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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六十位台湾民歌手集体录制了一首歌〈明

天会更好〉，这是全球华语流行乐坛史上 成功的公

益单曲，由罗大佑作曲， 张大春等共同作词，专辑于

1985年底出版。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为呼应世界和平

年的主题，并记念台湾光复四十周年。邀集的华人歌

手跨越不同地域、唱片公司，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

售出的盈余捐给消基会作为公益之用。当时台湾唱片

市场的盗版问题严重，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颇大，

故「反盗版」也成为参与歌手强调的主题。

六十位乐坛巨星合唱的空前创举，加上朗朗上口的

旋律，使这首歌大受欢迎。由蔡琴 唱第一句：「轻

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余天接续

第二句，有的歌词较长，有时两位或多位合唱，每位

歌手的音域音质各异，甄妮的磅礡共鸣袅袅上飘，费

玉清的柔音唱腔婉转悠扬， 但是合唱部分却和谐融

洽，合作无间的展现出欢乐洋溢，我非常羡慕这般的

团队演出。日后仍有人尝试重录，但是无论音质或人

数都远远无法与当年的盛况相比。

十七年前曾在院讯（1997年十二月）登载短文〈平

起平坐师生情〉，介绍当时的教师阵容，由于行文轻

松，引起广大回响，香港中神周永健院长还将那篇文

章贴在布告栏供其师生赏读。这些年间有半数老师退

休或离职，由衷地感谢历届院长与师长无私的付出。

且让我重作冯妇，再度介绍华神圣乐大师的阵容，让

新生代的老师登上舞台演出他们这一轮的戏码。

周学信老师是点子大王，满腹创意的构想， 新课

的频率 高，屡屡挑战自己的极限， 新的课程是

「公共神学」，他是神硕科神学组 抢手的指导教

授。浑身反骨，批判嗜好从年轻到壮年未尝稍减，期

待将来也有人解剖分析他。吴献章老师是华人教会

受欢迎的讲员之一，是学院事工的火车头，让其他同

仁焚膏继晷地追赶，却能用福音神学来牧养学生，是

我的同道战伴。其经营多年的教牧博士科蒸蒸日上，

提供众多牧会的校友终身学习的管道。魏启源老师对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具有精湛的研究与纯熟的教学经

验。他的听力奇佳，可以听闻楼上宿舍手机的震动

声，是华神禁绝噪音 有效率的纠察队长。廖元威老

师是马丁路德与倪柝声的专家，是其博士研究题目，

至于这两位历史人物如何拼凑在一块，我仍在思索。

他的英文口译与古典吉他具有国际水平。

蔡珍莉老师是华神 有妈妈味道的教育与辅导专

家，她的业务是管理学生， 近又拓展「由交友进入

婚姻三步法」的推广，深得学生欢迎。她与吴存仁老

师是华神的神仙眷侣，本身就是三步法的 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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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华神 快乐的伉俪，经常未见其人先闻笑声。吴

