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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訊 2019.09.25

第  三  期

  本期專文

前言：令人泣笑皆非卻發人深省的故事

在巴克萊每日研經記載一位清教徒的故
事：「當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人對他說：『這
是多麼可愛的一朵花啊！』那個清教徒回答
說：『我已經學會在這個沉淪的罪惡世界中，
不再稱任何一件事物是可愛的。』」(巴克
萊，160）這是令人泣笑皆非卻又值得深省的
故事，世界雖有罪惡，然而世界也是神所造，
有許多美好事物。因著世界的罪惡，而不能讚
賞神的創造，這是什麼樣的世界觀呢？

一、轉化世界前，先轉化世界觀

1. 對「世界」失衡的解經

有些基督徒如同那位清教徒，對「世界」
存著過度負面的解讀，雖然聖經提醒「不要
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約壹2:15-16)。可
是聖經也說「神愛世界（kosmos ）」（約
3:16，世人kosmos希臘文是「世界」，英文
譯本world）。聖經不會自相矛盾，然而對
「世界」的錯誤解經，會導致失衡的世界觀，
甚至可能產生厭世主義、苦修主義或過度的憤
世嫉俗。

2. 釋經學的字義研究

釋經學中，字義解釋需要了解「一詞多
意」，用中文例子說明較易了解：「花先生很
愛花錢買花送花太太」句中幾個「花」的意義
不盡相同，有指姓氏、使用金錢或是指植物的
花朵。如果把這些「花」當成相同意義，會誤
解這句話。同樣的，「世界」在聖經中有不同
的意義。

要 了 解 「 世 界 」 有 哪 些 意 義 ， 需 了
解另一解經要素--修辭學中的「轉喻」
（metonymy）。字詞有本義和引申的意義。
例如有人說：「我的心好痛。」要看心臟科還
是心理諮商？因為「心」可能指心臟，也可能
有轉喻的意義，指情緒、感受。又像聖經中：
「耶穌動了慈心」，「慈心」本義是內臟、腸
子。但當時的人用腸子代表憐憫之愛，這也是
轉喻，同樣的世界有本義和轉喻的意義。

3.「肉體」也是容易被誤解的詞

當時的人視腸子為憐憫的所在，「肉體」
則被視為是慾望的所在，因此「肉體」本義是
血肉之體，無關善惡，但有時有轉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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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是神給人的禮物

然而《打造神國企業》提到：「工作不是
被神所詛咒的，乃是祂賜給世人的禮物。」(李
虹，49-50)因為亞當犯罪前，神已經給了亞當
管理照顧伊甸園的工作(創2:15)。神必給亞當
能力資源來執行這工作，不會辛苦勞碌，反而
能享受工作。

3. 享受人與物互助與愛的關係中

《工作是一份禮物》一書引用創2:15(NIV)
「耶和華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在其中工
作(希伯來文avad，work)，關懷看顧（take 
care of )。」解釋到：「在神的心意之下，工
作與關懷看顧原是不可分割的，工作蘊藏愛的
本質。」(海特利，37）亞當在工作時，必然
對園中動植物滿懷著愛來照顧他們（想像照顧
寵物的感覺），也從園中獲得養生所需（果
子)，神不會對物質世界沒有興趣，祂是物質世
界的主，祂的原始設計是讓人與物質世界有著
互助與愛的關係，用愛在物質世界的經營中得
到祝福與養生所需。

4. 認出工作的神聖使命

17世紀名建築設計師克理斯多夫，奉命重
建聖保羅大教堂。當工程進行時，他到工地查
看，陸續看到3名工人在砌石塊，也問了他們
同樣問題：「你在做什麼？」

第1位不耐煩的說：「我在砌石塊啊」。第
2位無奈的回答：「唉！我在辛苦工作，養家
活口」。第3位很興奮的說：「我在建造宏偉
的聖保羅大教堂」。3個工人代表3種工作觀。
第一個覺得工作是單調厭煩。第二個感到工作
是生存的無奈。第三個滿懷熱情，因為找到工
作的使命感，使命感是每個工作都需要的。

5. 工作可以是敬拜

世界是神所造並且屬神的，神是「物質世

指邪情私慾或罪性，需從上下文分辨不同。例
如：「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
告。」(來5:7)。這不是說基督有邪情私慾和罪
性，而是在他有血肉之體的時候。又如：「你
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
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羅8:13)。這不是叫
我們像馬丁路德還沒明白「因信稱義」之時，
鞭打身體，禱告跪爬樓梯，此處的肉體並非指
身體，乃是轉喻指「邪情私慾與罪性」。如果
把肉體都當成相同的意義，會嚴重的誤解聖
經。

