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尋靈性深度．外展事奉服務

2015.01 第27期

吳院長 基仁的話

在報佳音中數算主的恩典！
慶祝耶穌基督降生為救主的節期已到！依照傳統的說法，這就是聖誕節，一個人人歡喜
快樂報佳音的節期！然而慶祝這歡欣佳節也適逢歲末年終，正是我們基督徒回顧過去一整年
數算神恩典的節期！對於衛理宗的信徒而言，這個節期除了具有聖誕的意義之外，更帶來另
一種屬靈層面的意義—回顧及更新上帝與我們受召子民所締的盟約。在聖誕節期當中，衛理
宗的信徒會在新年元旦前夕舉行立約禮拜或守夜禮拜來數算過去一年所領受的恩典，回顧與
上帝所立的盟約！因此，除了傳報聖誕佳音外，衛理宗的信徒顯然地也在這聖誕節期紀念上
帝與祂子民所信守的盟約；而這衛理宗式的節期慶祝就這麼神蹟似地在今年(2014)的衛神發
生了！
二個月前，正當我們面臨經費嚴重短缺窘境之際，學校收到衛理公會熱心愛主的資深會
友一筆100萬元的巨額捐款。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姐妹的奉獻並不是在尋求個人的益處或
任何條件交換，而是僅僅基於她單純地對衛理公會神學教育永續發展的深度關心。衛神在經
濟最緊縮的時刻接到一筆奉獻的挹注，不啻是一個如同恩雨降臨的大好消息，也同時激勵了
衛神如何屬算主的恩典。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位姐妹的奉獻對學校是一種屬靈的激勵，激勵
出衛神全體上下正視這份所領受的盟約，對於所從事的神學教育事工，有更深層的認同與委
身。
在這位姐妹與我們分享的過程當中，她說，在過去的歲月裡無法以金錢支援，就以禱告
托住神學教育，如今，她有點能力以金錢支持，就樂於採取實際的行動來關心。很顯然地，
她施而不受、單純的奉獻美意除了帶給學校有如一場及時雨的好消息外，也再次肯定學校在
神學教育上的努力，激勵了衛神從事神學教育事工所需要的認同感。她的奉獻，再次提醒了
學校全體師生同工，來自上帝恩典的佳音以及上帝與我們學校所立從事神學教育的盟約，信
實可靠，著實地讓我們知道這位愛我們的上帝對衛神不離不棄。
感謝主！這是今年衛神在這佳音節期中經歷了主信實的大恩典，深信主內有弟兄姐妹深
愛著，也信實地支持著學校。期望如此忠心無私的奉獻、給與，能激發更多對衛理公會神學
教育慷慨捐贈與關心。本人謹在此再次懇請各位一如對信仰般忠實的繼續替衛神禱告，為著
衛理公會神學教育事工發展禱告，讓我們再次驚艷上帝奇妙的恩典以及盟約的信實。願我們
慈愛的聖父、聖子、聖靈祝福並供給我們每一位豐盛的生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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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的建造
聖殿是神的居所，是祂駐足之處，或
更貼切地說，是上帝的臨在或上帝與人相
遇的所在。在還沒有聖殿的時候，上帝在
摩利橡樹下與亞伯拉罕相遇(創十二6)；在
神與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立約之後，放置
約櫃的會幕成為上帝臨在的處所與象徵(出
卅三7~11)。士師時代，約櫃從示羅流落
至非利士人境內。它在被送還之後，暫放
於基列耶琳的亞比拿答家中(撒上六21~七
1)。之後大衛從希伯崙遷都至耶路撒冷，
將約櫃置於大衛所支搭的帳篷裡(撒下6)，
結束約櫃與會幕分處兩地的狀態。等到四
境太平，大衛開始想為耶和華建殿。
聖殿的建造在史上有三次，舊約提到
其中的兩次：所羅門的建殿，和以斯拉記
中一波三折的建殿，但並未記錄兩約之間
大希律的第三次聖殿重建。然而除了這三
次之外，耶穌在做完潔淨聖殿的舉動之後
提到：「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
立起來。」(約二20)。耶穌以聖殿作為自
己身體的預表。保羅的神學也跳脫了有形
的建築物，在勸勉哥林多教會信徒逃避淫
行時，特別提醒信徒，聖靈就住在我們裡
面，所以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
（林前六19~20）。雖然有這樣的轉變，但
舊約對有形聖殿的講究也可以讓我們在建
造新約的聖靈居所時(亦即代表基督肢體的
信徒)，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首先，屬靈領袖的心意不一定代表神