老师的专长是两约之间的关系，即将接任教牧中心，

夫妻同心服务校友。胡维华老师是当红炸子鸡，是闪

族语言与中东考古专家，他的课堂总是爆满，拥有一

群年轻学子粉丝。胡子外型冷酷率性，但是常默默地

照顾校友、提拔后进，是典型刀子嘴豆腐心的老师。

李建儒老师的讲台魅力无远弗届，是唐崇荣牧师的得

意门生，喜欢使用哲学思辩并创造新语词，如「淹死

在神学浅滩上」，其隽语是同学讲道引用率 高者。

李老师也是华神的信息库，教会界各道消息他都灵

通。

何世莉老师是 甜美也是目前身价 高的单身贵

族，但是上学期当掉几位同学的希伯来文，成为接

续周学信老师志业的「杀手何」。甜美与严格如何兼

容并蓄，让人眼炫纷缤。曾劭恺是 年轻的老师，牛

津大学的新登科博士，研究题目是「巴特的堕落拣选

论」。弹得一手好钢琴，同时是跆拳道黑带一段，绝

对是一位刚柔并济的人物。周学信老师若要与他谈论

巴特， 好戴上钢盔或护胸。

还有几位培育的师资正在国外进修，多位兼任老师

如宣教课程的陈毓华老师（白德理师母），感谢他们

长年协助学院。

每位老师各有优缺点，团队的好处就是可以彼此守

望，互相支持。我个人衷心希望老师同工各按恩赐与

特质摆对位置，以致每位都有机会独唱专属个人的歌

词，而一旦分部合音或全体合唱时，都能相互共鸣，

高山流水，喜乐而热情地服事主与众教会。能够与这

群精彩的老师团队共事，深感荣幸。

想到自己过去逃避行政，不喜欢 会，害怕应酬，

如今被上帝召来服务老师团队，深觉是报应。所幸人

生已经进入欣赏爵士乐的阶段，心情上倾向随遇而安

的即兴演出。此次承担重责 大的收获是与神更紧密

地连结，并且因女人执政赚得不少同情票，许多牧长

与校友都表达为我祷告的负担。一位毕业多年的宣教

士校友来信说：「打从知道您要当院长，我开始自动

主动为华神祷告了；应该不是对您信心不足，而是脐

带重新联结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请继续为华神老师团队祷告。失

去主的同在，这个团队是败兵残将；有主的帅领，我

们可以在基督里夸胜。

释经学与教会历史是笔者在神学院 频繁讲

授的两门科目，教会历史在二〇〇四年已经出

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本书却延宕十年才

脱稿，诚然也就多累积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心

得。书中第九章几乎是笔者道学硕士的论文成

果，当年是相当新颖的方法论，经过三十年的

教牧检验，进而又补充与更新一些论点，暮然

回首，本书竟也耗尽笔者半生的岁月。或说，

本书的出版释放了笔者心中多年的负担，神学

教育的职志至此没有太大遗憾。

这两本书的成书过程颇为相似，都是先有录

像的文字稿，再加以修订与补充，因此两本书

都仍保留相当口语化的教学精神，也是笔者努

力保持平民化风格的初衷，希望讲坛能平易近

人，神学能亲近普罗大众。许多内地的肢体因

观看释经学录像而认识笔者，期待这本迟来的

书籍能添补录像教学的缺陷，同时也提升观

众诠释圣经的严谨态度，正如笔者由口语

教学进入文字落笔，有许多需要加以

考证并研究的课题，增加不少附注，

以示文责，过程颇为耗时与艰辛，却

因此得着更多磨练且进步的机会。

如何表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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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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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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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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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于如何表述「福音」是宣讲者一生的操练，笔者没有标

