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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纪念的大事
纪念过一战 打100周年（2014）

以及二战结束70周年（2015）之后，人类在未来两

年，还有甚么重大历史事件值得纪念与反思？一如往

例，2016年依旧有不少，例如凡尔登战役100周年（一

战期间 长、死伤 惨重的战役），大文豪莎士比亚

去世400周年（4月），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75周
年（12月）等。然而，多数基督徒更有兴趣的，应该

是2017年的宗教改革500周年。

马丁路德被公认为宗教改革之父。1517年10月31
日，他在威登堡大教堂贴了九十五条论纲，针对赎罪

券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要求公 辩论，质疑罗马公教之

告解礼、功劳库、积功德等教义。这个在欧洲政教界

激起轩然大波、风起云涌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更正教

改革运动，因而被界定为宗教改革的起点。它对欧洲

甚至全球的牵动不容忽视，不仅对教会发展带来重大

冲击，更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

从 2 0 0 8年 始，德国教会与世界信义宗联会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早已经联合展 「路德

十年」（Luther Decade）的系列

活动，每年都以一个主题作为研

讨、反思的重点，并将于2017年改教纪念日崇拜中达

到 高潮。事实上，预定今年八月在台北举行的第九

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也在大会中安排了80分钟的节

目，将针对「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议题进行回顾与前

瞻。

为了迎接2017年普世教会的大事，华神在今年四月

25-27日的林道亮神学讲座中，邀请了撒拉威尔森博士

（Dr. Sarah Hinlicky Wilson）担任讲员，并以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再思马丁路德：神学洞见与教会合一的盼望
（Reconsidering Martin Luther for the 2017 Reformation 
Anniversary: Theological Insights and Ecumenical 
Hopes）为题，进行三天九堂专题的演讲与讨论。

路德神学精华与现代意义
这次神学讲座的内容，是以路德神学的时代背景、

精华以及宗派间的合一、和好为主题。第一天早上先

讨论路德的中世纪背景，以及启动改革运动的两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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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arah Hinlicky Wilson

