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的同在」在這些年，成為廣為思想的

題目，在年初也收到一本書作為禮物，書名就是

「接待神同在」。在此我們要由聖經來思想，無

論舊約、新約，究竟世世代代的信徒，是如何認

識上帝的同在，而且經歷它到一個真實的地步，

以及今日的信徒可以如何經歷這份屬靈的產業。

 

榮耀與同住
　　　　　

   在舊約中，有兩組字，談及「上帝的同

在」，一個就是「榮耀」kabod，另一個就是

「同住」shekinah。這兩個字交互出現，將上

帝如何將祂自己的同在安置在以色列人中間，

作了完整的說明。

   「榮耀」kabod一字一共出現376次，可以譯

為「沉重、份量、豐富、尊榮」等不同的字。

當這個字譯為「沉重、份量」時，它可以指大

衛之子押沙龍的頭髮「他的頭髮甚重」(撒下十

四26)因此我們很多時候聽到人們說，上帝同在

的榮耀是一種重量，其實意思就是說，「上帝

的同在」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真實。 

上帝臨在時的榮耀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上帝的雲火柱來前

導他們「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現」（出十六

10）。當他們來到西乃山「耶和華的榮耀在山

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狀如烈火。」（出

二四17）。當上帝要他們建會幕，祂說「會幕

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出二九43）。當摩

西建好會幕「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

光就充滿了帳幕。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

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四十34-35）之後「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

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

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出

四十36-38）上帝的榮耀就在約櫃之上，顯在煙

雲之中，帶領以色列人行經曠野，進入迦南。

   士師時期，約櫃放置在示羅，當時的祭司是

以利，他的兒子不肖，抬約櫃出征，以致約櫃

被搶奪，以利的媳婦給初生的孩子起名叫「以

迦博」，這個「迦博」就是kabod，而「以迦

博」就是「榮耀離開以色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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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羅門建殿完畢，獻上祭物與禱告「所羅

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

祭和別

的祭。

耶和華

的榮光

充滿了

殿。」

（代下

七1）

上帝的榮耀是同住的榮耀

   另一個談及「上帝同在」的字shekinah源

自「住」的概念，上帝要摩西與百姓為祂建造

會幕，成為祂的「住所」，因為祂要「在那

裏與以色列人相會，..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

間。」(出二九43-44)「住」的字根是shkn，
而後衍生出來的shekinah就是上帝榮耀的同

住，也就是引導他們的雲火柱與住在會幕之上

的煙雲。因此我們發現，所謂的shekinah「上

帝的同住」與kabod「上帝的榮耀」指的是同

一件事。舊約聖經讓我們看到，以色列人是親

眼看見上帝同在的榮耀，也親身經歷了上帝榮

耀的同在，榮耀就是同在，同在就是榮耀。

         

榮耀的光輝

   新約中談及榮耀最重要的一個字是doxa，
一共出現230次，可譯為「燦爛、閃耀、光

芒、威望」等字，也就是強調「榮耀」具有光

輝閃耀的特點。

    當西面來到聖殿，看見耶穌的父母將他抱

入聖殿，西面接過孩子來說「我的眼睛已經看

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

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路二30-32）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他是神榮

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相。」（來一

3） 約翰總其大成，他回想與耶穌相處的年

日，他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他既是上

帝榮耀的彰顯，又是上帝的「同住」，他就是

shekinah。新約的作者一致指認成了肉身的基

督，將上帝的榮耀的同住彰顯出來，讓人得以

以肉眼看見。

教會是上帝榮耀的承載體

   保羅說當我們領受救恩時，就「使祂的榮

耀得著稱讚」（弗一14）並且「但願祂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遠遠。」（弗三21）教會是上帝榮耀

的居所，與基督一樣，要領受上帝榮耀的同

在，也要將上帝的榮耀彰顯出來。

參訪伯特利教會經歷上帝的同在

   2014年一月，周神助牧師邀請國度領袖學

院之下各學院的領袖、分院的負責人，以及台

灣八大區的領袖，前往美國舊金山參訪伯特利

教會。

   說起伯特利教會，大家應該不陌生，就是

這些年「天國文化特會」中的主要講員Bill 
Johnson牧師的教會。在去之前，我並不太知

道，伯特利教會主要強調的就是「上帝同在」

的文化，去到當地，才真正領悟所謂「上帝同

在的文化」是一種什麼樣的樣貌。

  伯特利教會其實在舊金山以北四小時車程的

一個小鎮Redding，小鎮只有十萬人口，卻因

為有伯特利教會在此，小鎮受到極大的影響。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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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特利教會開始於1952年，當時只有幾個