的心意。大衛迎接約櫃回到耶路撒冷，想
到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宮殿，耶和華的約櫃
卻在帳幕中，就興起為耶和華建殿的念
頭，這無庸置疑是好意，而且發自內心的
真誠，連先知拿單都阿們稱許。但當夜耶
和華的話就臨到先知拿單，阻止大衛的建
殿(撒下七5)。這提醒我們，出於一己的善
意，甚至連眾人與屬靈人都認為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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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一定是神的心意。惠頓大學臨床心理
研究所的前所長Mark R. McMinn博士曾寫
過Your Hidden Half一書，書中提醒，人以
為的善若未經聖化，也會帶來毀滅。這樣
的例子在歷史上與個人生活中屢見不鮮。
劉鶚的《老殘遊記》中提到一個清官如何
變成酷吏。此外，宗教團體出於善心將眼
鏡蛇放生至台灣某處山區，讓牠在野地大
量繁殖，反而成為遊客與居民的重大威
脅。在輔導情境中，最難覺察與改變的，
往往是好過了頭所帶來的惡果；例如：功
能發揮過度、任勞任怨，並且一再順命的
賢妻(良母)，卻反而讓丈夫(兒女)不斷成
癮下去。這樣的賢妻良母常以為自己不夠
好，或做得不夠，而更加賣力「做好」，
殊不知是他們的好做了過頭，造就了惡。
不恰當的好與善，都可能成為惡或助長
惡。所以聖經中的罪，並非是法律上的作
奸犯科，或是儒家所講的道德，而是有沒
有打中目標。沒有打中目標的美與善，最
終也不過是空虛與毀滅。
其次，是施與受身份地位的釐清與界
定。我們的上帝是一個自我界定良好的上
帝，祂絕對不會讓人矮化祂的形像，或是
需要人來抬舉給予榮耀。大衛起意要為耶
和華建殿，是因為覺得自己住得比上帝的
約櫃好。神卻藉先知拿單清楚表明，香柏
木的殿宇不是祂的需要，也不是祂的要
求。建殿是人的需要，不是上帝的需要。
我們的神是體恤人的神，祂也清楚表明祂
的關切：百姓有穩定的居所安居樂業，不
受仇敵的侵擾。人會想藉由建殿來高舉神
的名，上帝卻樂意住在會幕中，住在尚不
得安居的信徒中陪伴他們，直到他們有安
居之所。上帝清楚表明，祂提拔大衛居於
掌權之位，不是要他為上帝建殿，而是要
他牧養百姓。是上帝給大衛建立家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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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要考量時機。從後來的歷史發展
可知，大衛起意建殿之時並不是進行大型
公共建設的最好時機，因為接下來會發生
以色列的內戰。大衛因犯罪無法處理長子
暗嫩對妹子他瑪的亂倫之舉，導致兒子押
沙龍殺了暗嫩，最後引發叛變(撒下十一
1~廿26)。若大衛當時執意為神建造聖殿，
後來的發展很可能會讓聖殿無法完工，甚
至讓神的名蒙羞。我們的神是遍察萬事的
神，也是掌握時機的神。人講求的是時機
方便，但神有神的時候，祂知道甚麼時
候、用甚麼人、做甚麼事，以及怎麼做才
是最好。我們是否能信得過神，或行或止
均悉聽主命？
第五是關於聖殿的建造與傾毀。人容
易犯訴諸權威的謬誤，基督徒常以為只要
把上帝的名抬出來，祂就會保佑祝福凡事
順利。殊不知這不只是民間信仰，也是上
帝所厭惡的。所羅門王在獻殿時的禱告反
映出他正確認識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地
位，知道建造聖殿是神起意，不是人（大
衛）起的意(代下六7~9)。聖殿的存在是為
了人，勝過為了神。聖殿會存放象徵上帝
與人立約的約櫃(代下六10~11)，是人前來
與神相遇，以及神垂聽人禱告的處所(代下
六18~39)。上帝也在夜間回應所羅門王獻
殿的禱告，一方面接受所羅門王的奉獻和
禱告，選擇聖殿作為祂的殿宇，應許人在
遇到災禍之時若自卑尋求神的面，並且轉
離惡行，神就會垂聽、赦免與醫治(代下七
11~16)。另一方面神也明申，百姓若離棄
神，祂不只會讓他們再度流離失所，還甚
至不會顧惜以自己的名所建的聖殿(代下七
19~22)。所以，聖殿是可以被毀的，在聖
殿中禱告不一定更靈，重要的是遵行神的
道，勝過聖殿的存在。因此很清楚，神在
意的是人的被建造，而非有形建築物的眾
多與高大。甚願新約時代的信徒能重視無
形聖殿的建造勝
過有形可見的建
造，因為所見的
乃是暫時，所不
見的乃是永遠。