要论纲。路德的宗教熏陶、学术训练、政治背景都深

受中世纪大环境的影响，然而，对仁慈上帝、救恩

确据的渴望，以及对禁欲苦修的失望，使他面对人生

危机。这段时期的转折点（高塔经验）则是透过仔细

研读、诠释圣经而来，塑造了 创局面的福音神学理

念，使他对悔改和上帝的义有了更新的认识。

透过新的视野，路德 始质疑教廷对赎罪券（甚

至救恩论）的教导与实施。1517年10月底公布的

《九十五条论纲》正是他所采取的正式行动，完全符

合当时大学情境内要求进行学术辩论的常规。至于半

年后发表的《论罪得赦免论纲》，虽是长期受忽略的

文件，却被拜尔博士（Oswald Bayer）视为宗教改革

真正的起点。因为路德在那篇论纲中，第一次把他对

上帝的义作了清楚的陈述。我们期待透过撒拉博士的

讲解，增加我们对路德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作为改革

起点的重要文件有进深的了解。

律法与福音的区分，确实是路德神学的重要特色之

一。虽然可以简述为律法是上帝基于祂圣洁、公义本

性的高标准要求，福音是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并

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应许与福分，但路德明确指出要清

楚分辨二者并不容易。他甚至说，若有人了解个中

真味且时刻做清楚区分，他愿赠以博士帽。第二天上

午，撒拉博士要讲的主题，是律法与福音的区分以及

路德大问答中的律法与福音。

第三天上午的主题分别是洗礼与婴儿洗。可能许多

人的立即反应，是在华人教会情境真有必要讨论这个

议题，特别是充满争议的婴儿洗？洗礼绝对是基督徒

信仰中的重要议题，对路德神学尤然；而华人教会很

可能在某方面误解了这个真理，甚至在神学的解读

与应用上显得贫乏。撒拉博士表示，她曾在浸信会、

五旬节教会等分享过这个主题，都得到相当正面的响

应；不仅加深彼此了解，更帮助人对洗礼的意义有了

深化的体会。

三天下午各一堂的重点，都是针对当天早上的主题

进行教会合一的相关省思。撒拉博士以信义宗神学家

的身分研究路德神学，却不愿以争竞的心态，或否定

他人为代价来进行。她希望不要重蹈教会历史中的覆

辙，也就是信义宗与不同宗派间以敌意和挞伐对方的

模式以对。她坦承，越深入探究与欣赏路德神学，她

越发肯定在基督里的团契、友谊与合一的重要性。这

不代表抹煞相互间的差异，亦非倡议终止彼此的讨论

与辩证，而是必须认清，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念受不良

历史的影响多过于严谨的神学思辨，在替自己的信念

辩护时，常出于恐惧而非真正的信心。

我们期待，三天下午的主题，也就是信义宗与天主

教的对话、路德与犹太人，以及信义宗与门诺会的和

好等三方面，能在面对教会合一议题上，为我们树立

良好典范，带来美好的影响。

研究教会合一运动的信义宗神学家
撒拉威尔森博士是第三代的信义会牧师，她的祖

父、父亲都是信义会的牧师；外祖父一生都在信义

宗教会设立的学校内任教，直到退休，母亲至今仍在

教会积极投入各种事奉。撒拉博士于2008年迁居法

国之前，也曾在纽泽西州的州府翠登（Trenton, New 
Jersey）牧会将近两年。

她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位

于史特拉斯堡的普世教会合一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umenical Research in Strasbourg），担任助理研究

教授一职；研究的重点与专长，在于东正教和五旬节

运动。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廿世纪著名的东正教神

学家伊丽莎白贝尔席格（Elisabeth Behr-Sigel, 1907-
2005）三一神学中的女性与牧职观。该论文于2013年
由英国著名的T & T Clark出版社出版，书名为Woman, 
Women, and the Priesthood in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Elisabeth Behr-Sigel。撒拉博士的另一本着作，是为

信义宗教会与五旬节运动互动时提供的指导手册（A 
Guide to Pentecostal Movements for Lutherans），预计

2016年出版。

身为信义宗神学家，撒拉博士经常发表与路德神学

相关的专论，针对路德思想当年以及当今的意义，做

深入浅出的诠释。从1998年至今，她已经就各种神学

主题，发表了超过一百篇文章，刊登于学术、教牧和

普及性的各类刊物内。《华神期刊》第七期（2015年
11月）登了一篇她所写的〈律法属乎神〉（The Law 
of God）飨宴读者。撒拉博士同时也是神学季刊《信

义宗论坛》（Lutheran Forum）的主编，该刊物的读者

群主要为北美的信义会牧师。

撒拉博士的先生安德烈威尔森（Dr.  Andrew L. 
Wilson）是一位教会史家，喜爱写作与摄影。夫妻二

人于2010年，用七十天时间从耳弗特（Erfurt，路德读

大学以及进修道院的城市）步行到罗马，全程一千英

哩（1,620公里），参照路德1510年的罗马朝圣之旅，

进行信仰的省思。他们根据这趟游历合着了（主要由

安德烈执笔）《这是我的旅程－与马丁路德一起步行

千哩至罗马》（Here I Walk: 1000 Miles on Foot with 
Martin Luther to Rome），将于明年初由美国的Brazos
 Press出版。夫妻二

