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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跟著爸媽到王阿姨家作客，在別人家裡，小明翻天覆地，像

個小霸王。在今日，父母親對管教的事多半傾向於保護自己的子女，

但是專家們指出，如果父母不約束他們的孩子在客人家的行為，做主

人的絕對有權控制局面。主人應當明確的直接告訴這孩子你家中的規

矩，並且他們最好照著你家中所設定的規則來行事。這段經文正是要

告訴我們這一個真理：我們生活在神所造的世界，最好照著他對我們

的約定來生活，也許有些約定是我們所不明白的，但只能信靠其中必

有上帝出人的智慧。

整個情節的發展提供給我們四個 ｀為什麼當照上帝的約定而活´ 
的重要原因 :

第一，因為上帝的智慧是無可比擬的 ( 2:8-17)
上帝為他所造的人立了一個美好的園子，叫做伊甸園 (v.8)，在園

中，上帝為人預備了生命所需的飲食 (v.9)，提供了豐富的環境 (v.10-
13))，然後把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v.8)，最後向人約定：
要過智慧的生活 (v.14-17)，這就是為父的心。
許多時候，我們做父母的也是一樣，孩子還沒有生下來時，就得

先為孩子預備各樣生活所需：奶瓶，尿布，奶嘴，奶粉，嬰兒床。這

正是父神所做的，他把亞當安置在伊甸園後，在園中使各樣的樹從地

裡長出來，樹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有四道河流流過園子，有水經過的

地方代表豐富，生命和醫治，上帝在伊甸園為為亞當預備了一切生命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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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人也許想不通上帝的禁

止，但其中必有上帝的智慧。

第二，因為撒但的謊言
是與神為敵的 (v.3:1-7)
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在他所

造的世界照他的約定生活，神

的約定是絕對的，可是蛇對神

正直的動機提出懷疑 (艾倫 .羅
斯，2001:164)， 進 一 步， 蛇
的陰謀把神絕對的約定相對化

了。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

上的果子嗎 ?＂(v.3:1); 又說：
“你們不一定死。＂(v.4) 艾
倫 .羅斯翻成 "你們必定不死
"(2001:167)，約翰 .華爾頓則意
譯成“不要以為死是個即時的

威脅＂(2015:226)。這一個相對
化的說詞，終於使人越過神約

定的界線，人越界的結果，就

是有了新的經驗，其一是“眼

睛就明亮了＂(v.5)，其二是“如
上帝能知道善惡＂(v.5)
“眼睛明亮＂是什麼意思

呢 ? 希伯來原文 (paqah)的意思
是開了，常用來指花朵的盛開。

開了指原來隱藏的事物被敞開，

好像盛開的花朵，使人可以清

楚看到從前在花蕾上面看不見

的花。

從前夏甲和他的兒子以實

馬利在曠野，水用盡了，正走

投無路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
亮 (paqah)，她就看見一口水
井。＂(創 21:19) 當先知以利沙
的住處被亞蘭人的車馬軍兵團

