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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見並實踐上帝的異象：
    致教會的領袖、工人與信徒

院長的話

 有個叫比撒列(Bezalel)的人，他是猶大支
派人烏利的兒子。他受以色列上帝的呼召，被
聖靈充滿，大有智慧、聰明及知識，能做各樣
的工(出31:2-3)他主要的工作是建造會幕聖所，
包括其中的約櫃和器具，讓主上帝得以住在以
色列人中間。(出25:8-9)

他在執行這項建造工程時並不孤單，以色
列的上帝另指派其他工人來協助比撒列，也就
是亞何利亞伯(出31:6)「凡耶和華賜他心裏有智
慧、而且受感前來做這工的，摩西把他們和比
撒列並亞何利亞伯一同召來。」(出36:2)，他們
都被神指派執行神要他們做的工(出36:1)，也就
是比撒列有一個有技術團隊與他同工。

摩西，這位合上帝心意的人吩咐這些巧匠
去完成耶和華所交代的事。事實上，最初是摩
西先從上帝親自領受曉諭，蒙上帝賜下異象，
要為以色列人建造聖所，上帝讓摩西在異象中
看見建築的藍圖(出 25:1-9)。

做為以色列的屬靈領袖，摩西成功地將
這異象傳遞給以色列人，用異象將他們召聚起
來。很顯然，以色列人也看見摩西所領受的異
象，也就是去建造會幕聖所，讓上帝得以居住
在以色列人中間。

為了實踐這個神聖異象，以色列人甘心樂
意地奉獻出要完成此任務所需的一切。除了那
些巧匠，以色列人是完成此計畫的主要後盾。
「因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作一切當作的物，而
且有餘。」(出36:7) 以至摩西必須囑咐百姓「不
必再為聖所拿甚麼禮物來。」(出36:6)。

建造會幕的工程就這樣順利完成。摩西(領
袖)、比撒列與他的同工(工匠)，以及以色列人
(眾信徒）成為合一的信心群體，共同完成耶和
華所吩咐的話(出39:43)。最後，摩西立起會幕

將約櫃安放其中，其餘會幕的擺設也都就位(出
40:1~33)。

這則記載啟發我思考衛理神學院的神學教
育事工。衛理神學院是一所專門為台灣衛理公
會的神學教育訓練所設立的教育機構，如同其
它教派的神學院一樣，衛神的宗旨也是為了培
育本宗的神職人員與教會領袖，她的重要性對
台灣衛理公會未來的發展是不言可喻。而這豈
不是神要教會所做的事？也是教會和教會領袖
們要去完成的異象嗎？

我們為著上帝的保守與帶領感恩，因為衛
神擁有比撒列以及他的同工。和比撒列一樣，
衛神的老師及同工們也都具備了忠心完成事工
的能力、智慧、與知識。

然而，我們能單靠自己來完成服事嗎？
我們能憑一己之力完成這項使命嗎？當然不可
能！ 雖然衛神與教會皆有相同的異象，卻無法
單憑自己來完成它。我們需要一位或眾多如同
摩西的領袖來看見這項事工的重要，將這個神
聖的異象傳遞給教會及她的會眾，讓整個教會
被召聚起來(如同以色列人那般)，藉由各樣的巧
匠，來共同完成耶和華的託付。

我們懇求上帝所喜悅的領袖，帶領會眾看
見上帝所賦予台灣衛理公會的異象，並動用一
切資源來支持與實踐神學教育的事工。我們堅
信透過幹練的領袖、專業的同工及忠信的信徒
們彼此結合為一個信心的團隊，將上帝對教會
的異象能夠被成就。那時教會將經歷以色列人
在建造會幕時所做的，甘心樂意地為神學教育
事工所需的一切做奉獻，甚至是超過有餘。屆
時，我們將可以見證耶和華吩咐的使命得以成
就。願上帝堅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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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聖經的讀者想到約伯記的時
候，心中自然會浮起的主題是苦難。主角
約伯是個「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
事」的人，他的家、他的產業，以及他的
身體卻都受到了急遽的毀損。他因著令人
懼怕的皮膚病，必須與人隔絕，坐落在灰
塵之中。他的三個朋友來安慰他，卻和他
展開了激烈的對話。對話的重點似乎圍繞
著一個核心重點：三個朋友堅信，約伯會
遭遇災禍，是因著他本身的問題；約伯或
他的兒女必然是犯了罪，因而導致上帝的
管教與懲處。約伯本身則堅決否認，他所
遭遇的事與他的言行操守有任何關聯。面
對這個僵局，以利戶這位年輕人加入了對
話。他並不像三個朋友那樣論定約伯有
罪，而是試著幫助約伯，一方面思索苦
難的其它可能原因，一方面和緩對上帝的
「追逼」與質疑。