人育有一子，今年

十岁。

撒拉博士 喜欢

的休闲活动是徒步

旅行和烹饪，前一

阵子买了一本台湾

料理的书，并在家

练习煮台菜，做为四

月台湾行的预备。

编者按：本文系2015年四月廿二日圣经伦理学

家赛德博士（Dr. Ronald Sider）来华之讲稿。

赛德博士是加拿大裔的美国神学家，美国福音

派社会行动的创始者，目前是宾州费城帕尔默

神学院（Palm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杰

出教授。著作包括已译成中文的《饥饿时代中

的富裕基督徒》、《丢人现眼的福音派》等。

威伯福斯是英国十八世纪末著名的福音派政治家。

他在英国倡导废除奴隶制度，改变了英国历史与世

界，也改善了百万人的生活。透过政治，使阶层分明

的英国摇身变为民主国家，进而拥抱宗教自由。透过

政治，我们才能立法允许或禁止堕胎、支持或反对同

性婚姻，也才能立法保护或破坏环境。基督徒核心的

信仰告白是：耶稣基督是主，是全宇宙的主。新约明

确教导，耶稣是万王之王，因此必须让基督成为政治

立场的主。在民主社会不论投票与否，都有权参与决

策。不可否认，有智慧的参与政治也是我们一种爱邻

舍的表现。所以，基督徒参与政治有圣经的神学根

据。但是，如何有智慧地参与却是个难题。因此，希

望能找到一套方法论或态度，以建构参政的圣经基础

与合理模式。希望本文以明快节奏做三件事。一，基

督徒看待政治所当采用的方法论。二，基督徒该以什

么圣经架构规范看待政治。三，如何发展以圣经为基

础的政治哲学。

看待政治的方法论

首先，建立对「公平正义」、「人」的基本认知。第

二，广泛地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第三，需要有一套政

治哲学，第四，需要将此哲学应用到具体的政治情况。

要发展合乎圣经的规范性架构，需要从大的圣经叙事

中找到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以及明白圣经在具体议题上

怎么教导，如：家庭、正义等议题。我们需要检视每段

相关经文，了解上下文的原意及对这个世代的意义。

第二，研究各种社会文化，至今还未找到直接讨论

市场经济、全球暖化或跨国企业等议题合乎圣经的规

范性架构。

第三，政治哲学需要一个架构、指南做判断基准，

不能不经分辨，就采用一套世俗的政治哲学。

第四，应用到具体的政治情况，例如：某个法律条

文，或选举。

思考政治的立足点绝不能脱离基督徒群体，否则会

掉入世俗规范与世俗政治哲学的情况，其后果就是妥

协。这就是美国过去五十多年的现象，结果就是，有些

信仰保守的基督徒在维护传统家庭、人类生命安全的

事上作出合乎圣经的决定，却忽略为穷人争取经济正

义，而为美国民族主义背书，忽略环境保护，也忽略对

抗种族歧视。而宗教立场偏左的这群人，虽正确地维

护正义、和平与上帝创造的完整性，却忽略家庭与性

道德的重要性，也忘了要为 脆弱的腹中的胎儿挺身

而出。因此我们要从基督徒群体中着手，发展出以圣

经为本的精神、符合圣经的认知做出具体应用。之后

还需找到智慧的方法，传递给非基督徒为主的社会。

因此，需要发展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语言与论述。

如何建构合乎圣经的规范性架构

我以圣经叙事作为立足点，也就是以创造—堕落—
基督的救赎—基督再临作为基础。这对基督徒的政治

参与非常关键。人类是照着神形像造的，并且蒙召做

万物的管家。但是人背叛了神，罪进入了世界，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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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搞砸了。结果就是，人成为自私的个体、人际

关系和制度扭曲，甚至受造界都悲哀叹息。但是上帝

始救赎计划，让人与上帝、人与人和好。这叙事为

我们思想人的本质、尊严与命定提供了一个基准点，

帮助我们思考人以外的世界状态，及历史的重要性因

此，圣经的叙事是我规范性架构的一部份。

另一个重要部分是需要针对特定主题，发展出全面性

的、对应的圣经对应的规范性定义。容我举些例子。

第一，人类生命的特殊尊严与神圣性。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所造，只有在与神、与邻舍、