准答案，谨以自己教学与讲道的经验，提供较广义的示

范。福音是提供恩典的宣讲，神永远愿意给人契机与出

路。恩典就是放弃以人的表现来换取神的肯定，承认人

软弱且会犯错，转而信赖与投靠主。笔者喜欢用简单的

表述：律法是前功尽弃；福音是既往不咎。

「字句」与「精意」、「律法」与「福音」其实是

一体的两面，这是路德的激烈公式，也是路德宗信经

的模式：定罪与称义彼此相连，症状与药方、诊断与

治疗乃互相对应。墨兰顿的《奥斯堡信经辩护论》第

二条（Apology II）说：「认知原罪是必要的，除

非我们认识自己的过犯，否则就不能知道基督恩典的

浩大」。因此，缩小罪的严重性，就是缩小神在基督

里的救恩。勇敢承认自己是罪人，始能轻松地享受神

的赦罪之恩。正如路德提醒信徒「记着你已经受洗」

的事实，因此信徒可以勇敢地向撒但宣告：「不要控

告我，我已经受洗，我是蒙赦的人；不要试探我，我

已经受洗，我是属主的人。」受洗就是一种关系的连

结，也是福音的另一种呈现，多么后现代的解读啊！

典范转移

教会历史是一部教会的释经史；释经学则是教会在

历史中解释圣经所累积的经验与共识。书名副标题

「从释经史看典范的转移」是本书的结构，以解经原

则为横坐标的经，以教会历史的解经走向为纵坐标的

纬。基督教传统的释经原则是确定「作者的原意」，

即所谓的字面解经。后现代诠释学提出「作者已死」

的口号，认为「读者才是老大」！任何经文都有可能

有多重意义。双方经过一番厮杀与角力，福音派学者

再度提出「文本更大」的理念，经文的意思必须内置

于经文中，文本的目的是在寻找模范、负责任的读

者，亦即读者是受文本的规范，文本有其自主性。圣

经的人间作者虽然缺席，但是文本还在替作者发声。

作者、读者以及文本的语境（上下文脉）成为不可或

缺的铁三角，让读经成为更立体且生动有趣的活动。

本书设定的读者是教会中学习或教导解经的

主内人士，不适用一般大学宗教研究所以哲学

导向的后现代诠释学。笔者认定的教会传统解

经原则是确定作者意图表达的意思，不过若文本

提供足够的挥洒空间，笔者仍会大胆地尝试挣脱传

统的束缚，让自己（读者）也成为确定文本意义的积

极参与者。此时，释经与神学之间的互动、制衡关

系，会使文本阅读成为更有趣的活动。

大音希声

字面解经讲求自然、平实、直接与单纯的意思。笔

者服膺中世纪神学家俄坎（William of Ockham）的

「剃刀原理」（Razor Theory），这是解释的节约原

则：「如果能用少数的原则解释，就不应该用复杂、

深奥的方式来解释，免得浪费时间。」此原则不但对

科学极有建树，对基督教诠释学与神学也颇具冲击。

太精致而细微的释经或神学理论，常戕害教会体质

。不好的理论所惹出的麻烦，比解决的问题更甚，额

外频添许多的解释去解决麻烦，结果让人听得一

头雾水、眼花撩乱。这种简约理论与中国传统思

想不谋而合，所谓「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礼

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

从初代教会的安提阿学派到宗教改革，字面解经

棋逢对手与灵意解经的纠葛、缠磨，优良典范数度败

阵且易手，两千年的教会释经在跌跌撞撞中，学习许

多宝贵功课，至终圣灵（作者）再将教会（读者）带

回单纯的经文（文本）解释。在逆境与混乱中，教会

仍旧出现几位中流砥柱的大师，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

虽然不是 佳解经典范，却是本书两位举足轻重的人

物，引发究竟是神学影响释经或释经引导神学的议

题，十分有趣。近代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

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使教会的释经学格局不断

扩大且加深，造成近代释经书籍呈现百家争鸣的

盛况，笔者与读者何等荣幸能恭逢盛世，拥有如

此丰硕资源，期待华人的解经与讲道终能赶上西

方教会，既严谨又具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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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华老师

图片来源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Cyrus_Cylinder

主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进耶路撒冷城，

犹大国被灭，社会菁英被掳，以色列历史进入了黑暗

时期。这段时间以色列人的痛苦，可在诗篇137篇中略

窥一二。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盘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巴比伦人残暴的屠杀，充斥在那一代犹大人的脑

海。不过，更令人气结的是，原来不是对手的以东也

趁火打劫，伺机羞辱一番。犹大这般悲惨的命运一直

要到主前539年波斯王塞鲁士下诏时，才有所改变。圣

经如此描述：

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

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

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　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

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

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殿（只有他是　神）。愿　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