這樣所呈現出的對話很自然地引導約
伯記的讀者以為，約伯記所要討論的主題
是義人約伯受苦的原因。在經文中，他的
三個朋友自以為可以憑著神學推論而得知
約伯受苦的原因，但是讀者的心裡清楚知
道他們錯了。約伯自己顯然不知道他為什
麼會遭遇這些災難，所以他一方面拒絕朋
友的歸因，一方面又期望上帝能夠出面向
他說明清楚，而以利戶的言語也似乎沒能
使問題得到澄清。最後，上帝終於顯現對
約伯說話。然而，那些期待經文能夠針對
約伯受苦原因加以解釋的讀者們會發現，
上帝的話語並不「對題」。事實上，上帝
的話與約伯的期待(也大致代表這類讀者的
期待)可以說是完全不相干，甚至令讀者感
到困惑和失望。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約伯
本身卻對上帝的回答深感滿意，以至於謙
卑地放棄了先前申訴與質疑的立場。

這個困惑吸引許多人進一步思考上帝
最終的回答與約伯先前的強烈期待，以及
約伯後來的謙和回應之間的關係，至今已

經有許多學者發表文章討論這個議題，筆
者要向有興趣的人推薦Donald E. Gowan
的專文"God's Answer to Job: How Is 
It an Answer?"(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8 [1986] 85-102)。這些文章討
論的焦點多半圍繞在上帝的話語如何「回
應」了約伯的疑問，但這個焦點所隱含的
假設仍然是以「約伯苦難的原因」來做為
約伯記的主題。

苦難和苦難的原因固然是約伯掙扎著
想明白的大難題，卻不應該是讀者的問
題。看過約伯記第一章和第二章，讀者將
和上帝與撒旦一樣，對約伯遭遇災禍的原
因了然於心。約伯記的經文清楚表明，問
題確實不在於約伯或約伯的家，而在於上
帝與撒旦所共同關心(雖然為了不同的原
因)的問題。上帝先向撒旦宣稱約伯的信
心完全，撒旦卻質疑約伯信心的真實程
度。牠假設，約伯的信心和上帝對約伯的
祝福是緊密相連的。牠建議做個顯而易懂
的測試，就是請上帝撤去對約伯家原有的
保護。這個提議得到上帝的許可，而這才
是約伯家遭遇劇變的原因。這個原因很簡
單，但約伯、他的三個朋友以及以利戶卻
不知道，因此他們努力地摸索釐清。約伯
記的讀者們既然旁觀者清，就不當指望經
文再多做解釋。所以，從約伯記讀者的角
度來看，這卷書的主題應該不會是義人約
伯為什麼受苦。無論讀者是和上帝一樣，
對約伯的真實信心深有把握(祂兩次提到
「我的僕人約伯，完全，正直……」)，還
是和撒旦一樣，想要知道約伯是否會在苦
難的遭遇中「當面棄掉」上帝，她/他的
興趣應當是著重在約伯的反應。亦即，約
伯的信心是否真實，或是只依附於他的際
遇？如果約伯確實有真實的信心，這樣的
信心會如何呈現出來？

筆者在閱讀和教導約伯記的過程中，
越來越覺得這似乎是約伯記一直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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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約伯記看似在探討義人約伯受苦
的緣由，但更是在描述全心信靠上帝的約
伯所表現出來的真實信心．