与自己、与世界有正确的关系时，才会得着终极的满

足。我认为人在母亲受孕的那一刻起，就拥有完整

的人类的生命。确实没有任何一句圣经经文明确这么

说，但是却有好几处经文，以同样词语来谈论母腹

中胎儿与出生后的婴儿。基督教教会有一千九百年之

久，曾经大力反对堕胎。现代科学如今证实胚胎从受

孕的那一刻起，就已是一个具备完整人类基因的人。

胚胎接着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物性发展。我常跟人说，

若是你不确定发展中的胎儿在哪一个时程可以算作真

正的人类，那么你就应该假定他在成孕的那一刻起就

是人了。若不这样假设，就好比拿枪对着昏暗的电影

院扫射，然后对自己说，我希望子弹只打到座椅，没

打到人。圣经教导我们，人类生命是神圣的。

第二，信仰的自由。

上帝赋予人极大自由，可选择用顺服或背叛来回应

神。旧约里上帝一再允许以色列百姓违反祂的命令。

耶稣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允许麦子与稗子并

存，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认为这就是支持宗教自由的

有力论述。

第三，谈到家庭。人们透过血缘、婚姻或领养关系所

建立起来的家庭，是合乎圣经教导重要的一部份：坚

守婚姻里的界限、接受上帝对性行为的设计，是要保

留给在一生之久的婚姻盟约中的一男一女，同时视单

身弟兄姐妹为教会这个延伸家庭中极有价值的一员，

这些都是合乎圣经「家庭观」的重要内容。

第四，公平的司法体系与经济体系。

希伯来文有两个谈论「正义」的关键词，misphat与
zedekah。强调社会中要有公正的法庭、公平的司法体

系与公正的经济协约。圣经明确说在司法体系里不应

偏袒穷人或富人。众先知多次提到公平的经济关系，

就是用这两个字。先知曾提到王国时期的土地几乎掌

握在少数权贵手里，导致多数农民无法养家。这般不

公正的经济状态令上帝发怒，不惜使以色列国被掳。

又说，将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到，使一切都回归正道。

归纳起来，上帝的心意是公正的经济体系，每个家

庭、每个人都应该有管道取得从事生产的资源。只要

他们负责任，就养得起自己，做一个在社群中有尊严

的人。因此，合乎圣经的规范性架构在论及正义时，

讲的是公平的司法体系与经济体系。

第五，上帝对穷人特殊的关怀。

圣经中有几百处经文论及上帝对穷人的关怀。上帝

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指标，就是这社会怎么对待穷

人。上帝希望自己的子民与祂同有关怀穷人的心肠。

第六，工作。对人类来说，工作是我们获得尊严非常

核心的一环。上帝是创造者，祂希望我们能跟随主的

脚踪进行创造的工作。有能力工作的人，都有道德上

的义务要工作。很显然地有责任要形塑并组织我们的

社会，让有能力工作的人有机会工作，顾及他们的尊

严，又能养家餬口。

圣经并没有明确传授一套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不论

在世界与教会，都是人类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所共同发

展的产物。社群中的人们整合彼此的规范性架构，逐

渐发展出一套政治哲学。不过，政治哲学充其量只是

一套便利的指南，并不能当作上帝针对各别议题的特

殊启示。它不是永不改变的教理。但是政治哲学的确

是一个必要并且便利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判

断复杂的政治现况。如果有人指出我们在圣经或社会

经济层面上的分析不够整全、仔细，那么我们应该要

乐意随时修正自己的政治哲学。

以圣经为基础的政治哲学

首先，民主化与去中央集权。

每一个人都蒙召要行使他创造、管理的使命，都蒙

召要与上帝同工，形塑历史。如果只有一小撮人在做

所有决定，绝大多数的人就无法行使他们的创造使

命。著名的英国思想家艾克顿伯爵曾经说：「权力容

易使人腐化，但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

「堕落世界里的罪人，几乎必然会无节制地使用权力

来图利自己。他们也会习惯性地用这权力来欺压他

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避免极权主义，我们就必须将权力去核心化。

第二，民主。

我不认为有任何一节圣经经文指出，民主明显就是

上帝心中 佳的政治体系。但是我确实以为，对人

权、个体自由以及权力去核心化的关怀，都会带我们

走向民主的政治模型。当你有了言论自由、无记名投

票及普选的制度，政治权力就会大幅度地去核心化。

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当你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