4. 對「世界」平衡的解經

同樣地，「世界」有時指神所造的空間或其
上的人事物，無關善惡，但是有時轉喻指著世
上抵擋神的黑暗權勢和價值系統，例如：「小
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
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約一4:4)。「不要愛世界」，「不要效法世
界」，也是此意。

因此解經時，不應把世界都當成相同意義，
更不應認為世界是全然邪惡的。反之從創世記
可看到神所造的美好世界，是讓人生活、工作
並享受在其中，歸榮耀給神。即使人犯罪後，
詩人依然歌頌：「天屬你，地也屬你；世界和
其中所充滿的都為你所建立」(詩89:11)。又如
詩歌所唱：「這是天父世界，小鳥展翅飛鳴，
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天理精深，這是天父
世界，祂愛普及萬千，風吹花草將祂表現，天
父充滿世間」。

二、轉化職場前，先轉化工作觀

1. 對工作的負面解讀

對世界負面的解讀，也影響了工作觀，在
保羅的年代，有人貶低工作的價值，這或許受
到當時希臘哲學的影響，認為靈界是良善的，
物質界是邪惡的，柏拉圖認為工作是物質界的
生活，低於靈界的(李虹，190)。但這並非神對
工作的看法，因此保羅勸勉：「若有人不肯做
工，就不可吃飯。」(帖後3:10)

有些基督徒認為世界的工作只是在處理短暫
物質世界的事務，又因創3:19：「你必汗流滿
面才得糊口。」人類犯罪前，不愁吃穿，犯罪
後才勞碌工作，只為一口飯，以為工作是亞當
犯罪後的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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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時，不是叫我們出離世界，不管世事。而是一
起商討、裁決、解決世界的事務，所以教會是要
「轉化世界與職場」。

3. 教會--轉化世界與職場

曾看過基督教今日報的見證，一位銀行經
理，依靠神有，在平安月邀請牧師來祝福銀
行，取代傳統的方法，有美好的業績，也得到
上級的肯定讚賞。（http://www.cdn.org.tw/News.
aspx?key=6600）

聽靈神校友張孟訓牧師分享，他在教會開拓
的前幾年人數總是十幾個，由於有感動關心在地
產業果農，有時也幫忙促銷，卻也因為此乃處理
世界的事務，感覺不太屬靈，然而神卻對他說：
你不只是蘇澳芥菜種靈糧堂的牧師，你是蘇澳鎮
的牧師，他的教會觀轉化了，因著關心人心靈、
物質和職場的需要，現今他的教會已是該鎮最大
的教會之一。

4. 職場教會的禱告祭壇（屬靈權柄）

耶穌提到「教會」的上下文（太16:18-19；
18:17-20），也應許給教會的禱告、捆綁與釋放
的權柄。現實世界與職場有許多挑戰與黑暗，
然而我們不是孤軍奮戰，神既是世界的主（老
闆），我們更要尋求老闆的協助與授權（禱告與
權柄），這位老闆渴望祂的員工（人）在祂的公
司（物質世界）中按著祂的公義經營，並得到祝
福與關係的和諧。因此我們更要運用屬靈權柄，
禱告倚靠神，才能轉化世界與職場。

結論：

願主轉化我們的教會觀、世界觀和工作觀，
回應主給教會的使命與權柄，轉化世界與職場，
帶來教會更新與復興。

參考資料：
丁恩．布里格斯。《天國議會正興起》。台北：以琳，
2018。
巴克萊。《巴克萊每日研經叢書—腓立比、歌羅西書、帖
撒羅尼迦前後書註釋。》香港：基督教文藝，1987。
朱柬。《台灣從危機到轉機的關鍵--Ekklesia (教會)的意
義與運作要領》課程講義，2019。
艾德．史福索，《轉化改變世界由職場開始》。台北：天
恩，2008。
艾德．史福索。《EKKLESIA尋回神轉化世界的器皿》。
台北：天恩，2017。
李虹。《打造神國企業—在職場中建立榮耀神的企業》。
台北：道聲，2017。
海特利。《工作是一份禮物》。台北：校園，2010。

界」的大老闆，因此不只在教會中，在社會
中工作也在服事主，在處理物質世界時，知
道天上有位大老闆，看著我們如何處理祂所造
的世界（祂的公司）。《轉化改變世界由職場
開始》一書引用西3:23「無論做甚麼，都要從
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說
明「工作」就是「敬拜」。（艾德．史福索，
132-135頁）