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

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　神的殿甘心献上礼

物』」（以斯拉记一1-4）。

当时犹大亡国已近五十年，没有流亡政府、游击

队、志愿军，要返乡重建真是谈何容易。他们万万

没想到，塞鲁士王竟然成全了他们的愿望，究竟是什

么原因，促使他下这样的命令，实在是引人入胜的课

题。

从经文本身来看，塞鲁士对耶和华的敬畏，是个可

能的答案。他不但打败巴比伦，得了天下，也谦卑地

把这成就归功于耶和华的作为。此外，他得启示要在

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显然蒙神特别眷顾。的确，将这

位伟大的君王视为敬虔的信徒，不论是犹太传统或是

教会历史，都有长久的渊源。

然而，这一立场也受到许多的挑战。十九世纪哥廷

根大学的东方语言学暨圣经教授Bertheau就主张，真

实的历史不可能有敬虔的塞鲁士存在。近代的学者如

Grabbe等人甚至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塞鲁士的诏书，

相关的记叙是圣经作者「创作的历史」。

重新检视考古学上的发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

问题有新的思考。

主后 1 8 7 9年知名的考古学家

Hormuzd Rassam在巴比伦发现一

个泥制圆筒，长22.5公分， 宽处

直径约为10公分（见图）。这圆

筒，今日普遍称之为塞鲁士圆筒

（Cyrus Cylinder），是以塞鲁士

王的名义用

古代阿卡德

语楔形文字

所刻成，年

代应在主前

539-530年
之间，现存

于大英博物

馆。

塞鲁士圆筒的文字共45行，虽有部分破损不全，不

过，这没有造成解读上的困难。碑文一 始直指塞鲁

士所推翻的那波尼德（Nabonidus）不配统治巴比伦

（第1-3行），原因无他，那波尼德在敬拜马尔杜克

（Marduk）的事上恶行连连。他不但献亵渎的祭，又

阻止例行性的供奉，并将极重的劳役加在马尔杜克的

百姓身上（第4-8行）。马尔杜克因而大怒，弃巴比

伦而去，那波尼德则将其他神明掳到巴比伦（第9-10
行）。之后，马尔杜克在各地寻找能依其心意公正治

国的人才，塞鲁士雀屏中选，并在马尔杜克相助之下

打败玛代等各族势力（第10-14行）。塞鲁士受马尔杜

克之命进攻巴比伦，结果是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城，

因为百姓列队欢迎（第15-19行）。文本从此处 始

改以第一人称自述，先是塞鲁士自己的家世（第20-22
行），接着论到他的军队如何和平地进城，没有造成

任何破坏或骚扰。攻城之后，塞鲁士每日尊荣马尔杜

克（第22-24行），又矢志维护巴比伦的平安，这从他

免去百姓的劳役，可见一斑（第24-26行）。因此，马

尔杜克赐福给塞鲁士一家及军队（第26-30行）。紧接

着，塞鲁士允许数个被掳的神像，回到各自原来受供

奉之处，也允许事奉这些神明的人民归回，其中包括

那波尼德掳走的神像（第30-34行）。这些被允许归回

的神明则被要求每日向马尔杜克提说，好使塞鲁士及

其子蒙福（第34-36行）。碑文 后提到塞鲁士在巴比

伦城的建设（第36-43行），以及他发现了亚述巴尼帕

的碑文（第43-45行）。圆筒可辨识的部分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文字没有保留下来，但据猜测极可能是论述