分立的时候，权力又会再进一步去核心化。

第三点，非政府组织。个体与政府之间，有家庭、教

会、媒体、学校、经济以及其他零星的组织，这都有

助于将权力去核心化，发挥牵制监督政府权力的功

能。同时是「自由」在社会中的具体呈现。

第四，私有财产与市场经济。

这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议题。二十世纪的历史显

示，当政府控制大半的经济体系时就会出问题。当经

济权与政治权集中在同一群人手中，几乎注定会走向

极权主义。相反地，若能真正落实私有财产的制度，

就能培养出茁壮、足以与政治权抗衡的个人。人类历

史也告诉我们，由供需来决定价格与产量，比起统一

由中央体系来规划一切有效率的多。由中央机构来制

定所有价格与产量，效率极差。

在莫斯科有个政府机构，每年要订定两千五百万种

不同商品的价格。没有一群人懂得够多以至于能有智

慧又有效率地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庞

大的民营公司同样可能成为权力集中的另一个核心。

在美国，所有的报业与媒体都掌握在一小群非常富有

的人手中。他们提供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大部份的选举

经费。我们再次看见政治权与经济权集中的情况，这

是非常危险的。对正义与自由的关怀，促使我们必须

时刻警惕，杜绝权力以任何形式高度集中在同一群人

手中。

第五，家庭议题上的政治哲学。

我认为政府肯定并维护家庭的价值，是非常正确的

决定。这里的家庭乃是一群透过血缘、婚姻或领养关

系而连结在一起的人。夫妻与孩子所组成的核心家

庭，加上祖父母的延伸家庭等，是稳定而理想的社会

元素。养育孩子的主要义务，应该在于家庭，而非政

府。宗教机构在巩固家庭的事上，能做的比政府多上

许多。然而，政府的决策还是能强化或削弱家庭。我

不认为政府应该使离婚或乱交的人负起刑事责任，但

是政府仍旧可以制定政策来劝阻人们选择离婚，也应

制定政策以肯定儿童与生父生母同住对他们是 好的

安排。这样的家庭观会反对将婚姻的定义放宽到能接

纳同性恋伴侣，也不会将家庭的定义放宽到任何两、

三个人住在一起就算是家庭。同时，我认为政府维护

所有人的公民权—不论他们是否照着上帝的计划来生

活—是正确的抉择。但是，政府以税金减免来奖励家

庭、劝阻离婚，也是正确的决定。

但容我再提两个主题。首先，谈到穷人的优先权。

贫穷有许多成因，有些无法自力救济的儿童、年长者

或残障者。社会、家庭、政府或其他机构组织，至少

应该资助他们可以活下去。有些人贫穷则是因为决定

放弃工作或教育，自然就得承受决定后的代价。但是

也些人因出生时遇上意外，或者因掌权者的忽视及压

迫，无法接受教育或取得资本而成为社会上具生产力

的成员。针对这些人，个人、公司企业或政府就该拟

定方案来帮助他们自立。提供资源来扶持穷人，当是

政府的一项核心关怀。我认为衡量政府决策好坏的指

标，就是看这个决策对于 贫的族群带来什么影响。

最后，谈到生命伦理。

我认为政府政策应尊重人生命的神圣性，劝阻堕

胎。将安乐死合法化或容许医生协助人结束自己的生

命，根本就是错误的决定。选择不再持续接受复杂的

治疗与选择自杀，两者之间有非常显著的道德分界。

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让医生可以合法执行安乐死。

但是，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关怀，并不限于堕胎与安

乐死的议题。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

数百万人死于抽烟。死刑则是在杀害照神形像所造的

人。这些议题全都关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我认为应

该在所有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受到威胁或侵犯的议题

上，挺身而出。

后，我要提到美国过去三十年福音派基督徒政治

参与的情形。一九八〇、九〇年代直到二十一世纪初

期，美国福音派大体上认同所谓的宗教右翼，他们主

要的关注集中在少数几件事上：堕胎、婚姻与性别议

题。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要

非议的是，如此狭隘的关怀不够合乎圣经的教导。如

果你希望在政治领域中做个合乎圣经的基督徒，就必

须问自己：圣经说上帝在乎哪些事情？我认为圣经已

清楚指出祂在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以及维护穷人的

经济正义。上帝在乎家庭与和平。上帝在乎性道德，

也在乎维护其创造的环保议题。

二十一世纪初，福音派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

美国 大的福音派社群「全美福音派协会」约略代表

了三千万美国福音派信徒，在二〇〇四年无异议地通

过了一份新文件〈为了国家的健全〉，指出福音派政

治参与，必须整全地涵盖圣经所关注的各类议题。接

着定出七项重要的领域，其中一项跟堕胎、人类生命

的神圣性有关，主张反对堕胎的立场。另外与婚姻、

家庭有关，主张家庭应当由一男一女约定一生相守而

构成，并且为这样的家庭观辩护。但是文件中篇幅

长的，却是谈到为穷人伸张经济正义的项目，也有不

少篇幅谈论和平与环境保护的议题。现在协会底下的

一群人正努力积极地反对堕胎与同性婚姻合法化。同

时，也进行移民政策的改革、为穷人伸张经济正义、

推动环保。这份文件通过之后，有个很有趣的发展：

人们看了这份文件后就说，这跟天主教在社会议题上

的教导非常类似。的确，相似度非常惊人。这个结果

就是，天主教徒与福音派信徒前所未有地密切合作，

为这些议题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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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小札 ■专任教师／何世莉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