團圍住，僕人一看，嚇得不知

所措 ,“耶和華開他的眼目，他
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

利沙。＂(王下 6:17) 在以馬忤
斯路上的兩個門徒，竟然到晚

餐時才認出同行的復活的主來。

聖經描述當時的情景說：“耶

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

當一切準備就緒，上帝就

與被造的人約定三件生活的原

則 (Bruggemann，2013:59):
第一，神給人一個天職

(v.15)，要人“修理看守＂伊甸
園。從一開始，神就要人與他

同工，要人在他的工作上有份。

第二，神給人一個許可

(v.16)，“園中樹上各樣的果子
可以隨意吃＂。地和其中所充

滿的都屬耶和華，神把一切豐

富都賜給我們，他允許我們充

分享受被造界的一切。

第三，神給人一個禁止

(v.17)，“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不可吃＂。經文對於生命樹和

善惡樹到底是什麼，有什麼特

質，並沒有多做解釋，可見作

者在陳述這事實並不是以這些

樹有什麼特質做出發點，作者

所關心的是上帝的命令，這命

令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

這正是人在神面前的三個

特徵：一個天職，一個許可，

一個禁止，人的責任就是持守

這三合一的命令。很可惜，今

天人們常想到的不是神要我們

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不是神許

可我們自由享受他一切的豐富，

我們所想到的只是神是一位施

行禁止的神。

在家裡，我對自己的兒子

說：“整個地下室是你的天地，

你可以盡情享用，只是下樓梯

的時候，千萬不要用跳的＂。

有一次，他違抗命令，結果摔

痛了，就臉朝著我大哭起來。

世人許多時候就像小孩子

一樣，不願意順服，只要違抗

神，不願接受神的禁止，等到

結果產生了，就哭喪著臉對主

說：“主啊 ! 怎麼會這麼慘 ? 這
個事情怎麼會這樣發生 ?＂一位
為我們設想周全，給予我們一

切豐富的神，一下子變成殘酷

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

這才認出他來。＂(路 24:30-31)
可是當那女人和亞當越界

犯罪，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

子以後，經文說：“他們二人

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

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

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v.7)
聖經一再向我們顯明一個

真理：上帝使人眼睛明亮，要

叫人看見以前看不見更好，更

高層次的東西 ; 而撒但卻相反，
要叫人眼睛明亮看見那更低

賤，更下層次的東西 ; 其實人
類的身體本身是美好的，當初

上帝創造之後，聖經說：“神

看著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創
1:31) 但人背逆上帝之後，“眼
睛明亮了＂，看到自己赤身露

體 ,並以為恥，因為他們在背逆
中已經有惡的經驗，惡已經進

入他們心裡，從此在有罪的人

的眼光中，上帝所造人類美麗

的軀體，就成了人情慾的工具

(Westermann，1984:243)。
我們應當求主叫我們的眼

睛明亮，可以看到他要我們看

的。我們也當求主，不叫我們

落入撒旦的試探，看到低賤層

面的事物。好像使徒保羅的勉

勵說：“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上帝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弗 1:17-18) 
但願我們的眼睛常向這屬靈的

盼望開啟。

“如上帝能知道善惡＂又

是什麼意思呢 ? 有的人以為人
在還沒有吃善惡果以前，人是

懵懵瞳瞳，善惡分不清，傻傻

的一個樣子，等到吃了禁果，

人的知識才開，才能分別善惡。

若真是如此，我們不但不該責

怪那女人，反而應該感謝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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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這樣的說法是因為不明