舊 約 「 事 奉 敬 拜 」 （ 申 1 1 : 1 6 ） ， 事 奉
（avad ）希伯來文有工作的意思，工作與敬
拜有時息息相關，當時外邦偶像崇拜常融入工
作中。對基督徒而言，將信仰元素融入工作並
以敬畏神（愛神愛人愛物）的心來工作，就是
在敬拜神。當一個廚師看重他的食材乃神所造
的，以敬畏神的心，忠心料理出健康營養的美
食，讓客戶享受神所造的美食，歸榮耀與神，
就是工作敬拜神。

三、轉化教會觀

1. 對「教會」失衡的解經

教會Ekklesia是「被呼召出來的一群人」，
因為過度強調字首ek希臘文有「出來」的意
思，又由於對世界或工作的負面解讀，以為教
會就是要從世界出來，或是信徒禮拜天從工作
出來，進到教堂聚會。分別為聖、守主日固然
重要的，但是若造成教會聖俗二分法，不管世
事，是嚴重誤解教會ekklesia的意義。

2. 對「教會」平衡的解經

Ekklesia在當時不單是指基督徒群體。例如
徒19:39：「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
集斷定。」「聚集」希臘文就是ekklesia（教
會)，「斷定」有裁決、解決的意思。ekklesia
是指一群出來聚集、代表城市的人，共同商
討、裁決和解決城市的事務。所以主耶穌用
ekklesia「教會」（太18:17-20）來指基督徒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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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零(也姓林)，雖然開拓很難有「一點」果效，
但父神給我們100分的鼓勵，要我們夫妻合一
尊主為大，也暗示著可能神將賜一百對夫妻或
一百場佈道會。另一個畫面是看見在一條路，
中間紅色點連接，好像一A字，連接點產生教
會。院長的鼓勵重燃我們的信心，更神奇的是
在禱告與行動中，在2016年6月，我們真的租
下太保市嘉朴東路一段100號房子，東石靈糧
福音中心太保聚會處也在2016年11月26日正
式開幕。一點果效100%鼓勵，成為一間100號
的教會，也啟動東石開拓，擴張變成大東石開
拓，教會真的建立在使徒與先知的根基上。

3.靈：

倚靠聖靈。在2016年10月18日東石鄉猿樹
村，83歲半失智吳張老婦在家附近失蹤，各大
廟發出預言會在那裡找到，我們也受託代尋，
盡力找尋都無訊息，充滿困惑，求主指引也沒
有答案。各大廟預言也都落空。只好求助院
長，院長回應：「往墳墓區找」，我就去墳墓
區找。雖沒有找到，但兩天後，老婦的兒子在
墳墓區旁較遠地方找到了。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亞4:6)。

感謝院長如師如父愛我們，也使西海岸東石
變大東石開拓，走在父神的心意中。我也渴慕
院長所渴慕的先知性恩賜，藉「新一點靈」眼
藥水，感恩院長，祝福宣告院長向山舉目，肉
體眼目健康，心靈眼睛成為主的心眼。

◆ 林碧亮牧師/第十九屆校友
     東石靈糧福音中心

校友群集快閃祝壽院長特別報導

院長如同我的屬靈的父親一般，恩惠、教導

與祝福不計其數，最少要列65點，但仰望愛我

們的父神，也效仿謝院長講道每次三個重點

(謝三點)，列出重要改變我們的三個重要感恩

事項：新、一點、靈

1.新：

新的看見，全心愛神。在2010年暑假期
間，我剛完成靈神二年級學業，有一天謝院
長打電話來，只給我一天半的考量時間，要
我到職場(國際水利環境學院)任職，也就是離
開靈神的全修生，同時在教會服事實習職場
任職神學院修學分。我的疑惑是我付代價辭
大學老師的工作，到靈神全修，走全職傳道
的道路，這個決定好像走回職場？院長解惑
是：「阿亮，你沒有違背起初的呼召，你不
是兼職，不是雙職，也不是全職，而是全心
服事神。」這是一個啟示性新的看見，使我
確定呼召的身份，是全心全意，不在乎「什
麼職」全心愛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神，成為耶穌的門徒。

2.一點：

一點果效，百分鼓勵，一間會堂。西海岸
東石開拓困難，雖然努力，但一點果效都很
難，2015年11月4日在靈神校友退修會，
院長與阿亮約談，看見兩個畫面，一個畫面
是在波濤洶湧的水面，升起大大的1字，就
風平浪靜，而阿亮是零(也姓林)，師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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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