聖殿的建造

他的國祚綿延，反觀大衛的所作並不能給
上帝增添什麼。對上帝而言，會幕在各處
移動並不減損祂在住香柏木宮殿的君王面
前的尊嚴(撒下七5~17)，這是我們的上帝
和民間信仰所拜神明的不同之處。民間信
仰需以大廟來襯托他們神明的偉大，我們
的上帝卻不需如此，因為祂本來就偉大。
今天的教會也有時在蒙受上帝祝福，或得
到某種身份地位時，就以為是在為上帝做
事，殊不知上帝說，是祂在為我們做，而
不是我們在為祂做。是祂給我們地方住，
而不是我們為祂蓋住所。
第三，上帝除了界定自己與大衛在身
份上的區別，也清楚區分人與事的不同。
上帝滿有慈愛與恩典地向大衛保證，祂拒
絕的是大衛建殿的計劃，而不是他這個
人。有時，我們很害怕拒絕別人的好意，
怕傷害對方的情感；但反過來，當我們的
好意被拒絕時，自己也感到受傷。我們卻
看到上帝如何用愛心說誠實話，不怕拒絕
人的好意。而大衛是一個與神的關係十分
健康的人，可以接受上帝拒絕他的善意，
他沒有惱羞成怒，或是埋怨上帝嫌棄他，
指責上帝不明白他身為戰士流人血都是為
了祂。相反的，大衛謙卑承認自己的不配
(代上廿八3)，放下自己建造聖殿的企圖。
第四，大衛不只消極認命地接受上帝
的拒絕(代上廿八2)，還積極為將來的聖
殿賣力地預備(代上廿八21)。許多政治人
物為了在自己任內有速成的政績，就不管
地方上的需要，也不管時間與處境是否恰
當，一味追求壯觀可見的建設。但大衛不
同，他默然甘心，盡力累積財富、連結資
源、收集材料、網羅人才、預備藍圖，並
設法讓全國上下齊心協力與繼任者一同建
造(代上廿八11~廿九9)。現今有多少領袖可
以不居功，不為己利，樂意做預備者，為
要成就別人呢？我曾聽一位司機提到甫卸
任的前嘉義市長黃敏惠，讓他感佩的是，
她在任內雖然沒有戮力營造可見的大型建
設，卻讓嘉義市的收支更為平衡，以致繼
任的新市長雖屬不同黨派，也感謝她讓嘉
義市的舉債空間加大。

學院、校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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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校友 消息

＊本校於2014.11.21假學校現址舉辦神
學院六校學生聯誼(衛神、華神、台
神、浸神、信神、正道)，400位師生
共沐主恩。
＊張聖佳老師於2014十二月出版《珍珠
與塵沙:認識基督教的必備錦囊》(台
北:中主)一書。
＊本屆校友會幹部職稱重新
調整，分別如下：會長陳瑞
枝、副會長(兼文書)羅中志、
活動陳錫寬、連絡程廣恩、
出納陳國書、會計華淑芬。

p 六校聯誼

＊輔碩一蘇敏慈於2014.11.29與林忠民弟兄誓約結婚。
＊2015.01.12~02.23為本校寒假，02.24(二)為2014學年第二學期開學日。
＊2015自元月起，開始2015學年招生報名，詳細報名簡章請參看學院網站公告。
＊藍梅玲(2014，輔碩)服事於卓越北大行道會(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168號1樓)。
＊陳晶晶牧師(2009，道碩)服事於馬來西亞衛理公會砂拉越詩巫美景恩道堂。
2014.11.26按立為長牧。

p 溫馨學生同工會
t 道學碩士科小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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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伯英傳道(2009，道碩)服
事於台灣復興神的教會，
2014.09.14成為主任傳道。