白原文的意思。

希伯來原文“知道＂和“同

住＂，“同房＂(創 4:1) 是同一
個字 (黃迦勒，2000：36) 夫妻
二人一同生活，感情上互相託

付，肉體上彼此給予，這是最

親密的關係。所以知道的原意

不但是相互認識，更是相互委

身。用聖經的話就是“兩人成

為一體＂。所以知道善惡，不

只是經驗善惡，更是委身於“全

部＂“所有＂善惡中，和惡成

為一體 (羅倫斯 .端納，2003：
40)。
在還沒有犯罪以前，亞當

和夏娃只有一個經驗，那就是

善。現在要知道善惡，他們必

須經驗惡，其次必須委身於惡，

這就是為什麼神不讓人知道善

惡了。神不願人有惡的經驗，

更不願意人任何一部分與惡成

為一體。不過越限十分吸引，

且具挑戰，人自然芳心大動 (鄺
炳釗，1997：287)。神不要人知
道善惡，原來是為著人的好處。

神不要人知道善惡，但神

自己知道善惡，那是不是說神

也有惡的經驗 ? 事實是神不同
於人，人必須從經驗中才能知

道，神卻不必，因為神是“全

知的＂，所以他知道“知道善

惡＂對人不好，他才不願意人

親自去體驗惡。然而人讓神失

望了，當那女人伸手摘那禁果，

違背上帝的吩咐時，她已經體

驗到惡，她已經知道善惡了，

這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經驗。若

不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

人類今天還要完全被這經驗所

控制。

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最完

美的生活境界就是在他所創造

的世界照他的吩咐生活。可是

當人把神絕對的吩咐相對化時，

神就變成局外人了。今天許多

事情發生都是因為我們把上帝

從主要發令者的角色推到局外，

使他成為無關緊要的第二者所

致。比如：同性戀，婚前的貞

節，借腹生子，隨意墮胎 ........這
些原本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神所

約定的問題。但是當人一旦突

破界限，經驗到這些事，與這

些事件連成一體時，那時人們

所談論的已不再是神的約定，

而是變成“上帝豈是真說＂，

已經變成是一個被社會，文化，

人的墮落理性相對化的問題，

然後還可以套上美麗的詞藻說：

這是“情境倫理＂(situational 
ethics)。那時，貞節將淪為被分
析和比較的名詞，道德不過是

依社會和文化的情況來做判斷

的準則，已經沒有絕對的貞節

和道德，也沒有絕對的真理。

我們並不是要鼓吹什麼都

不知道就是一種美德。不 ! 我們
乃是要強調：驕傲的人啊 ! 尊重
該有的界線是導至美好和諧的

路徑。經上說：“將事隱密乃

上帝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

的榮耀，天之高，地之厚，君

王之心也測不透。＂(箴 25:2-3)
身為一國之君，大衛知道

的夠多了吧 ? 但他卻沒有尊重該
有的界線，他用他的知來設計

害人，並且霸佔人妻。我們可

以知道的再多，但我們總要在

所設定的界限之前仆伏下來。

人生旅途中有些事是無法

明白的，生命本身也帶著幾許

奧秘，這奧秘不容我們輕視，

也不容我們踐踏，我們只需認

定並且尊重。這樣做，不是因

為我們無知 ; 這樣做，是表達我
們對上帝的信從。保羅深深明

白什麼是無知 ? 什麼是智慧 ? 他
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在自

認為聰明的人為無知，但在我

們得救的人，就是別人以為愚

拙的，卻是上帝的大能。＂(林
前 1:18)

第三，因為人的違約是
帶來恐懼的 (v.3:8-13)
亞當和夏娃的行動正是整

個人類的縮影。他們要求更多

知道，他們寧可不要信靠，他

們得到了，但更有趣的是他們

現在甚至知道自己無處可逃。

現在神開始尋找人 (v.9-10)，
在園中呼喚他們說：“你在哪

裡?＂(v.9) 有可憐的聲音回答說：
“我在園中聽到你的聲音，我

就害怕 .＂(v.10) 凡是不能信靠
美善的上帝，不能順服神旨意

的人，都要作出同樣的回答。

不願信靠，只要知道 ; 不願
靠神，只要靠己 ; 這是人類害怕
和焦慮的來源。不願照神的約

定生活，造成現代人無止境的

焦慮。那時，我便代替了上帝。

經文 10到 13節，請看有多少
我在發言：“我聽見了＂，“我

害怕＂，“我赤身露體＂，“我

便藏了＂，“我便吃了＂。

人焦慮害怕，因為我們只

看自己，只看環境，沒有看神。

我們懷疑上帝的信實和供應，

我們拒絕上帝的關懷，我們嘗

試要靠己自求多福，我們以為

上帝並不真實，以為安全感全

是靠自己創造的。但我們錯了，

從亞當和夏娃犯罪開始直到今

日，人內心真正的和平只能從

神身上找到。

在害怕中，人開始推託責

任 (v.11-13)。亞當把偷吃禁果的
責任推給那女人，同樣在害怕

中，那女人把責任又推給蛇。

最倒楣的是蛇，它沒有其他推

託的對象，否則它也會再推下

去。其實人類所需要做的是來

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求神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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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與神重新和好，這是免於