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箴十八 17）

The first to present his case seems right, 

till another comes forward and questions him. （Proverb 18:17）

2016年3月各地场次如下：

台中重庆教会 ／讲员：胡维华老师

主题：以色列王国史—君王与先知

3月5日（六） 14:30-16:00  前人之庇荫还是阴影－罗波安

 16:30-18:00  谁是神人、谁是先知

 19:30-21:00 现代化的挑战－亚哈

3月6日（日） 09:00-10:30  分辨谎言的灵

 11:00-12:30  先知的传承

联络（04）2312-6966 刘玮玲姐妹

台北华神 ／讲员：曾劭恺老师

3月18日（五）19:00～培灵

当周（3/21-25）有课程体验，详情请上华神网站查询！

台中客西马尼行道会 ／讲员：何世莉老师

3月26日（六） 19:00-19:30  诗歌

 19:30-20:30  专题／基督徒的价值观

 20:30-21:00  分组讨论

3月27日（日） 10:00-11:30  主日崇拜

联络（04）2539-4028 蔡壹亘传道

华神新的学年有许多改变。有新的学程。招生工作

也会提前一个月进行。这也意谓着我们老师们需要提

早 始阅读及初步审核报考生的申请书。我过去的经

验是，每次当我看报考的申请数据时，就会想起蔡珍

莉老师的提醒：就是要特别关注考生的推荐函。每位

同学需要提供三份来自不同人的推荐函。蔡老师坚持

佳的情况是三份推荐函一定都要写「极力推荐」，

不可以只写「推荐」而已。蔡老师认为若没有三份的

「极力推荐」，老师们需要三思，因为此考生可能存

在着某些问题。

 有一次我找蔡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蔡老师真的很认

真在看那些「推荐函」，像在解经一样地认真，很严

谨。她会去思考与分析推荐人这样写真正的意思是什

么。这位牧者只是写些客气话还是写出真实的情况。

 我必须承认，我不太想看那些「推荐函」。第一，因

为是用中文书写的；第二，因为是手写的，我常看不太

懂。虽然不喜欢看，我也得好好看。我想蔡老师那么在

意「推荐函」是对的，因为箴言十八章十七节说：「先

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察出实情。」

 这短短经文有三个人物：第一者就是先说的人，

第二者是指邻舍，第三者是指判断者，是听两者的叙

事。中文的翻译与英文的NIV 加了一个字「似乎」

或 “seems”。 在原文都没有这个字。若把「似乎」拿

掉，经文变为「先诉情由的，是有理；但邻舍来到，

就察出实情。」就是第一者所说的，听者把当作是有

理了，事情搞定了。

 讲到第二者时，中文翻译用「邻舍」，英文只写 
「another」。我认为「邻舍」是很合适的，也符合原

文。用「another」是把第一者与第二者的关系含糊。

「邻舍」就是要指出第二者与第一者是有关系的，不

是陌生的。第二者不是不相干的人，乃是对第一者的

为人知情的人。

这经文关注的是，第一者因优先诉说就能享受一句

谚语「人是无辜的，直到被证明有罪」。就是我们常

说「先讲先赢」。但第二者来时，看起来本是合理

的，其实是可疑的。

第一者的叙事是被第二者质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第一者弄虚作假。这个人刻意扭曲他的论

述。简单说他是个骗子。骗别人也骗自己。为了某些

益处就弄虚作假。这就是人性的邪恶。

 第二，第一者有盲点。他真心认为事情是如此。但

因为人是有限的，受他社会地位的限制。他的眼光与

理解能力是不能够十分完全。他不像上帝是无所不知

的，所以第一者的论述也被视为可疑。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人事物非常复杂、多元、多面向