奉獻徵信

＊林志堅牧師(2008，諮碩；
2009，道碩)服事於澎湖馬公
國語禮拜堂(澎湖縣馬公市貿
商街142號)。
＊陳夢華(2007，諮碩)現為杏語
心靈診所及臺北護理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兼任諮商師。
＊向章燕(2004，諮碩)服事於龍潭基督徒聚會處(桃園市龍潭區干城路120號)。
＊田斯寧牧師(2003，聖碩肄)服事於台灣長老教會布農中會下野教會，2014.11.15按牧。

學院財務
項目

2014年預計總支出

1~11月總會補助

金額

14,399,584

6,155,100

2014/1~11

1~11月收入

6,579,849

奉獻徵信

離預算總支出尚缺

1,664,635

2014/9~11
合計 $1,545,617

廖上信

20,000

曾念粵

4,500

趙崇峯

290

蕢建華

1,000

楊寶賢

3,000

陳柏愷

5,000

蘇敏慈

200

趙夢薔

300

季瑋珠

5,000

袁淑靜

1,000

李明豫

1,500

萬勝男

2,000

侯依君

3,000

趙曉詩

500

黃履昇

1,000

藍恩琪

4,000

侯佩君

3,000

鄭漢生

500

台北衛理堂

蘇福全

500

林思寧

1,000

劉南英

1,000

林佼瑩

30,000

吳宜貞

1,000

胡王素藜

2,000

基督恩光教會 2,000

張積發

1,000

王怡文

1,500

李菊英

500

學校『教會歷史』班 600

許姐妹

5,000

李白宏

1,000

林柏樺

2,000

永和天恩堂

15,000

葉純珍

3,000

周慶同

1,000

蕭育華

1,000

安素堂

40,000

胡瑠美

3,000

張聖佳

10,000

潘信宏

1,000

聖保羅堂

200

邱宏芸

9,000

李幸真

30,000

平安堂

300

張心怡

500

黃如英

2,000

褚秀玲

3,000

雅各堂

15,000

田春生

1,000

沈春英

500

張鐵雲

1,000,000

城中教會

42,600

邢敏華

2,000

呂本珩

5,000

湯祖和

1,000

台中衛理堂

15,000

黃安莉

1,000

張至寧

600

詹佩怡

100

蘭潭佈道所

5,100

吳基仁

7,000

張

祺

1,000

陳肇慶

1,000

台南衛理堂

20,000

谷筱雯

6,000

李臺華

1,500

謝素琴

100

高雄衛理堂

36,750

吳立中

2,000

藍梅玲

7,600

李良修

1,000

鳳山佈道所

1,000

黃秀足

2,000

李虹靜

1,000

張永蓮

1,000

馬祖衛理堂

3,000

鄔美連

3,000

李麗娟

10,000

張瑞生

1,000

課間崇拜

31,718

姚培華

3,000

蕭文郁

14,000

梅景琳

1,000

主知名

34,159

陳

雨

陳

歆

5,000

33,000

財團法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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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財務

q 學生實習教會牧長座談

師生團契

衛神院訊

2014學年
第二學期週三晚

師生團契與您有約！

▓

聯誼感言

3/04 信義神學院 夏義正 宣教士
【德國．泰國．台灣：呼召與宣教路】
3/18 黃正人 老師【該隱的選擇】
4/08 馬偕醫院主任院牧 潘美惠【來做我的光】
4/15 台灣神學院 陳尚仁 院長【神聖之約】
5/06 失親兒協會【失親兒的春天】
5/20 清大 潘榮隆 教授【好撒馬利亞人】
6/03 台大 張文亮 教授【從自然科學論上帝愛台灣嗎？】

p「舊約熟讀」課程

神學院六校學生聯誼感言
邱惲傑 道碩一．學生會會長
2014.11.21.於衛神舉辦的一年一度神學院聯誼，在數百位六校師生齊唱「勇敢走出
去」的激昂歌聲中劃下句點。本次活動引發我諸多的感觸，在欣喜一切圓滿成功的同
時，看見主的手掌管一切。
衛神正處於重重的窘境。學校經常費嚴重不足，無法得到永續發展所需的養份與奧
援，此外，衛神一直存在著學校活動參與度偏低的問題，這些都是不利的因素。
在這重重艱困中，一些學生挺身而出、竭力服事，他們的榜樣感染了許多同學，在籌
備過程中經歷同感一靈，齊心為一個看似艱鉅的任務獻上己力，最終讓所有參與聯誼的
人蒙福而歸，也增進了各校福音戰士之間的連結。我深信，若沒有聖靈的運行與幫助，
一切不會如此美好。
然而，每個美好的記憶都可能隨著曲終人散而被遺忘。琴蓋會闔上，燈光會熄滅，掌
聲會停止，悸動會平息，當明天來臨時，剩下的會是什麼？
神學院不追求短暫的榮耀，而是追求信入基督，彼此勸勉，在團體生活的當中經歷舊
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讓新造的人可以活出來。美好的記憶和榮耀都當歸給寶座上的羔
羊，是祂帶領軟弱窮乏的衛神成長茁壯，為要使它得到鼓勵，使它更渴慕更新，直到看
見上帝賜下更大更榮耀的同在記號，如同我們在六校聯誼時已經看到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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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聖誕晚會