畏懼的唯一途徑。

第四，因為神在公義中
仍帶著恩慈 (v.3:14-24)
不願照著神的約定在神所

造的世界生活所帶來的審判是

嚴厲的 :
第一，靈界受咒詛 :屬靈爭

戰 (v.15)。人在一生中要不斷的
與撒旦爭戰，這是屬靈的戰爭。

第二，身體受咒詛 :生病受
苦 (v.16)。女人要受懷胎之苦，
身體之苦，疾病之苦成為人生

中極大的掙扎

第三，大地受咒詛 :自然天
災 (v.17-18)。原本美好的地土，
現在要受自然界災害的轄制。

颱風，颶風 ,地震，海嘯由此而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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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命受咒詛 :死亡魔
咒 (v.19)。人要終身勞苦，直到
歸土。人的生命變成有限的，

有一天人要死去，死是神對人

最大的審判。

人違約所受到的審判是嚴

厲的，但另一方面也看到上帝

的恩慈。原本 2:17節說：“你
們吃的日子必定死。＂但現在

神不但讓他們存活，同時還為

他們預備救恩 (v.20-24):
第一，3:15節說到“女人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這是預

表基督要敲碎撒旦 (蛇 )的計謀，
基督要得勝。

第二，耶和華神為亞當和

他的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

穿 (v.21)，這是預表耶穌基督的
救恩。用皮子作衣服，必有動

物被殺之意，基督成了被殺的

羔羊，為我們贖罪，使人能重

新與神恢復和好關係。

第三，神把亞當趕出伊甸

園 (v.22-23)，又設基路伯 (v.24)
就是神的使者把守，為的是怕

他們又吃生命樹的果子就永遠

活著。這樣做也是神的憐憫，

因為一個活在罪中的人若永遠

不死，乃是永遠的痛苦。

是的，審判是嚴厲的，但在

嚴厲中我們仍然看到造物主的

憐憫：祂應許救恩，賜下救恩，

時候到了，更差下兒子耶穌基

督成就救恩。今天，我們只有

透過耶穌基督的救贖，才能脫

離“經驗到惡＂，“知道善惡＂

所帶來的轄制。唯有透過基督，

我們才能再一次親近生命樹。

朋友們 ! 神要求我們照著他
約定的在他所造的世界生活，

不幸亞當和夏娃失敗了，但神

不灰心，他賜下救恩，這是新

的創造。在這新造的世界中，

他仍然呼召我們照他所約定的

來生活，而這約定的中心，就

是要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的救恩， 
因他而活，行在救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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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年時，我離開工作
了 23年的職場，一方面是神開
路的時候到了，一方面心中籌