的世代与社会。人对人、事、物无法有全面的了解。

不只人、事、物本身相当复杂，我们也处在「作假」

是普遍现象的环境中。网络与媒体充斥很多假信息，

甚至照片，经过美编的已属正常。并且，现在社会，

「诚实」已是不受欢迎的美德。其实，我们可以思考

在面对任何人时，「无罪推定原则：人是无辜的，直

到被证明有罪」还是合理、有智慧的前题吗？还是该

改为「人是有罪的，直到被证明无辜」呢？

 其实，这个经文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都在

应用。

 当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进行了诊断。可能我们还

会另外去找第二位医生来确认第一位医生的诊断，找

「second opinion」。特别是被诊断为需要动手术或花

费多钱的病症。

 在婚姻辅导方面也是如此。一位辅导一定会想听夫

妇双方的故事，才能够有效的帮助这对夫妇。英文有

句话说：「There’s always two sides to the same story.」

 当我们只听单方面的故事因而接受，将之视为合

理、视为定论，那我们就没有依照智慧者所讲的谚

语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样作呢？台湾人具有重视关

系的文化。所谓「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

系」。其实，不只台湾，菲律宾更是如此。也许正因

有关系，我们就很快且不质疑地接受了第一者的故

事。我们认为因为我们认识他、与他有关系，是我们

的亲人、朋友，他说的就算。可是智慧者却不认为这

样作是有智慧的。他会想听第二者的故事来帮助他判

断。因为智慧者深谙人性，他了解人的本性是有限

的，也是邪恶的。他会认为虽然有关系，还是要听第

二者的陈述才是智慧的路线。

在学术界亦复如此。我们在研究某个议题时，不会

只看一本书或只看某作者所有的书籍。好的研究必然

是看越多书越好。不同作者、不同年代、不同传统的

书。手上第一本的书我们不会视为是绝对的或是有它

就搞定了。

 学术界中，后期的学者或新书比早期的学者或旧

书，常有更好的研究与论述。可能因为后来有更好

的方法或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我们会看 新出版的

书，不是旧书。

 新旧约也是如此。圣经的新旧约部分都是上帝的启

示。但新约常被视为是上帝 后且 完整的启示，甚

至把旧约看为是部分启示，是美事的影儿而已，不是

本物的真像。旧约只是预表耶稣，耶稣与教会才是本

物的真像。

 当我在教导同学为什么要用批判式看书时，我也

会提到箴言十八章十七节的经文。我也会给这两个原

因。学者再有学问，绝非圣人，也会扭曲他的研究或

曲解经文。他们有读多少书与他们是否诚实没有直接

的关系。并且学者因为是人，所以有限，无法掌握人

事物的复杂性。

 身为第二者，当我们与第一者有不同的叙事时。愿

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以为第一者是骗子，故意弄虚作

假。这样的论断是对人性的两个特征不够理解。我们

姑且相信（the benefi t of the doubt）第一者，或许他的

叙事只反映人本来就是有限。他对你的叙事真的不知

道。所以与你的叙事有所不同。

 这节经文是以第三者或判断者的角度写，但我们也

可以从讲述者（第一者）的角度来延伸这经文。身为

讲述者，知道自己是个人，我们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性

有认知。身为基督徒，我们很常说：「我是罪人，我

是有限的人，我能力不足，我不太懂。」我们在祷告

时或在分享给别人时，这句话不难说出来，而且讲得

极其自然。我们会自我承认，我们的罪，与有限。毕

竟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基督教信仰的人论。

 一旦我们遭人质疑，或别人想多问来澄清时，甚至

提醒我们的盲点或不足的地方时，我们就自觉受伤，

或不被信任。接下来的反应，就是不接受、抗议、拒

绝别人提醒，防卫性变很强。被别人质疑的确会让人

心里受伤，实属正常，也是人性，我们应该容忍这样

受伤的感受存在，但是希望这受伤的感受不至恶化，

而演变成抗议，乃至发怒生气。

看起来这两条的信念（人是有限的、人是邪恶的）

以及它的种种意含，我们不只是用在别人身上，也必

须用在自己身上。这两条信念，我们该好好的内化。

愿我们学会自我反省，也学会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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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年4月25～27日

