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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屆畢業生即將步入工場，分別在不同的工場傳

揚福音、建立教會。以下是我對您們的期望與祝福。

一、堅守所信的道

若要果斷、溫柔、清楚地宣揚主的道，必須有無偽

之信，並清楚曉得所信的是什麼。在神學院學了千千

萬萬樣東西，若不清楚什麼是基要的福音，傳道就像

是打空氣，所講的很難感動自己，也很少感動別人。

什麼是基要的福音？就是：神救了我們，不是按我們

的行為，乃是因基督為我們死，也因我們信了神的應

許（例如約一12；三16等應許），成為神的兒女。

所謂不是按行為，就是，永生不是靠我們的任何行為

所賺取的（注1）。保羅問，亞伯拉罕憑肉體得了什

麼？（羅四1-2）答案是，什麼都沒得到。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著信（弗二8）。我們如同亞伯拉罕一樣，

因信被算為義、不算為有罪（羅四3-9）。原來是「不

敬虔的人」被算為義（羅四5）（注2），因為在神眼

中，連一個義人也沒有（羅三9-20；弗1-3）。耶穌

說，我們回轉像小孩，倚靠天父，否則不能進天國；

若是謙卑像小孩，在天國裡就算為大（太十八1-4）。

倚靠恩典就是回轉像小孩。耶穌與保羅是異曲同工；

用詞不同，但用意相同。

這基要的福音是十六世紀宗教改革所堅持的；是福

音派存在的原因。這恩惠之道能「建立你們，叫你們

與一切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二十32）。希望每

一位畢業生清楚了解並肯定這基要的福音，也因這真

理，心中充滿感謝，口中充滿讚美（弗一3，6，12，

14）。保羅說，這「因信稱義」的道，是聖靈能力的

來源（加三2-6）！追求聖靈的能力，必須從因信稱義

的真理著手。

反過來講，如果不清楚這基要的道理，您就是糊塗

的福音派的傳道人。您對「心被恩感」的了解，與福

音派傳統不一樣。其實，若是看不清楚十六世紀教改

的正確性，就沒有理由脫離天主教。或者您可以考慮

效法瑞典的 Ulf Ekman，回歸天主教。我不是鼓勵畢

業生轉入天主教。我這樣講，是要刺激大家認真地反

省自己的神學立場。

為什麼不能靠肉體（墮落的人性）或行為稱義？因

為人墮落得極深。這是另一項基要的真理，在下面第

二點討論。

二、深愛所信的主

有一個問題每一位傳道人需要能回答，就是，什麼

是靈命成長？這個問題可以有超過一個答案，其中之

一是：更愛主、更愛鄰舍。若是深深地愛主，就曉得

如何幫助別人更加愛主。當然，聖靈的工作很奇妙，

不怎麼愛主的傳道人，有時候卻帶出很愛主的弟兄

姊妹。不過，傳道人實在需要追求更加愛主。若是愛

主，會經歷大喜樂，就是那「說不出來，滿有榮光的

大喜樂」（彼前一8）。可是，如何才能更愛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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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所提供的答案是：多得恩免的人，更加愛主（路七