算著，我還能有多少年日來事

奉主，要事奉就要有根有基，

那根基就是對神話語的認識，

那根基就是要預備時間精力，

付上代價接受神學裝備，如今

回頭一看，已過近 11個年頭，
為過去所學的能交織成為服事

的動力網絡，獻上感恩，也將

個人的學習裝備心得與大家分

享。

同年九月正式進入台灣正

道福音神學院，當時校區在關渡

基督書院內，進來後知道這是

個剛創立不久的神學院，正道

雖新卻不簡單，雖小卻懷大志，

剛進來時就知道學校正在申請

亞洲神學協會的認證會員 (ATA 
accredited member)，當時學校
大批採購或募集神學書籍及線

上資源，只見圖書館一直擴充

書架，搭以教務學務資源的精

進，終於在 2012年 5月迎來道
學碩士科的 ATA認證，ATA認
證代表學院的教學質量達到標

準，代表學院是跨國受認可的，

在我自己服事的教派，傳道人

的神學學歷認可，其中一項規

定就是要ATA評鑑認可的學院，
因此，我的正道道碩文憑被接

納，這幾年陸續看到有些傳道

同工也辛辛苦苦地讀了神學院，

卻在神學裝備的質量文憑上無

法被採認，而被要求再去受認

可的學院重讀，過去都已經花

了時間精力，卻功虧一簣，真

是可惜，正道神學院是 ATA認
證會員，且是在創校初年就積

一日進修終生裝備
信義會新莊教會 周文治牧師

極爭取的，ATA認證的教學質
量是重要的選校指標。

靈命是對人對事物外在環

境的反應如何，而靈命的根基

在於學識，也就是對神話語的

認識及認真程度，回看過往在

學校裡的學習，因已打算一鼓

作氣三年完成道碩，也就每學

期選課超過 15學分，必修課當
然要修，當季的選修課儘可能

地都修，每一科開一個檔案夾，

將課程大綱、講義、筆記、找

到的資料文件分類全放入，若

是紙本資料則全部掃描成電子

檔，老師上課時，按照電子版

講義做筆記，或開一個課堂筆

記 word檔，殷勤地紀錄上課內
容、進度、課堂中我的想法等，

也儘可能地每日安排看不同科

的規定閱讀書籍，印象最深的

是，系統神學王文基老師所說，

每天看 50頁，每天換不同科，
這樣期末時就不會心驚眼皮跳，

期末結束後，再將課堂筆記梳理

轉成 pdf檔，方便日後完整存檔
及瀏覽閱讀 ; 在學校的三年裡，
因著個人興趣及看見未來服事

的需要，我也旁聽八次的課程，

最多的是講道學，其次是聖經課

程及教牧協談，總結這三年的

學識學習，是讓自己浸泡在神

學氛圍中，大量而廣泛地學習，

不以畢業完成為要件，而是以

未來服事

所需為目

標，盡心

盡性盡力

地去吸收

建構，知

道相關的

人、事、物的資源在那裡，日

後有需要時，自然成為最好的

資源寶庫。

一晃已畢業七年多，在這

幾年中，過去的課堂筆記講義，

成為我最有用的資源，當預備

講道或查經時，就回去翻看複

習過去的教導，特別是親手完

成的作業，常是服事後最好的

講義資源，現在每篇的講道預

備，也是善用檔案資料夾的優

點，將收集到的相關文件、例

證全放入，以後若再宣講相關

經文時，就已有預備好的資料

供參考了，此外，我保持不斷

學習的動力，針對有興趣或較

弱的事工，買書自修、參加研

習課程、參觀同學的教會，更

是再回學校上課，投入教牧博

士班的進修，將課堂學習轉化

成更實際的教會應用實踐。

如劉富理牧師的教導，傳

道人進修就是教會的祝福，不

知道神要如何透過你我的進修

賜福在祂的教會中，我們是一

日進修、終～生～裝備不已。

感謝主與師長接納，在事奉多年後入學研究個人專長。

師長教學認真，積極、開放、有效，在學習上收穫甚多。

多倫多華人福音宣教會凱歌堂 義務牧師 褚襄烈牧師 ( 推薦 )

牧 羊 人
台灣正道教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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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 2022年春季入學新生

職碩
張月蓮

研碩
趙逸璇

道碩
張元鍵

南區道碩
林彥宏

星期⼀

星期四

台灣正�⾨徒培�中⼼ 2022(1-6⽉)��課�

星期四

星期六

�穌的�� XTS520-TW-1
許志�牧師

2/21-5/9
每�⼀早上9:00~11:40

(2/28,4/4除�) 
��實�+視訊,2學�

⾯對⽣命倫理困境

XTS528-TW-1

郭���師

3/3~5/12,��實�+視訊

每�四19:00~21:40

4/4溫書�不上課

2學�,�碩⼠科合上

師⺟學XPT535-TW-1
張�少鳳師⺟

4/16~6/11
每�六早上9:00~10:30
6/4除�,1學�,視訊
6/11為9:00~11:00

�會�史XCH510-TW-1

林淑�牧師

3/3~5/5

每�四13:30~16:10

2學�,台�實�+視訊

星期六

星期四

⾺太福⾳XNT547-TW-1
⾼���師

5/12~7/14
每�四19:00~21:40
2學�,台�實�+視訊

 �場事⼯XCE505-TW-1

��國�⼠&陳�宇牧師/�⼠

2/26~4/30

每�六早上9:00~11:40

��實��視訊,2學�

新⽣：報名費300元(曾繳過者免)　　　　　　
修課費⽤：每學分1500
優惠⽅案(僅擇⼀使⽤)
*早⿃９折(開課前⼀個⽉)
*同⼀教會同⼀課程每五⼈同時報名：8折
*全職牧者、師母、台灣正道在校⽣＆校友：學費五折＋新⽣報名費