地点：中华福音神学院

讲员：撒拉威尔森博士（Dr. Sarah Hinlicky Wilson）
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博士，现任Institute for 

Ecumenical Research in Strasbourg 助理研究教授，

专长在东正教和五旬节派教义研究。同时也是美国福音信

义教会按立的牧师，和美国信义论坛神学季刊的编辑。

主题：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再思马丁路德：神学洞见与教会合一的盼望

报名：自即日起至4月20日截止
            请于华神网站报名。免费入场。

联络：（02）2365-9151*212 许主任 或 *219仵主任。

林道亮博士纪念讲座

学

院
简 讯

《「与华神相遇」台北场》
「与华神相遇」台北场即将于3月18日假华華神六樓堂

举行，除精心安排全周的体验课程外，另有小组生活

体验及聚餐，晚上七时起，有培灵及学制介绍，邀请

曾劭恺老师担任培灵讲员。欢迎各教会团契、小组预

留时间，踊跃自由参加！活动报名自即日起，至3月7

日截止，详情请见华神网站或洽（02）23659151分机

212许主任。另与华神相遇也将在各区举行，包括台中

（3/5-6 台中重庆教会／胡维华老师、3/26-37 台中

客西马尼行道会／何世莉老师、4/2-3西屯礼拜堂／胡

维华老师）、高雄（4/2-3七贤国语礼拜堂／周学信老

师）、嘉义（6/10-12贵格会嘉义活水教会／吴献章

老师）、花莲（7/16-17花莲美仑浸信会／吴献章老

师），届时欢迎教会团契、弟兄姐妹就近参加。

《「家庭追思带领人」培训课程》
由华神校友会及基督教生命河丧亲家庭关怀协会合

办、华神教牧中心协办的「家庭追思带领人」培训课

程订3月14日上午9:30至下午16:30于华神102教室举

行。凡愿意操练带领家庭追思聚会的牧者、同工，请

即将姓名、联络电话、服事单位／职称、地址E-mail

至alumni@ces.org.tw报名即可。费用为600元，3月11

日截止报名，机会难得，敬请把握机会，踊跃报名。

《不要小看一块砖的力量》
因着神的拣选，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华神第三期扩校

计划推出「不要小看一块砖的力量—福音砖认献活

动」，众志成城，积少成多。八德新校区工程建坪约

5,350坪，包括文教大楼、宿舍、风雨走廊及附属设

施、大礼堂总价约七亿伍仟万元。若您

愿意加入奉献行列，请即上华神网站首

页点选「信用卡立即奉献」（或扫瞄院

讯之QR CORD），完成手续后，来院在福

音砖上签名后，即赠送「华神」经文手札乙本。若无

法亲自领取者，我们可邮寄给您，签完再寄回即可。

而福音砖将回收，待新校区完工后，将成为室内景观

之用。请您举起代祷的手与我们同工，并加入奉献的

行列。联络：（02）2365-9151转企划处。

《2016华神招生》
海内外招生自2016年2月15日至4月11日止，受理网络

报名。请进入教务处「招生」之报名页面，并申请账

号，依要求填写。招生科别包括道学硕士科（神学

组、教牧组）、圣经硕士科、教牧硕士科（都会区教

牧事工）、职场事奉硕士科、基督教研究证书科等。

相關報考資格、考試科目請參华神首頁學院手冊。

2015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項                         目
 全学年需要 一月份收入 一月份支出 一月份余绌

 104学年度 104学年度     累计余绌
   （预估）        累积收入   实际支出

经           常           费 70,600,000   8,889,263   9,427,151     -537,888 41,523,918 37,497,580   4,026,338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313,449   2,134,814  -1,821,365   2,425,851   3,764,601  -1,338,750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57,900        42,213        15,687   1,291,150      535,779      755,371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90,603      146,513      -55,910   2,486,171   1,682,109      804,062

合                          计 82,500,000   9,351,215  11,750,691 -2,399,476  47,727,090  43,480,069   4,247,021

 兴建费用 一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20,230,600 196,696,526 -553,303,474

 神已将桃园市八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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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资      培    育 每年需要 3,6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