸爸生病持续化疗中，而我自己在

二年级上学期，学期结束前三天，我的卵巢发

现肿瘤。医生说， 刀前不确定是良性或恶

性，当天住院、隔天 刀， 刀那天是我的生

日……。凡此种种，我对生命有更多的反思，

但又有一种确据──主与我同行在水面上。

如果我没有到华神，我还是可以继续在教会

事奉，生活也会有满足喜乐，但是，我却没

有机会 启自己的眼界，面对种种艰难和冲

击，好使我「再次认识神」和「面对自己的软

弱」，这两年对我来说好重要！我的所学所

闻、所经历的一                  切
，最宝贵的并非学

术知识的累积，                   而
是让我从新与自己

相遇，与神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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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字句叫人死》

88

书名《谁说字句叫人死》意涵迂回的趣味性与诡谲性，一方面纠

正传统错误的解释，即字面解经会扼杀生命，其实相反地，字面

解经是最优良合宜的解经。另一方面「字句是叫人死」所采负面

的表达，是师法马丁路德名言「饥饿是最佳的厨师」所带出

的震撼、吸睛果效，但不代表笔者对律法全然负面的评

价，因此再加上疑问的表述「谁说」，让读者不致太

轻率地否定律法的功能。

事实上律法在人类（包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仍扮

演正面与积极的角色，不但以保姆身份监管孩童，

也可制伏成年人心中的幽暗势力，同时促使人对

自己产生绝望，因而渴慕神的怜悯与救恩，最

终可引人到基督那里。

不过律法终究无法提供能力使人向善，「字

句是叫人死」的言外之意是指向正面的「精

意是叫人活」，律法是指向福音，也是本

书为释经学所设下的终极目标。「宣讲

福音」是今天福音派教会解经与讲

道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