最新開課消息請掃左側QrCode
台灣正道福⾳神學院_⾨徒培育中⼼官網

地址：242051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49-3號10F
報名電話：02-2902-3561#34�蔡姐妹sophiatsai@les.edu

實體上課地點
新莊：台灣正道校本部  a t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49-3號10F (輔大附近遠東動力大樓 )　

台北：台北教育中心  a t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3號6樓 (台北台福基督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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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參加。

2. 春季開學禮拜於 2/23（三），
當天日間碩士科崇拜和夜間

職碩科崇拜同步進行。

3. 本學期的週三崇拜除邀請校
外講員之外，照例安排今年

的畢業生畢業講道。

4. 全院春遊於 4/20（三）舉行。

5. 本學期實習督導牧師座談會
於 5/9（一）舉辦。

6. 各教會需要本校神學生者，
歡迎洽詢 02-29023561分機
11曾姐妹。

門徒培育中心
今年上半年陸續開課課程日期

及師資如下：

1. 2/21 耶穌的比喻：許志銓牧
師。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與台福總會 2/22~3/29每週二
舉辦六次裝備聚會。

2. 「科學、理智與信仰」講座
於 2/23開始報名，4/16線上
同步舉辦。

3.  秋季招生說明會 5/21線上、
6/11實體加線上舉行。

4.  為設校 15週年，將於 9/17
舉辦十五週年感恩禮拜。

5.  台灣正道 15週年慶卓越教牧
論壇主題為「職場與教會」；

講員：卓越靈命（白崇亮老

師）、 卓越牧養（鍾興政牧
師）、卓越領導（佘日新老

師）、卓越講道（陳敏欽牧

師），時間：台北場 6月 20
日、高雄場 11月 21日 。

教務處
1.  2021學年度碩士科春季班入
學招生考試已順利舉行，共

錄取 7位。

2.  春季學期有三位新的兼任老
師投入教學：彭怡珍、張傳

琳、張奇軍。

3.  寒假共四門密集課程：碩士
班的謝挺老師「詩篇研究」

及林國亮院長「聖經與家

庭」；教牧博士班的林國亮

院長「聖經中的家庭觀」及

黃正人老師「詩篇釋經講

道」，皆已順利完成。

4.  新任教務處助理何岳尹傳道
於二月一日到任。

5.  春季學期於 2月 21日起正式
上課。

學務處
1. 新生訓練 2/18（五），台灣
校區南北共七位新生至新莊

奉獻方式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新莊分行）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　　號：0490-8710-00333
歡迎您一起來為神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 ( 萬元 )

2022 年目標 截至 1 月 20 日止 百分比

發
展
基
金

師資培育基金 300 萬 300 萬 100%

長程拓展基金 200 萬 0萬 0%

經常費	 2,700 萬 71 萬 3%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2,629 萬 　 97%

行政處

若是您想改「電子院訊」或更改院訊收件份數，敬請通知
拓展處 02-2902-3561#12 / advancement-tw@les.edu 葉傳道

2. 2/26 職場事工：蔡宗國博士，
陳筱宇牧師 /博士夫婦。

3. 3/3 如何面對生命倫理：郭英
調醫師 .

4. 3/3 教會歷史：林淑清牧師 /
老師。

5. 4/16 師母學：張李少鳳牧師 /
師母。

6. 5/12 馬太福音：高偉華老師。

7. 5/16 自我認識與成長：劉王
仁美師母。

8. 6/20 神學導論：王文基牧師。

9. 6/27 從聖經學習教養孩童的
秘訣：羅玉霞老師。

門徒培育中心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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