41-43）。保羅說，主為他死，因此他為主而活（加

二20）。他也說，在罪人中他是個罪魁，然而，他

蒙了憐憫（提前一15-16）。保羅之所以能三十年如

一日，在諸般困苦、急難、逼迫中，持續忠心愛主的

秘密就是在此。他看清楚自己是何等大的罪人，因此

無法不驚訝、希奇、感嘆主的憐憫，心裡產生無限的

感激，以致愛主超過一切。「多得恩免的人，更加愛

主」：這個靈命成長的原則，牽涉體會到自己的墮落

有多深。這個原則，與上面（第一點）所講，人墮落

得極深，不可能靠行為稱義，彼此呼應。無論是得救

或是成長，都牽涉墮落的教義。

要愛主更深，除了記念祂為我們死以外，還需要更

深地體會自己的墮落有多深。到底我們墮落有多深？

人心到底有多黑暗？筆者以天使的墮落做比較。天

使背叛神，結果性情變成神的相反（約八44）。人

類也背叛神，所以人的性情也變成與神的相反！保羅

說，在肉體（墮落的人性）裡沒有良善（羅七18）。

可是，非信徒明明彰顯不少良善。聖經所講的，錯

了嗎？改革宗神學強調人的全然墮落，所以必須對

這問題有所交代。改革宗神學的回應，是普遍恩惠

（common grace）（注3）的教義。普遍恩惠是神

賜給所有世人的恩惠。這恩惠保存世界，讓神的救贖

計劃能逐步實現，也攔阻人類的罪性，讓文明有所發

展。墮落後，人所有的良善來自普遍恩惠；得救後，

信徒的良善既是來自普遍恩惠，也來自救贖恩典。普

遍恩惠沒有救贖的功效。有一天，普遍恩惠會撤離

（注4）。那時，若是沒有悔改歸向神，人的性情會

顯得與魔鬼的相似，並會與魔鬼一起被扔在火湖裡

（啟二十15）（注5）。

末日未到，我們要憐憫眾人，甚至要愛仇敵，正

如天父賜陽光、雨水給所有抵擋祂的人（太五44-

48）。從基督復活到基督再來，是教會遵行與成就普

世宣教使命（大使命；太廿八18-20）的時期。回轉

像小孩，倚靠天父的人，既熱心愛主，也愛人如己。 

 今日許多神學思想不再強調人的墮落，也不相信

人心裡有恐怖的黑暗。難怪不少傳道人不懂得依賴恩

典，也不宣揚悔改的道。若是這樣，愛主的心就普遍

地冷淡了。希望這一屆畢業生看自己為「多得恩免」

的人。

三、確知所遇之終

保羅殉道前說：「…… 然而我不以為恥；因為知道

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

那日。」（提後一12）。保羅確知所遇之終；知道將

要得到公義的冠冕（提後四8）。他是得勝者。

1.靠恩典跑人生道路 

不要以為得救靠恩典，得勝則靠自己去拼。靈命若

要成長，事奉若是有果效，也要靠恩典。從開始到末

了，基督徒都是靠恩典。傳道人如何靠恩典？首先

是經常認罪，求主的寶血潔淨良心裡的污穢（約壹一

9；詩卅二；五十一）。除了維持潔淨的良心，每天

也要把所面對的挑戰與重擔，藉禱告、祈求與感謝，

告訴天父（腓四6-7）。無論是佈道、牧養、行政、

解經、提倡正義或與人和好，都要帶到施恩座前求。

天父雖然已知道，但您仍需要祈求，因禱告就是您轉

向倚靠神不靠自己的關鍵性行為。若是不禱告，肯定

是在靠自己。禱告完了，就要去面對。倚靠天父的

人，會經歷屬天的平安。倚靠恩典的傳道人，不容

易跌倒，能在考驗中得勝，得到神的稱許（雅二14-

24）。

2.守住所交託的善道

保羅吩咐提摩太：「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

模，要用在基督耶穌裡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裡面的聖

靈牢牢地守著。」（提後一13-14）如何守住當守的

道？保羅說要靠信心與愛心。這就表示不能單靠神

學知識（注6）。若是以為擁有客觀、自主的理性，

並以此為衡量真理的標準，肯定守不住真道。自以

為客觀、使用所謂嚴謹科學方法的人，其實是盲目

的，不僅不了解自己思想背後的預設，也不明白亞當

的墮落嚴重影響人的理性（參林前一18-31）。正確

的預設，乃是相信整本聖經是聖靈所默示、神所說的

話（提後三16-17）。不只是有信心，守住真道還需

要有愛心。若要有愛心，必須有正常的團契生活。若

與弟兄姊妹隔離，而自以為聰明，就不是有愛心。這

樣的人，無論學了多少神學，很難經歷聖靈的感動與

光照。沒有聖靈的感動，恐難守住真道。真道來自聖

經：神的話語。神的話語有至高的權威。主藉話語創

造天地與托住萬有（約一1-3；來一1-2）。神在西乃

山親自宣告的話，藉摩西、先知、使徒所寫下來的

話，都具有同樣的權威（彼後一20-21；三15-16）。

守住所交託的善道，包含堅持聖經底本的無誤（注

7）。若是放棄這教義，您的思想就不再是以神為

本，乃是以人為本。

華神第1~29屆校友退修會

時    間：10月5日下午2:00至10月6日下午4:00

地    點：新店碧潭美麗春天大飯店

報 名 費：1. 校友本人700元

                 2. 眷屬成人2,700元、兒童1,500元