塞鲁士如何重视这古代的碑文，或者将自己

的题词与亚述巴尼帕的碑文并排呈献在此神

庙。

其实，古近东的统治者，很早就有为神庙

或宫殿等重要的建筑题写皇家献词的习惯。

在苏美王朝的时代，拉格什（Lagash）的统

治者古地亚（Gudea，主前2144－2124年在

位）为该城之神宁格尔苏（Ningirsu, 又名

Ninurta）所建的神庙，就有类似的碑文。在

新巴比伦帝国诸王中， 为知名的是尼布甲

尼撒，他为马尔杜克神庙所刻的文字，洋洋洒洒有

六百行之多。主前540年左右，那波尼德在吾珥重建阶

梯方塔时所提的献词也用了好几个圆筒才刻写完毕。

这两份文献主要的内容都在吹捧王的丰功伟业。从苏

美到古巴比伦，经历亚述到新巴比伦，再到波斯，历

代沿袭的风俗难免有些细微的改变，大利乌一世于主

前490年为苏萨城（Susa，即圣经中的「书珊」）的

王宫所提的献词，就有别出心裁之处。在语言上，它

使用三种文字并列，而其内容，除了描写王的伟大之

外，对于各个民族所选之工匠杰出的才艺，也特别赞

扬了一番。

除了内容之外，摆放的地点也有差异。这些刻着皇

家献词的石头、泥砖，有的成为墙面的一部分，可供

大众浏览，成为皇家的政治宣传；有的则是文字面朝

墙内，也有的置放于墙的底部，成为地基的一部分，

这一类被视为有宗教上的功能或意义，应是不言自

明。当然，这些献词有可能不止一份，另有用其它形

式保存于皇家的档案中。

值得一提的是，玛代、波斯原来并无这种风俗。然

而，塞鲁士在攻进巴比伦之后，很快地入境随俗。在

吾珥出土的一个圆筒，虽破碎不全，但仅存的部分

有极为类似的内容，见证塞鲁士将神庙题献给辛南那

（Sin Nannar，月神辛的另一名号）。另一份题词，

刻在二块砖上，是塞鲁士为伊斯达（Ishtar）在乌鲁克

（Uruk）的神庙所作。

由此看来，我们若以为塞鲁士下令使犹太人归回，

允许圣殿在耶路撒冷重建（拉一1-4）是因他的归信或

敬虔，显然是大错特错。塞鲁士之所以顺应这风俗，

甚至是乐此不疲，极可能是因为这些献词对于他统治

的正当性有极大的帮助。这些题词宣扬：君王成功的

事实证明了神明的拣选；而君王敬虔的表现则为神明

持续施恩带来保证。因此，塞鲁士虽是外来的君王，

人民没有理由不效忠拥护。神明的行动与启示都已经

显明，百姓应该遵行。

这样的理解也帮助我们明白塞鲁士圆筒的一个细

节。不过，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份文献，我们得先来一

趟历史巡航。

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主前705-681年在

位）于主前689年攻破巴比伦。在战乱中，守护神

马尔杜克的神像究竟是被掳走，还是被破坏不得而

知，但巴比伦遭受空前的浩劫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

城 后被完全废弃、无人居住。即位的艾萨克哈顿

（Esarhaddon，主前681-669年在位）原打算要重建巴

比伦，不过，他除了刻印了许多献词之外，没有实际

的作为。巴比伦的重建要等到亚述巴尼帕即位之后才

真正 始。对缅怀巴比伦光荣历史的bp61民而言，亚

述巴尼帕是和平的使者，英明的君王。

到了新巴比伦帝国，特立独行的那波尼德贬抑众神

（包括马尔杜克），独尊月神，在哈兰进行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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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欢送周功和院长、王贵恒副院长及总务处查时政主

任所举办的感恩惜别会于6月13日上午十一时举行。聚会

由廖元威老师主持，在歌声中揭 序幕。

首先，学生代表林志刚同学发表感言，感谢查主任与

师母对同学们无微不至关心与付出，查主任随后亦发表

温馨感言，在赠礼、献花后，行政同工群献诗「永远的

膀臂」；接下来，徐四浪主任、蔡珍莉老师亦分别代表

学院感谢永远的「王哥」王副院长，王副院长细述十年

来在华神的见证，如今离 ，前往欧华神学院是完成当

年对神立下的心愿。学生诗班以「宁愿有耶稣」作为响

应。

蔡丽贞老师从作神学生 始，便与周院长情谊深厚，

自诩为周院长嫡传弟子，一 口介绍，会众莫不掌声应

和。加上黄秀红同学口述更是相得益彰，董事会沈正牧

师亦代表董事会感谢查主任，王副院长、周功和院长，

其言简意赅的结语让整场聚会进入高潮。 后，由周院

长发表临别感言，阶段性的任务已达成，之后将返回费

城，尽为人子的孝道。三进三出华神，都是神引导，将

不可能变为可能，让人听来啧啧称奇。

华神有史以来，从未同时送别三位主管。感谢周功和

院长、王副院长、查主任在华神忠心的服事，也帮助华

神承接神之托付，愿上帝引领他们，未来在各处继续为

主发光，让人得福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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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重建月神的神庙。原来巴比伦城所独有的特

