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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2022林道亮博士
紀念講座一連三天（4月25
至27日）於八德校
區順利舉行。藉由韓國好牧
人教會主任牧師劉
基成牧師、丹佛神學院系統
神學教授鄭聖昱教授、韓國同行教會主任牧師金承會
牧師三位講員，從神學學術和教牧實務的角度，探討
韓國教會的危機，也以好牧人教會為恢復福音本質所
推動的「與神同行」運動為例，看見教會的轉機。
鄭聖昱教授先從神學角度說明三一神三位一體的團
契的本質，他指出，神存在的本質就是團契╱交通、
神創造人和萬物的目的是為了團契╱交通、救恩的目
的就是與主同行╱交通、永生的本質就是主同行╱交

話語實踐於生命。日
漸地，韓國教會產生許
多問題，遭到社會批評。
劉牧師指出，透過靈性日記的
操練，把看不見的耶穌當作看得見的那
一位來生活。讓自己可以24小時親密的與耶穌同行，但
同時劉牧師特別強調，「與神同行日記」的實際焦點不
是放在「日記」身上，而是與耶穌的親密同行。
金承會牧師則從信徒個人角度到教會牧養角度，指
出「與神同行日記」如何改為教會的屬靈氛圍。說明
「與神同行日記」是親自檢查屬靈生命的好工具。他

通。鄭教授再從有機的教會論看「與神同行」運動，
他認為，教會應以恩賜為中心同時，也是以關係為中
心，更是生命的流通：與基督聯合、在主裡 住及同
行，依靠神的話語和聖靈長大成熟：成為徹底追求真
理並持續地長大成熟的生命共同體。

強調日記本身不單是日記，更是靈修訓練。檢查你在
一天是否想著耶穌而活。檢查耶穌所說的話以及你
是否遵守所聆聽的話。「與神同行不能夠成為口號。
而是應該通過每天實踐的具體生活訓練來實現」。而
「與神同行日記」則是最有效好的方法之一。

劉基成牧師認為韓國教會的危機是，人們雖相信耶
穌，但在很多事上，卻沒有真正遵行真理，無法將神的

另外，三天講座下午分別邀請周學信老師、李昇坤
教授、董家驊牧師、羅遠平牧師、張宗培牧師和周神
助牧師作回應，反思韓國教會
的處境如何為台灣教會帶來提
醒與積極的意義。張宗培牧師
為講座結束禱告時，勉勵參與
講座的牧長同工，藉著韓國的
經驗，那麼多年對台灣教會的
影響，以及他們在困難中走出
一條新路，能成為我們不斷更
新的提醒，在成為主的工人之
前，先成為與主同行的人，跟
隨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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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學研究所所長╱黃正人

上帝創造天和地，把祂所造的人安放在伊甸園裡，
就對人發出了兩個命令（「吩咐」）。第一個是
「吃！」，第二個是「不可吃！」。事實上，這兩個命
令是上帝在創世記第二章裡唯一直接對人說過的話，也
可說是最早的關於祂心意的「啟示」。這個「啟示」的
內容，簡單地說，就是：「得生命，守律法」。

當

詩篇十九篇
1. 諸天述說神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2.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識。
3.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4. 他的量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神在其
間為太陽安設帳幕；
5. 太陽如同新郎出洞房，又如勇士歡然奔路。
6. 他從天這邊出來，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
不得他的熱氣。
7. 耶和華的律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度
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8.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
令清潔，能明亮人的眼目。
9. 耶和華的道理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
實，全然公義。
10. 都比金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精金可羨慕；比蜜
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11. 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便有大賞。
12.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
過錯。
13. 求你攔阻僕人不犯任意妄為的罪，不容這罪轄制
我，我便完全，免犯大罪。
14.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
言語、心裡的意念在你面前蒙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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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命令（「吃」，或「得生命」），似乎沒有
引起過太多的疑問。畢竟，生命和祝福是創世記前兩
章經文中清楚的主題。至於第二個關於知道善惡樹的
命令，就引起了許多的疑問。因為這是一個帶著嚴重
後果的禁令（「不可吃」，或「守律法」），違反這
個禁令（不守律法）的結果是死亡！
分別善惡樹在哪裡呢？就在生命樹的旁邊，在伊甸
園的中間，這是最明顯的位置。每一天，當亞當要去
吃果子的時候，他一定會看到這棵樹。這就是作出生
和死選擇的地方；在伊甸園裡，生命和死亡的距離並
不遠。
上帝為什麼把死亡放在生命的旁邊呢？祂既然不讓
人吃，為什麼還要把這棵樹放在這麼顯眼的位置呢？
就連我們也不會這樣對待我們的孩子。如果我不想給
孩子吃糖果，就不會把糖果放在飯桌上，更何況是吃
了就會死的毒藥！這是上帝對人的一種考驗嗎（藉著
引誘能夠讓人學習勝過試探）？還是上帝在表達一種
對人性的期許？或者，這棵樹是要清楚標示出上帝為
人所設立的界線？
禁令，或律法，意味著特定的關係。詩篇一四七篇
告訴我們，作為上帝選民的以色列人，從上帝那裡得
到一個特殊的待遇，就是律法。「祂將祂的道指示雅
各，將祂的律例典章指示以色列；別國祂都沒有這樣
待過；至於祂的典章，他們向來沒有知道。」（詩
一四七19-20）。萬邦和列國都不知道律法，只有上帝
的選民知道。因為有關係，所以才有禁令和律法。上
帝向祂所造的人發出（啟示）律法的禁令，表示祂
所期待的不只是一種創造者跟受造者之間的供應與
取得的關係。