其實，約伯記前兩章已經對這個主題
有很明顯的暗示。約伯兩次表明他對上帝
無條件的信靠：「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
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
的」，「我們從上帝手裡得福，不也受禍
嗎﹖」約伯這兩次的回應，顯明他的信心
並不倚賴或取決於上帝對待他的方式。在
約伯記第一章開頭的經文中，「七」和
「三」這兩個好數字重複出現，用來描述
約伯家的昌盛。到了第二章的結尾，這
兩個好數字(三個朋友，七天七夜)再一次
出現，卻是用來突顯約伯在劇變之後的痛
苦。兩個好數字出現在有天壤之別的兩種
境遇中，似乎暗示在約伯起伏不斷的遭遇
中，有一個恆定不變的美好根基。

從第三章開始，約伯從一個遭逢大難
之人的處境發出聲音。在與三個朋友的對
話中，約伯顯得悲傷，失望，憤怒，質
疑。他最大的困惑是：上帝到底想要甚
麼？三個朋友的答案和論斷既不令人滿
意，他原先與上帝關係的參考模式又已經
產生變遷。在感受到上帝正伸手攻擊他的
同時，約伯仍深信「我的救贖者活著」。
經文清楚地表明，真實的信心與困惑和疑
問這兩者並非不相容。

在對話的結尾，約伯分別述說他先前
的昌盛和榮耀(第29章)以及如今的卑微和
困苦(第30章)。在這裡，他的口氣並不是
在抗議不公平的遭遇，也不是在哀嘆人情
的冷暖，而是要清楚表明他曾經身歷這兩
種境遇。經文再次要表明的，是約伯在這
兩種極端境遇中所展現出的真實一貫信
心，正如他在第31章中所宣告的。

約伯的信心是否有真實的根基﹖對此
我們又當如何分辨？這個由撒但所提出的
問題也是許多牧者和教會領袖的關切(特
別是當我們要為人施洗，或是在邀請一個
人參與事奉之前)，畢竟，人在順境中所
呈現出的正面態度和情緒都不過是有限的
一面。而除了撒旦所提議的方式之外，我

們還能有其它分辨的方式嗎？很可能，撒
旦的提議正是當時的約伯原先所憂慮和害
怕的。亦即：如果我或我的兒子忘了獻祭
呢？或者，如果我說錯了話呢？或者，若
我的心思意念稍有偏差呢？上帝的祝福和
保守何時會從我收回呢？從這個角度做思
考，那麼第一章中的約伯究竟知道自己是
為了甚麼而獻祭嗎？

而這也正是一個關乎信仰本質的疑
問。上帝(信仰、宗教和敬虔)難道是人為
了自己的需要而發明(展)出來的嗎？若信
仰是為了得到心靈的平靜、生活的平順、
鴉片式的安慰，或是只為了提供一個可供
逃避的處所，以及強化(合理化)一種社會
公認的價值觀……那麼當這些目的或原因
(價值)失落時，信仰是否就此瓦解？換句
話說，上帝難道只是附屬品？敬畏上帝難
道是有條件的？人是否根本不可能過一個
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信心是否本來就沒
有長久可靠的本質？約伯記的經文給了我
們一個否定的例子，在這裡，有一種不依
賴際遇的信心，也就是沒有條件的信心。
之所以沒有條件，是因為沒有選擇。對依
賴與無助的經歷是沒有條件的，上帝的揀
選、恩典和保守也是沒有條件的。

從這樣的「另一個」主題來看，上帝
對約伯的回答也許不是要突顯約伯與祂之
間那個無法超越的差距和界限，藉此來震
懾或迫使約伯放棄追問。先前，上帝兩次
主動提到約伯，說地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這
樣。約伯是上帝手中的一號「王牌」，祂
對約伯深具信心！祂知道，約伯比約伯自
己所知道的還要多而深，祂也看到約伯信
心的深度和潛力，因而催促並邀請他進入
更新的領域中。從這個角度而言，上帝在
38~41章的顯現是一個喜悅的邀請。一方
面，上帝要和他的朋友約伯分享創造的喜
悅與奧秘，另一方面他也要引領約伯在經
過動盪與不安之後，可以安穩在創造的穩
固根基上。正如選民的命運和問題至終要
回到救贖(揀選)的信仰來理解，上帝所造
之人的命運和問題也至終要回到創造的信
仰來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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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協談室
        開幕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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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退修會周學信老師培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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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校友 消息