※說   明：二天一夜食宿、活動場地費為每人

2,700元，學院補助校友本人每人

2,000元，限額50人（依網頁受理時

間序之前50名且於8/30以前完成繳費

者）。

繳交方式：

1.劃撥：帳號00163740

   戶名：中華福音神學院（請註明校友退修會）

2.現金：親自或委託洽林秘書2365-9151#305

   繳費截止日期：2014年8月30日

親愛的校友平安：
過去學院的教牧中心已舉辦晚近畢業的十屆（30~39屆）校友退修會，有美好的團契。今年我們大膽地邀請前面29屆的資深校友，趁著十月初、秋高氣爽，到風景優美的台北近郊與畢業多年的校友以及學院老師歡聚。未來幾年是華神的關鍵轉變期—新校舍的破土興建、舊校舍的整合使用、教育部新華神與汀州路舊華神的並存運作，加上學院人事的變動，我們衷心期待校友們蒞臨第三輪的校友退修會，透過輕鬆的對話互動，相信會激盪出許多精闢建言與思想火花。新任團隊將在新店碧潭恭候各位。

華神第七屆校友
蔡麗貞 敬邀 2014.5.14

但願每一位應屆畢業生，即或到了在世生命的盡

頭，能憑良心說：「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了，當跑

的路已經跑盡了，所信的道已經守住了。」（提後四

7）願每一位畢業生堅守所信的道，深愛所信的主，

確知所遇之終。

注釋：

1.得救以後必定有好行為（弗二10；林前六

9-11）。由聖靈重生的人有一顆新心，願意遵

行神的旨意（結卅六25-27；耶卅一31-34），

並且聖靈不停地在信徒心中工作，成就神的美

意（腓二13）。在末日審判時，信徒將被稱為

『行善』的人、『義人』、『智慧人』（約六

29；太廿五31-46；但十二3）。不過，因信稱

義（得救）卻不是基於行為。

2.這就是所謂的「司法性稱義」（ forensic 

justification）。筆者推薦John Murray 對「稱義」

 ,動詞的字義研究。參Murray（δικαιοω，קדצ）

Epistle to the Romans, vol. 1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9）, 336-62。 

3.普遍恩惠包含陽光雨水、四季循環不息、

農作物的收成、良心、罰惡的政權、等等。

參周功和，《榮耀光中活水泉》，（台北：

華 神 ，2002） ，21-30； 古 德 恩 （Wayne 

Grudem），《系統神學》，張麟至譯（E. 

Brunswick, N. J.：更新傳道會，2011），662-

72。

4.初步的撤離，是神的「任憑」（羅一24，

26，28）。

5.筆者的邏輯是：神是公義的；火湖是為魔

鬼預備的；人若是要受火湖的永刑，一定是因

為他的邪惡，類比魔鬼的邪惡。我用「類比」

不用「等同」，因為火湖的刑罰有輕重（路廿

47；啟廿12-13）。在末日，普遍恩惠全然撤

離，人本性的真相就會彰顯。

6.敬虔、篤信聖經的神學著作，大有幫助，

但還是不夠。

7.參筆者所編的《聖經真的沒錯嗎？聖經底

本無誤論的再思》（新北市：華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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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碩／程馨

能夠在華神受裝備，需要感謝的人太多了，就感謝

天吧～謝謝天父滿有恩典的慈愛，以及祂豐盛的憐

憫，使我能夠被揀選、成為服事祂的器皿。三年了，

有什麼東西是讓我可以從華神帶走的呢？

若非親嚐恩典滋味，怎知生命極其寶貴。

雖然沒有要和保羅搶罪魁的頭銜，但是在神面前，

我只能承認我是個墮落極深的罪人。然而感謝神，當

生命中的黑暗在人前掀開來時，看見的不是一雙雙定

罪的眼睛，而是一顆顆帶有憐憫的心。藉著自己被接

納，我更多思想主耶穌的赦免之恩。祂是多麼願意擁

抱罪人，祂的愛使人能夠勝過罪惡感、羞恥感。很感

謝每一位在我覺得我又失敗時鼓勵我；知道自己不完

全，卻能在神的恩典中再站立。盼望經歷恩典的我，

也能成為使人經歷恩典的牧者。

不要讓自己淹死在神學的淺灘中！

很喜歡在華神的課程，特別是神學類。同學從各大

宗派而來，神學論述五花八門，而老師會不斷激起同

學的思考，卻不給出所謂的「正確答案」。在這樣的

訓練中，除了不斷承認自己的有限，更是需要打破自

己畫出的界限。神學的多面向，反應出我們所敬拜、

信仰的上帝是多麼的豐富。用我這小小小的腦袋怎麼

有辦法參透偉大奇妙的神呢？感謝神，擴張了我的視

野，也讓我學習接受不同的想法與聲音。盼望在將來

的牧會旅途中，我能夠繼續保持彈性，不侷限神，也

帶著欣賞的眼光，看待與我持不同立場的弟兄姊妹。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這三年中，我參與一些服事。除了固定的校園清潔