新的創造
當代衛斯理神學
The New Creation
John Wesley's Theology Today
p 聖誕晚會的獻禱時刻

作者：Theodore Runyon
譯者：林瑜琳、曾念粵
頁數：352

原價 450‧優惠價

360

訂購請逕洽神學院
02-86633488 轉208 魏姐妹

循道運動發展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
的歷史，至今仍是一個活力充沛的傳
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個攸久的
傳統是否依然能夠維持活力，以新的面
貌面對諸如人權、貧富差距、兩性平
權、環保生態，與教會合一等當代議題
所帶來的挑戰？
衛斯理約翰的基督徒成聖觀不僅追
求個人靈性修為的提升，也看重藉由上帝的恩典，讓信徒身上那原初的上帝形像得以恢
復，為的是要整個受造界得以在人的管理下趨於完全。作者Runyon成功地將衛斯理成聖觀
的眼界置放在更廣的脈絡中，讓《新的創造》不是只講述過去的衛理宗傳統，而是藉由
與當代議題的對話來豐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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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出版

衛神的最新出版獻禮！

精選課程

衛神院訊

2014學年度
第二學期

精選課程一覽表

▓

舊約導論

信徒神學教育

黃正人老師‧週三 13:30~16:20
綜覽舊約各書卷的內容、信息詮釋與應用；孰悉舊約的神學主題；認識近代
舊約研究的議題；探討新舊約的關聯與一貫性。

教牧學

劉幸枝老師‧週一 18:30~21:15
從聖經建構教牧的神學基礎，認識牧職的角色與牧者家庭的重要性，探討教
牧事奉的具體內涵與挑戰。

生態神學與實踐

曾念粵老師‧週二 13:30~16:20
探究生態神學議題，介紹與衣、食、住、行相關的環保知識，促進有益生態
環境的生活觀。

婦女神學

曾如芳老師‧週四 9:00~11:50
認識初代教會婦女的靈性塑造，以及今日的教會婦女如何在解放神學的影響
下參與教會並推進社會的改革。

常見心理與精神疾病的關懷與輔導 張傳琳老師‧週四 18:30~21:15
認識常見之心理與精神疾病，教導如何關懷遭受心理與精神問題困擾的會
友，以及如何用信仰的角度來做牧養。

婚姻與家庭輔導

黃友音老師‧週一 13:30~16:20
深入認識家庭系統對婚姻概念的影響，藉由閱讀與個案演練，更系統地掌握
理論和技巧，培養家庭與婚姻協談的能力。

教會音樂概論

郝信英老師‧週三 9:00~11:50
促進對教會音樂的認識，將之應用在教會的事工上。

職場佈道與宣教

曾如芳老師‧週五19:00~21:00(永和天恩堂 03/06~05/29)
釐清基本觀念、培養職場福音工人，分享並交流實際的職場佈道經驗。

信徒神學教育
以弗所書

黃正人老師

以弗所書，這一封使徒保羅在兩千年前從監獄寫給當時教會的書信，它
對今日的基督徒和教會有何意義與期待？
此一卷書承載了上帝的奧秘和啟示，關乎主的計畫和作為：從天上到地
上、從創立世界以先到今日、從猶太人的圈子乃至上帝從萬民中呼召出來的
合一教會。整卷書也同時關乎基督徒的行事為人：在教會中、家庭裡、在職
場上，及屬靈爭戰中。

請來，一同細讀、思量、探索，並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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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年3月3日- 5月5日 每週二19:00 - 21:00
地點：台北衛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13號)
學費：2,200元(2/24前優惠價2,000元，學生、全職傳道人、師母優惠價1,900元)
報名：02-8663-3488 轉215 周姐妹 或 http://cics.mg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