從小我就被週遭的人說「怪」，總是跟身
旁的人不太一樣。我認為這不只是因為

我的人生道路比起一般人的要崎嶇，更是因為
神對每一個人本來就有不一樣的揀選。

六歲時，因隨著母親病逝，我經歷了神的
造訪。那是一個超自
然的經歷，不是一個孩
子可以用言語解釋清楚
的。經歷神的造訪後，
我的靈開始對神有一種
奇妙的渴慕，彷彿踏上
了一個「尋根之旅」，
時刻都在尋找那位「自
有永有」的神，在祂的
同在裡，我能夠徜徉地
做自己

七歲時，我開始在南非留學，十歲時領受
宣教的呼召，二十三歲，神將我帶回台灣就讀
心理研究所。畢業後，我進到民雄靈糧堂全
職；並且在就讀靈糧神學院的期間，實習轉到
台北靈糧堂當時的英語區服事。那幾年間我們
每週主崇都有十幾位新朋友湧入。我們的崇拜
從一堂擴增至三堂，我向神求更多的服事同
工，神說：「我已經供應了。」和巽正牧師討
論後，我們決定不再把人塞往缺口，我們改變
策略，努力地去認識神帶來的每一個人。如同
祂所說「每一個來的人都是祂的供應」，倘若
教會是「人」，而不是建築物或事工的話，神
眼中的教會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活出自己的受
造」這樣的樣貌吧！當我們開始這樣做的時
候，神又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以弗
所2:10）彷彿在肯定我們終於認清了自己手中
的服事不是祂的工作，因為「人」才是祂真正
的傑作。

因著這一系列的領受，我的服事也開始轉
向。神帶領我離開牧區，去到事工管理處，接

著又引領我創業，以LIFE COACH為專業進到
職場，透過各樣的心理學工具，幫助人們認識
神所造他們與生俱來的樣子。

跟隨神的每一天都充滿了驚奇，「天怎樣
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55:9） 這句話
常常應驗在我跟隨神的道路
上。神常常挑戰我的認知、
面質我的意念，每每跟祂對
話後，我就經歷了轉化。祂
鍥而不捨地調整我的每一個
腳步，因為祂對我有我意想
不到的計畫。神使用我那還
未信主的父親對我說，他認
為台灣能夠經歷經濟奇蹟要

歸功於彭蒙惠宣教士的付出，因為當時要不是
有「空中英語教室」，即便機會來了，台灣人
也打不進國際市場！這樣的看見敲醒了我，兒
時神呼召我作宣教士，後來把我帶回到台灣，
不只是要我向台灣人傳福音而已，更是要我幫
助台灣人認識自己、欣賞自己、成為最佳版本
的自己，進而邁入神對台灣的呼召。

我沒有想到自己的傳道之路會跟別人那麼
的不一樣，然而神給了我詩篇71:7「許多人以
我為怪，但你是我堅固的避難所」這段經文。
當我查「怪」這個字的原文時，我驚訝地發
現，原來這個字的意思是：神能力特殊的顯現
（奇事）、關於未來的事件（兆頭）。原來神
要我們活出祂創造我們的獨特，不是要讓我們
「作怪」，而是要我們向這世界顯明神的能力
以及宣告祂未來要作的事！神的帶領往往超過
我們的想像，而當我們走在人生的彎道上，我
們需要與聖靈同工，使祂的水流在我們裡面形
成一條能夠讓祂任意流動的河道，如此我們將
會在不知不覺中，活出祂造我們個別的樣式，
並走進祂對我們獨特的呼召。

◆  彭羽辰傳道 / 第二十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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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諮商與聖經的多元
角度，藉由對話方式解
析生活大小事，幫助
我們的心靈安歇，不
再紛擾。

【2020靈神校友退修會】

無論您在何處，歡迎在各地忠

心擺上辛苦的校友們一同「回

家」，與我們一起團契，讓身心

靈重心得力。

● 感謝主，今年錄取的新生：

神學本科26位
牧靈諮商碩士班27位
牧靈諮商博士班3位
選修生14位
台北本院共計70位

＊時間：2020.2/2-4 （日～二） 

＊地點：劍湖山王子大飯店

＊主辦單位：

高景旗副主席與中區校友退修會

籌備團隊

＊報名：

2019/10月開始受理，歡迎校友

踴躍參加。

最新節目

● 全校師生退修會

日期：9/10～12
於林口養生村舉辦，在開學
前能有美好與神親近的退省
時間。

靈神影音頻道！謙言one語、國度視窗、心
靈安歇、學生音樂創作⋯等，豐富多元的節
目，給您生活的靈糧、國度的視野。

歡迎查詢靈神官網，或訂閱YouTube靈
糧神學院影音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