p 2015學年上學期開學禮拜

q 師生團契歡然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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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啟峰牧師受派擔任本院副院長並兼任院牧，
    專任老師劉幸枝牧師轉任本院實習處主任。
2. 陳坤田傳道（2015，道碩）服事於浸信會大村教會。
3. 謝炯傳道（2013，道碩）服事於屈尺佈道所。
4, 歐伯英牧師（2009，道碩）服事於台灣復興神的教會，於2015/09/20按牧。
5. 蔡得恩牧師（2006，道碩）服事於衛理公會台南安平堂。
6. 許帆牧師（2005，諮碩）服事於衛理女中校牧室。
7. 辛俊傑牧師（2004，道碩）服事於木柵衛理堂。
8. 林樹輝牧師（2002，道碩）服事於台中衛理堂。
9. 李相蘭牧師（教牧博肄）、朴明淑師母（2001，聖碩）夫婦服事於永康衛理堂。
10. 金芝園姐妹加入本院行政同工團隊，擔任院祕書。
11. 本院將於12/11下午13:30~17:00舉辦「人文講座」，
       由張傳琳、洪沛然與陳彰儀擔任主講。講座採免費入場，歡迎電話或網路報名
       (02-8663-3488 轉215 熊姐妹 或 http://www.mgst.org.tw)。
12. 本院將於11/23~25接受亞洲神學協會（ATA）評鑑。
13. 教牧協談室（原六教室）已正式啟用，開放對象為本院教師及學生，
       借用者須向行政辦公室總務處預約登記。
       學期間之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9:00~21:00，寒暑假時間為9:30~16:30。
14. 本院製作了介紹學院的短片，歡迎點閱，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YQTtK_pw-Y。
15. 本院徵聘全職幹事乙名，詳情請點閱
       http://www.mgst.org.tw/index.php?page=employment，
       有意者請寄履歷自傳至central@mgst.org.tw。
16. 若院友有個人與服事的異動資訊，歡迎連絡本院信箱central@mg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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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全年預計總支出 總會補助 收入 支出 離預算總支出尚缺 

金額 13,149,000 3,460,000 4,961,473 8,420,632 4,727,527

q 釋放的敬拜

p 耶穌的鐵工廠
p 頒發提摩太獎學金

溫馨導師時間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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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O信	 20,000	

趙O薔	 500	

萬O男	 1,000	

葉O林	 2,000	

藍O琪	 6,000	

林O瑩	 30,000	

葉O珍	 3,000	

李O真	 1,000	

陳O	 100	

張O怡	 500	

邢O華	 1,000	

邱O耀	 1,000	

吳O仁	 9,000	

陳O峰	 22,200	

谷O雯	 6,000	

王O蘭	 2,000	

鍾O信	 1,000	

陳O香	 1,000	

黃O足	

程O慧	 1,000	

葉O瑋	 500	

郭O娜	 2,000	

王O文	 1,500	

周O同	 1,000	

張O佳	 20,000	

邱O芸	 9,000	

張O寧	 1,000	

陳O萍	 10,000	

李O華	 1,500	

黃O屏	 3,000	

李O修	 1,000	

陳O	 1,000	

林O娟	 1,545	

群朝企業社	 998	

賴O偉	 500	

衛神校友會	 28,000	

徐O美	 1,500	

吳O瑋	 10,000	

陳O毓	 300	

張O宇	 1,000	

吳O東	 1,000	

熊O蘭	 14,000	

林O璋	 50,000	

楊O英	 10,900	

石O玉	 10,000	

陳O莉	 18,000	

吳O芬	 5,000	

台北衛理堂	 36,000	

中華基督教-

便以利教會	 8,000	

善化靈糧堂	 9,060	

奉獻徵信 7~9月 合計 615,239元

財務報告 1~9月

永和天恩堂	 15,000	

安素堂	 40,000	

雅各堂	 15,000	

城中教會	 47,100	

沛恩堂	 10,100	

榮恩堂	 6,000	

屈尺佈道所	 9,041	

台中衛理堂	 9,000	

台南衛理堂	 20,000	

高雄衛理堂	 34,050	

高雄榮光堂	 2,000	

鳳山佈道所	 2,500	

馬祖衛理堂	 3,000	

課間崇拜	 31,845	

主知名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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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講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