和餐廳服事外，我有機會擔任女舍舍長、自治會文書

同工、輔導小組小組長。老實說，服事真是麻煩：需

要花額外的時間、需要有靈活的頭腦、需要對人的感

覺有敏感度。感謝神，從服事中，更多看見自己的不

足、有限，以及更加認清了自己缺乏

愛與忍耐呀……。不過，未來在教

會的服事中不就是如此嗎？想要

被視為永生神上帝的僕人，不

先彎下腰來服事，

有誰要理我？盼

望主耶穌服事

人的形像，

能成為我

在服事中

最大的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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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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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收入
七至四月

累積收入

七至四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57,652,330
1,658,000
1,213,380
7,981,000

68,504,710

-4,363,173
-8,815

208,906
-4,063,145

-8,226,227

新校區建設基金 四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260,300 206,079,913 -393,9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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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5,479,438
191,955

41,486
81,291

5,79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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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89,157
1,649,185
1,422,286
3,917,855

60,278,483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感恩惜別聚會》

今年六月底將有三位師長、同工即將告別華神，學院

為表感激之忱，特別於6月13日上午11時舉行感恩惜

別聚會，歡送周功和院長、王貴恆副院長及總務處查

時政主任，聚會由廖元威老師主領，並邀請董事長沈

正牧師為其祝福。求主祝福整個聚會，並賜福未來他

們的服事與生活，沛加力量給他們。

《畢業典禮暨院長交接典禮 6月21日舉行》

端午節剛過，粽味香繞而不絕，華神42屆畢業典禮暨

第七任院長就職典禮訂於6月21日（週六）下午二時

在浸信會懷恩堂舉行，共有教牧博士科兩位、神學碩

士科七位、校本部七十一位及延伸部九十一位畢業、

十位結業（含香港但以理學院），邀請菲律賓聖經神

學院邵晨光院長擔任講員，講題為：「作主的守望

人」（經文：結卅三1-11）。畢業典禮後，則進行新

舊任院長交接典禮，周功和院長於七月初返回北美，

新任院長則由蔡麗貞博士接任。有關畢業典禮暨院長

交接典禮詳細報導，請見下期院訊。

《招生快報》

本院2014年國內招生已於5月23日截止，至截稿為

止，已超過百位考生報考。6月10日將公告國內准考

名單與考場，6月16日舉行國內考生筆試，6月20日

公告國內口試名單、時間，6月24～25日則舉行國內

考生口試。預計6月30日公告國內考生錄取名單。敬

請考生留意時間，其他事項請上網站查詢或電洽02-

23659151分機258曾姐妹。

《教牧博士科暑期課程》

教牧博士科暑期將開設四門課程，包括7月15～18日

由梁家麟院長教授的《華人教會的釋經與講道》、7月

22～25日的《生命危機與悲傷輔導》由陳尚仁院長、

卓良珍醫師、吳庶琛老師、潘美惠牧師、錢玉芬老師

等教授、另一門《社會科學方法論》則由王貴恆老

師、鍾麗英老師、陳志宏老師教授，最後，7月29日～

8月1日的《教會論再思》課程則分別由李建儒老師、

廖元威老師、夏忠堅牧師、杜明達牧師等人教授。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講座

時    間：6月16～17日（週一～二）

                    早上9:00～下午17:00

地    點：中華福音神學院六樓禮堂

講    員：◎Dr. Stephen Um

                    （美國波士頓Citylife長老教會主任牧師

                           ／戈登康威爾神學院新約副教授）

                    （英文信息，中文翻譯）

                    ◎康來昌牧師（台北信友堂）

內    容：講道模式簡介／文本與福音／

                    救贖歷史釋經法／任何時候都闡釋耶穌／

                    應用•一路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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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    絡：02-2362-1395

主    辦：Redeemer City to City Asia-Pacific

協    辦：中華福音神學院、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

                    堂、社團法人台灣愛無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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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還沒結束，卻要提筆寫這篇臨別感言，千言萬