禁令，或律法，也預設著上帝在創造人性時所賦予
的自由與選擇。上帝所造的不是機器人，而是有自主
性位格的人。從創世記第二，三章的經文來看，顯然
上帝對於祂自己所賦予的自由與選擇是尊重的。錯誤
的選擇誠然會導致可怕的結果，但是選擇的可能性是
實存而有效的。上帝沒有難成的事，但是祂不強奪人
的意志。
這當然有著很重要的關於人的自我認知的意涵。如
果連造我們的上帝都給了我們這樣的尊重，何況其他
的靈界的受造物，何況其他天地間的受造物。領悟上
帝對人性（格）的看重，使我們可以坦然站立在這個
世界上許多受造物看似可怕的力量之前。有些人害怕
靈界力量的干擾，害怕邪靈進入，掌管，轄制自己的
生命遭遇和道路。如果我們讀得懂創世記這一段奇妙
的經文，上帝並沒有把這樣的權柄給任何其他的受造
物，因為祂自己對我們的選擇都是尊重的。
甚至，耶穌都會站在門外叩門。這位得著天上地下
一切權柄的主，為什麼還要等人開門呢？又有哪一扇
門能夠阻擋祂呢？祂所等候的是，人懂得羨慕一同坐
席的團契，因而做出寶貴的選擇。那麼，上帝對人的
期待並不是一種機械式的順從反應，而是位格深處的
交流與相知。
我們可以說，這棵樹的用意和上帝創造的用意息息
相關。創造反映出上帝的本性。上帝把祂的榮耀、豐
富、愛，藉著話語和聖靈的工作呈現、開展、放射出
來，就造成了萬有。因而，上帝內在關係性的本質，
必然也會彰顯在祂與祂的創造，特別是與祂所創造的
人之間。上帝和人之間的關係，應當類似於這位三一
上帝自己內在的關係。這是一種什麼樣的關係呢？
每次亞當看見這棵分別善惡樹，他就理解到自己身
為一個受造之人的界限。學習服在界限之內，與摸索
上帝為我們的生命所預定的豐富與榮耀之間的糾結，
帶來對上帝的敬畏，依靠，因而體嚐到上帝的憐憫。
為此，上帝願意冒著咒詛與死亡臨到祂的創造的風
險。

我們可以
從詩篇十九篇
找到一個理解創世記
第二章敘事的角度。詩篇十九篇的兩個段落分
別對應著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題。詩篇
十九篇的第一個段落（1-6節）提到上帝的創造反映祂
的榮耀。在這個段落中，經文使用「神」的稱謂，就
如創世記第一章一樣。第二個段落（7-14節）提到律
法，誡命，禁令的本質和用意，經文則一律使用「耶
和華」的稱謂，就如同創世記第二章一樣。
在詩篇十九篇的第二個段落中，這位作者自稱為
「僕人」（דבע，11和13節）。這也和亞當在伊甸園中
的修理，看守的角色相呼應。「修理」（）דבע這個字
的語意，也可以是指「做奴隸」，也可以指「事奉敬
拜」。而「看守」（）רמ שׁ這個字的語意，也可以指
「謹守遵行」。詩篇中的這位「僕人」清楚感受到律
法和禁令中的風險：「祢的僕人因此受警戒......誰
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赦免我隱而未顯得過犯；求
攔阻僕人不犯任意妄為的罪，不容這罪轄制我」（1113節）。
詩篇十九篇結尾的禱告，表達出這位「僕人」因為
對於自己角色的洞察而發出來的渴求：「耶和華我的
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裡的言語，心裡的意
念，在祢面前蒙悅納」（14節）。這是一種關係性的
渴慕：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願蒙悅納。從上帝的
偉大創造中，我們約略察覺得到這位造物主的榮耀與
美意，因而頌讚祂，感謝祂；祂既崇高又偉大，只是
祂也很遙遠。只有面對律法和禁令的啟示，在順服，
遵行律法的困難、擔憂、張力中，處於陷入大錯的高
度風險中，我們可以學會在信心中倚靠那位發出禁令
的主，因而也看見在大錯以後被挽回，修復的盼望。
這會是這一棵分別善惡樹的用意嗎？「上帝將眾人
都圈在不順服之中，特意要憐恤眾人。」（羅馬書
十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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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錄取名單】