权，也都转移至哈兰或其他敬拜月神的地方，以致巴

比伦城民怨沸腾。在这背景下，当敌军大队人马进逼

巴比伦，城中的居民不但没有起身抗敌，反而是大

城门迎接，而当时带兵进攻的巴比伦的，不是别人，

正是塞鲁士。

这应是塞鲁士在圆筒结尾处特别提及亚述巴尼帕的

原因。塞鲁士显然是要强调亚述巴尼帕是他的榜样，

借着唤起巴比伦人对亚述巴尼帕的怀念，而接纳他

的政权，信任他的统治。塞鲁士会是另一个亚述巴尼

帕，带给巴比伦人真正的平安与繁荣。

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使我们注意到圆筒富有深意的细

节，另一方面也驱使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思考原来的问

题，到底塞鲁士为何下令使犹太人归回。此处巴比

伦的模式似乎也很难直接套用在犹大。巴比伦帝国国

都的政治地位，实质的军事、经济势力，对塞鲁士

来说，有不能失去的压力，他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来争

取。反观那已经亡国50年，残破不堪的耶路撒冷，实

在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究竟什么因素使得塞鲁士允

准犹大人重建圣殿，归回本乡呢？

学者Mary-Joan Leith认为犹大人的信任与忠诚之所

以重要，是因为塞鲁士要在迦南地培植一个抵挡埃及

势力的前哨站。的确，自古以来，埃及一直对迦南虎

视眈眈，如何有效防堵埃及的北进是塞鲁士重要的

政治课题。不过，这一想法似乎高估了犹大的能耐。

在约西亚王励精图治、全国一心之时（主前640-609
年），犹大尚且不是埃及的对手，何况是国破家亡之

后！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或者有人会说，此时已是塞鲁士的天下，塞鲁士所

筹划的，已经不是犹大以一己之力去力抗雄狮，约但

河东、河西的势力可以连结。有了波斯中央做为后

盾，犹大有可能在防堵埃及一事上扮演关键的角色。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以斯拉记中的记述，就会明白

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当犹大人归回，在耶路撒

冷要重建圣殿时，反对声浪 大的正是约但河西的

人（拉四1-4）。河西省的反对并非昙花一现。多年

之后，他们甚至上本控告犹大人建殿，强调耶路撒冷

自古以来是反叛恶劣的城（四12、15），一旦圣殿建

造完毕，王就别指望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了（四

13）。

如果塞鲁士考虑的重点是在笼络民心以抵抗埃及势

力，那允许犹大归回建殿显然是个完全失败的政策，

因为建殿带来的紧张，使得他们一致团结对外的理想

变成天方夜谭。塞鲁士既有那波尼德为了得哈兰却失

去巴比伦的先例，会如此地重蹈覆辙，实在难以想

象。

若这个推论正确，那我们岂不是又回到原点，对塞

鲁士为何让犹大归回一事，毫无头绪？也许塞鲁士圆

筒的另一个细节，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在圆筒的第

30-34行提到，塞鲁士允许被带离本乡的神像，回到

原来各自受供奉之处，也允许事奉这些神明的人民归

回。这些地区包括尼尼微、亚述、苏萨、阿卡得、

伊施嫩纳（Eshnunna）、赞班（Zamban）、美图努

（Meturnu）、德（Der）、古提（Gutium）。这些城

镇，大小不一，重要性亦有极大的差异。显然，他们

在军事或政治上的地位并非塞鲁士考虑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所有被那波尼德掳走的神像都被允许归回。

换言之，圆筒的献词描绘的是一个不以政治利益挂

帅，在宗教事务上正直、谦卑的塞鲁士君王。

如此看来，也许塞鲁士仅仅是为了形象公关，而下

令允许犹大归回。然而，王的政治谋算，不论大小，

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正如箴言所说：「王的心在耶

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廿一1）。神藉

先知所说百姓将归回的话就应验了，难怪，犹大百姓

高唱：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

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诗126篇）！

参考数据：

John Gelder, “Building Project Documentat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 Forum 5(2002).