語，不知從何說起？呢喃低語，午夜夢迴，與神面對

面，卻是無聲勝有聲。始終感念母親還未有我時，就

已將我獻給天父，小六時單純以信心回應神的呼召而

獻身，然而在此之前，信心旅程已經開始，流浪尋覓

的過程，最終發現原來母親傳承給我的信仰是真的。

這位全能的創造救贖主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總在跌倒

時恩手扶持，總在背逆時不離不棄。父神公義，因此

管教；父神慈愛，永不斷絕！

還記得當初向天父要求自賺學費，一週即得到回

應，接著又問要念哪裡，很快又得到答案「華神」，

一切是那麼順理成章！還記得面談時，問到將來道

路？不加思索回應：「神學教育！」三位老師的表情

令人難忘，裴帥甚至冒出一句：「你是不是都挑最困

難的做？」是這樣嗎？我思索著！一年級跟著開戰鬥

機全速前進的吳存仁老師學習希臘文，希臘文幾乎佔

據我絕大部份的時間，從有趣到痛苦，從信心滿滿到

幾乎放棄，就在快要絕望的時候，感謝主！一年級順

利結束。二年級硬著頭皮、恐懼顫兢地經歷雙希，中

希報告之多、課業之重，無以言喻，還好希伯來文黃

老師滿有恩典，然而，好景不常，二下希伯來文換了

新來的何老師。若說黃老師彰顯了神的慈愛，那麼何

老師就是彰顯了神的公義，每週無止盡的考試作業，

將我推入痛苦的深淵，同時進入屬靈的低潮期，雖然

未曾懷疑神的呼召，卻覺得黑夜怎能如此漫長？常常

抱主痛哭之後，繼續唸書、服事、做該做的事，我沒

有倚靠神嗎？我倚靠神！我不夠用功嗎？我想是吧！

雖然這麼說，可能會被同學們唾棄！但二上花在希伯

來文的時間的確嚴重不足，二下是收苦果的時候，要

補救過去的不足，同時進行新的課程，其他的科目照

樣很重，只有咬緊牙關死皮賴臉地扒著主耶穌前進，

萬萬沒想到二下的學期成績竟然是目前為止最好的，

因為當時，緊緊抓住神，全心倚靠主！神所賜的恩

典，總是超過人所求所想！感謝神的憐憫，謝謝老師

們的恩慈。

感謝華神老師們的教導，無論是課堂上的指導，或

是課後的解惑，老師們學識和靈命的榜樣，是小子欽

佩與學習的對象。謝謝三年來不同輔導老師的幫助和

建議，一年級嚴格中帶有恩慈的葉老師，二上滿有恩

典慈愛的王副院長，二下認真嚴格的何老師，三年

級是忙碌卻盡力陪伴我們的周院長，雖然每位風格不

同，但都盡心幫助我們。感謝彼此扶持、打氣、禱告

分享的同學們，感謝這一路陪伴的師長、同學、同工

們，就這樣匆匆忙忙、充充實實地過了三年。畢業不

是結束，卻是開始，預備進入下一段旅程。站在對街

仰望華神大樓，彷彿聽見神對我說：「Cindy, Are you 

ready?」將視線從華神移向湛藍的天空，回答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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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Takeoff
■道碩／張心怡