【華神五十屆畢業典禮－「結束就是開始」】

感謝主差遣祂的工人接受裝備，

中華福音神學院第五十屆畢業典禮暨畢業生差派禮

本院2022學年度招生考試已順利

訂6月25日下午2時，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舉行，

完成：教牧博士科1名、宣教博士

因應疫情，今年畢業典禮將以線上直播方式進行。本

科4名、神學碩士科1名、中華福

次特邀台灣神學研究學院系統神學教授、基督教研究

音神學研究學院(教育部立案)道

智庫創辦人林鴻信牧師證道，講題為「結束就是開

學神學組5名、道學教牧組10名、

始」，經文是列王紀上十九章11至19節。詳細內容請

道學輔導組6名、跨文化研究組7

見八月院訊畢業專刊。

名。
中華福音神學院(內政部)校本部

【華神期刊－歡迎您來投稿】

道學碩士神學組6名、道學碩士教
牧組1名、聖經碩士3名、跨文化
研究碩士1名、基督教研究碩士8名、基督教研究證書
7名；高雄分校聖經碩士２名、教牧碩士科路德神學與
教會建造組１名、基督教研究證書２名。學院將於九
月六日(二)舉行新生訓練，九月十二日(一)正式開學。

華神期刊的宗旨是本於福音信仰，探
討內容包括聖經、神學、歷史、實踐等
學術課題，也包括以書評與學術會議評
介的形式之文章。本刊第十三期將於年

期刊投稿

底出版，誠邀具原創性且未經發表之學
術研究文章，來稿勿一稿兩投，歡迎您來投稿。相關

請繼續為今年新生代禱，使每一位新生在各方面都

徵稿須知，詳參基督教神學與宗教研究中心網頁，或

有好的預備，得以在學習中不斷成長，成為主合用的

聯絡：(03)2737477轉1520、Email：research@ces.org.tw

工人。

李牧權主任。

【校友大會】
2 0 2 2 年 華 神 校 友 大 會 將 於 6 月2 0日
（ 週 一 ）上 午 1 0 時 至 下 午 2 時，假 華

【邀您一起做環保】

神 八 德 校 區 三 一 禮 拜 堂 舉 行，本 次 講

為響應環保，也減輕昂貴郵

題 為「 事 奉 現 場 」，分 別 邀 請 華 神 第

資之負擔，敬請華神之友以電

報名連結

三十二屆校友黃偉南牧師及十三屆校友

子郵箱取代紙本之寄送方式。歡迎將您

杜明達牧師主講，另有小組分享，校友會也特別為校

紙本院訊上所印之姓名、地址、編

友準備來回接駁車及安全個別包裝美味餐盒、禮物、

號及個人之電子郵箱E-mail至

切題內容等；歡迎攜眷參加但務必報名，充分預備使

info@ces.org.tw，我們會於下

回娘家的日子畫下美好句點。由於疫情關係，這次校友

月起以此方式寄送。謝謝您

大會將以實體及線上兩種方式進行；有關詳情請聯絡

的協助！

(03)2737477轉1141、Email：alumni@ces.org.tw江姊妹。

2021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1年8月1日～2022年7月31日
項

目

經常費
累積數

預算數(兩校)
146,461,000

4月份收入

4月份支出

非經常費收入

單位：新台幣

非經常費支出

本期餘絀

5,162,487

12,674,811

22,875,957

22,738,557

-7,374,924

63,449,677

97,089,999

1,295,343,743

48,896,404

1,212,807,017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124099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34-1306517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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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