Amél ie  Kuhr t,  “ The Cyrus Cyl inder and 
Achaemenid Imperial Policy,” JSOT25(1983): 
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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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及扩校的后续工作包括完成立案手续、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等。

第一期建筑经费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55,722,254
1,736,685
1,680,350
4,333,026

63,472,315

《学院人事异动》
华神人事异动如下：新任院长蔡丽贞老师自7月1日

起上任。自8月1日起各处室主管为：副院长龙台平弟

兄、教务长（原教务部）胡维华老师、推广教育长

（原延伸部）廖元威老师、神学硕士科主任周学信老

师、信仰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儒老师、教牧中心

主任吴存仁老师、宣教中心主任王瑞珍老师、研究发

展长（原研发部）吴献章老师兼教牧博士科主任、学

生事务长（原牧育部）蔡珍莉老师、徐四浪传道转任

学生事务处辅导主任。因周学信老师下学年安息年，

神硕科主任一职由教务长胡维华老师代理。曾劭恺老

师自8月1日起 始任职系统神学助理教授，吴存仁老

师经审核通过，升等为新约副教授。

行政同工部分，新任院长室兼教牧博士科秘书彭繡

绣绸姐妹、副院长室兼神硕科及教牧中心秘书庄美善

姐妹、教务处秘书林燕琴姐妹、学生事务处秘书曾琡

清姐妹于7月1日起 始交接上任。原立案小组郑谦主

任任职至6月11日，由仵迎春姊妹接任。总务主任查时

政弟兄任期至9月30日，新任同工曹玉玉姊妹自8月1日
起任职。

《暑期短宣行匆匆 戮力神国竟其功》
学期结束，同学们将分赴各教会展 暑期实习。此

外，今年暑期，同学们自行组成多支短宣队共十八人

前往泰国、印度、以色列、吉尔吉斯等地，前去当地

教会配搭事奉。恳请举起祷告的手，托住他们，使他

们尝到「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果实，也为他们身

心灵都有好的预备、全程平安、人际关系和谐祷告。

暑期中，老师们除备课外，亦应邀参与各地服事，敬

请用祷告与他们同工，俾其所到之处，有主同行，信

徒得造就，教会得建立。

《图书馆暑期公告》
自即日起至9月23日（周二）止，图书馆暑期 放时

间异动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及下午1:30－
5:00。周间中午（12:00－13:30）、周六及周日休馆均

不 放。敬请校友及读者留意借、还书时间。若有不

便，敬请见谅。有任何问题请洽分机221。

《章力生纪念讲座》

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相遇：浅释章力生的《总体辩

道学：哲学篇》

时        间：2014年9月5日下午2:00～9:00
地        点：改革宗神学院讲员：林慈信牧师

联络电话：02-2718-1110
主办单位：改革宗神学院、社团法人中华福音神学交

流促进协会（华神校友会）

协办单位：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2:10 pm 欢迎与介绍

2:10～3:00 pm 第一讲／哲人的偏差与悔悟：古希腊

哲学

3:15～4:05 pm 第二讲／现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理

性主义

4:20～5:10 pm 第三讲／现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实

证主义与自然主义

 休 息
7:00～7:50 pm 第四讲／近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辨

证哲学与存在主义

8:10～9:00 pm 第五讲／基督教思想的偏差与悔悟：

早期护教士，经院主义，与

自由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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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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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收入
七至五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新校区建设基金 五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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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