華神二年，彷彿經歷與神同行在水面上的神

蹟，沒有一刻能倚靠自己。進入華神之前，我

已經在教會全職事奉七年，以為自己預備了一

顆井然有序的心進入神學院，可是進入學校，

許多衝擊讓我難以招架，必須緊緊抓住神才走

得下去。

我是一個鄉下小孩，很不適應台北的生活，

同學們各個能言善道、能力又強，鄉下小孩更

顯得退縮。在學校裡，總有龐大的壓力罩頂，

甚至不敢自己去餐廳吃飯，每次從實習教會台

南返回台北，腳步總是格外的重。心中煎熬、

課業壓力，若非緊抓住上帝的呼召，大概早已

打退堂鼓了。

行在水面上

在學校的日子很奇妙地如同倒吃甘蔗，同學

們互相鼓勵扶持，雖然，事奉、課業兩頭燒，

但同學們絕不「藏私」，一年級的希臘文課，

總是有「希臘文強人」把習題解答提早傳上

去，成為大家的「福音」，精準度比下載的

「官方解答」更高；也有同學擅長整理考試範

圍的重點，再分享給全班。我這一生，從未有

過這麼敞開的學習經驗，沒有人擔心分享自己

的成果，別人會超越自己；只要同學身體微

恙，或是家人出事，就立刻發動嚴密的代禱網

絡。生活中雖有重擔，但永遠不覺得自己是孤

單的。入學時的壓力早已被喜樂取代，好同學

的陪伴讓學習變得有趣，現在，鄉下小孩要

畢業離開了，心中充滿不捨。捨不得華神的師

長、同學，也捨不得葉哥煮的菜……。

短短二年的時間，許多事情改變了，奶

奶和大姑姑相繼辭世，第一次去葬儀

社接洽、挑骨灰罈、安排告別式；

爸爸生病持續化療中，而我自己在

記得三年前在面對人生的低谷、掙扎、挫折中，上帝帶領我們一家來到了華神；全職的路曾經是年少輕狂的首選，卻隨著年紀、經歷、掙扎而漸行漸遠。從信仰的瓶頸、一顆批判和軟弱的心，因著上帝的呼召來到華神，再一次被神好好地重整自己那看似堅強實際卻脆弱的信心。能夠單純的享受學習中是一種極大的幸福，但這三年，上帝賞賜給我們兩個寶貝孩子，似乎沒有讓我們一家有太久這樣的享受，反之是24小時不停息的家庭歷練，每一個關卡都讓自己看見自己的渺小與驕傲，一方面死撐著靠著自己，一方面卻不願意降服在神的面前直到向神投降。孩子的誕生，一方面帶給我們許多歡笑，但也讓我們肩上扛起更大的責任和挑戰，也逼著自己重新檢視自己學習的動機，以及我究竟是在跟隨什麼？是跟隨知識或跟隨基督？回想起來，曾經好一段時間時常會在各方的壓力下，很想放棄；狹窄的視野也常讓自己忽視神所賜的禮物，忽略了祂為我們一家人量身訂作的環境和預備我們能成為合用的器皿。從掙扎、抱怨和消極到漸漸在困境中信靠神、跟隨祂、

以神為樂的人生

信靠祂，甚至是單單相信祂是好神，每每試煉的來到都是挑戰與學習。三年轉眼就這樣過去了，這些日子裡許多老師、牧者、同學陪伴我走過低迷、消極的日子；老師、同學們的生命與心志常常是激勵我繼續往前的動力，也讓我看見走十架的路是何等的有盼望。這三年是神給我的一份禮物，神給再次給我一個回應祂，祂的耐心等候、陪伴我慢慢的往前行，從低谷到再次充滿感恩的能說：「無論環境如何，我願以神為樂，單單以神為滿足。」感謝上帝，感謝華神，感謝我的好同學、實習的教會、感謝支持我的朋友們、感謝我的妻子話晴，感謝我的兩個寶貝孩子，這三年因著你們而精采無悔。

二年級上學期，學期結束前三天，我的卵巢發現

腫瘤。醫生說，開刀前不確定是良性或惡性，當

天住院、隔天開刀，開刀那天是我的生日……。

凡此種種，我對生命有更多的反思，但又有一種

確據──主與我同行在水面上。

如果我沒有到華神，我還是可以繼續在教會

事奉，生活也會有滿足喜樂，但是，我卻沒有機

會開啟自己的眼界，面對種種艱難和衝擊，好使

我「再次認識神」和「面對自己的軟弱」，這兩

年對我來說好重要！我的所學所聞、所經歷的一

切，最寶貴的並非             學術知識的累積，而

是讓我從新與自                    己相遇，與神相遇。

■道碩／陳慕天

■聖碩／李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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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誰說字句叫人死》意涵迂迴的趣味性與詭譎性，一方面糾

正傳統錯誤的解釋，即字面解經會扼殺生命，其實相反地，字面

解經是最優良合宜的解經。另一方面「字句是叫人死」所採負面

的表達，是師法馬丁路德名言「飢餓是最佳的廚師」所帶出

的震撼、吸睛果效，但不代表筆者對律法全然負面的評

價，因此再加上疑問的表述「誰說」，讓讀者不致太

輕率地否定律法的功能。

事實上律法在人類（包括基督徒）成長的過程中仍扮

演正面與積極的角色，不但以保姆身份監管孩童，

也可制伏成年人心中的幽暗勢力，同時促使人對

自己產生絕望，因而渴慕神的憐憫與救恩，最

終可引人到基督那裡。

不過律法終究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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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為釋經學所設下的終極目標。「宣講

福音」是今天福音派教會解經與講

道的目標。

作者：蔡麗貞

出版社：校園

出版時間：2014 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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