家庭在一個私人家庭中聚會。1954年因為人數

的增加，他們註冊成立為伯特利教會。前後歷

經伯特利教會能成為Redding的一盞明燈。諸

位牧者中任期最長的就是Bill Johnson牧師的父

親，在他的任期中，伯特利教會增長成為一間

超過1,000人的教會。到了1996年 Bill Johnson
牧師接手這個教會，教會成長至6,000人。目

前他們有幼兒園、小學、超自然學院等附屬單

位。近年來Bill Johnson牧師已將主任牧師交由

他的兒子Eric Johnson。

    我們在此參訪五天，每一天的行程都是滿

檔。我們參與他們超自然學院的上課，在課前

的敬拜中被聖靈大大的得著。我們也被邀請參

觀他們的禱告、醫治等事工，說是參觀，其實

是他們實際服事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去

到他們小學生的教室，由孩子們對我們發出先

知性的預言，雖然是六歲到六年級的孩子們

（我那組是三年級），他們所發的預言準確度

不輸給成熟的先知性事工者。

    看著這一切，我似乎明白什麼是他們這些

年一直強調的「天國文化」。他們整個教會沉

浸在上帝真實的同在之中時，孩子們自小就經

歷超自然的真實，等到他們長大，他們很自然

的就活出超自然的生活。所有的事都可以在上

帝同在中發生：醫治、釋放、預言、敬拜、舞

蹈、繪畫。雖然他們沉浸在上帝同在之中，但

是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很好的管理，他們的事工

井然有序，他們也做職場事工，甚至他們的醫

治事工還要掛號。每個週末，許多人由全美甚

至世界各地前來，在此尋求醫治與引導。

    他們也尋求與城市的連結，他們租市政廳

的大講堂作為教室，成為市政的收入。因為上

千名國際學生在此，甚至租屋公司還有專門的

伯特利專案。國際學生不但學習聖經、敬拜與

醫治，還要參與在打掃公共設施與探訪弱勢的

社區工作中。他們並不是一群兩腳不著地的空

想者，而是嚐試把天國的治理帶入地上的一群

人。難怪他們有一個標語是 ”On Earth as in 
Heaven”「在地如天」。

    與我們分享的牧者們，並不認為他們毫無

問題，他們與我們一樣會遇見瓶頸，遭遇須要

溝通的分歧，也須要處理發生在生活中的大小

事務，但是追求「上帝的同在」是他們共同的

信念，他們真的是一個Bethel（伯特利-上帝

之家）的教會。

    參訪完伯特利教會，我並不認為是找到所

有問題的答案，也不是說他們是完美的，但是

讓我有一個認識，就是將「上帝的同在」與

「上帝的治理」行諸於地，是可行的，也是一

個應該追求的方向。

追求上帝的同在就是追求主再來

   在思想如何追求「上帝的同在」過程中，我

有一個很深的領悟，其實追求「上帝的同在」就

是追求主的再來。就如同以諾與主同行一樣，每

一天的同行，讓以諾在不經意中被主接去。在我

們追求「上帝的同在」同時，我們已經在預嚐天

恩的滋味，直到最大的「上帝的同在」來到，那

就是主再來的時刻。約翰在啟示錄說「神的帳幕

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

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二一3）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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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在我15歲的時候突然過世，他的離世給

我帶來生命全新的思考，因為昨天還在快樂吃麵的父

親，兩天後就由醫院送回死亡。面對人生在一個15歲

的青少年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我在那時接觸了

主，但到了大學才完全信靠這位主，因著對死亡產生

很大的興趣，所以很喜歡讀一些哲理方面的書，大學

曾經在理性主義及存在主義的叢林中待過一陣子，所

幸神的聖靈把我救了出來！

    我大學有一個十分溫暖和愛的教會-台北真理

堂，奠定了我生命的根基，在其中我學習團契的重要

性及彼此相愛的恩典，我有一個很不同的大學牧師

-于金堂牧師，他讓我成為一個快樂的基督徒和有次

序的門徒，因著主的憐憫及恩典

站立，他是一位很懂福音和愛的

人。 後來和我先生到美國讀三

一神學院，在冰天雪地中念英文

聖經，是我人生的轉捩點，發現

聖經是全天下最棒的一本書！

   我很喜歡和神獨處，因為覺

得神是全天下最可愛的人了，很

多我自己的疑難雜症被神解決，

神是我見過最豐富、最熱情，也

是最疼愛我們的！邁入了第13年的事奉年頭，真是充

滿了感恩！一路懵懂單純地走過來，很少想太多，

但神的恩典和憐憫充滿了完全的豐富，經常叫我驚

訝！謝謝神在我生命中放下了好多的屬靈長輩成為榜

樣，戴義勳牧師無條件對我們的愛陪伴我們家好多

年，于金堂牧師對我們家的恩寵及栽培，楊寧亞牧師

的堅持真理、努力的精神及純正的教學，愛修園陳恩

慈牧師對我的疼愛有加及經常的代禱，讓我明白、認

識神的憐憫，江淑鶯牧師的單純堅持和愛護，謝宏忠

院長夫婦的榜樣和代禱，很實在的對一個新老師鉅細

靡遺和慈愛的幫助。

   

   我在三一神學院及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們，

他們對我的愛和引導，常讓我想到天父的愛。不記得

待在三一神學院Dr.Charles Sell指導教授辦公室多少

時間了，只記得他私下和我的溝通比他課堂上教的

還深刻。我很注重教導，是因為受教在Dr.CharIesSeIl
底下，他是美國—位知名教授，他的老師是霍華

(Howard G. Henricks 改變生命的教學作者，是全美最

有名也最好的教授之一)。有些不是中式傳統式，但

是有效的教學法，給我很大的啟發！我很喜歡比爾強

生(Bill Johnson)的教導，我們在他的教會住了一段時

間寫博士論文，知道神同在是一切事奉的根源!這就

是為什麼我決定每次神學生上課前—定要先敬拜到遇

見神為止，因為遇見主才有真實的力量跟隨，遇見主

才能被愛充滿，否則知識永遠

不能成為生命的活水！因為

年輕時飽受台灣眾教會牧者

栽培及疼愛，我們很盼望回

到這塊土地上回饋下—代。

   感謝神能使用我這樣軟弱

不配的器皿，從15歲失去父

親，經常沒什麼安全感，神

就找了無數弟兄姊妹接續地

接納我及無條件愛我，我如

果能服事什麼，只能說都是祂

的憐憫及恩典與長輩弟兄姊妹學生愛護而已!这這學期

在神學院教書，愈來愈發現我這個小小的人，有—個

大大的神！就—個小小的人來說，我們實在不能為神

做什麼。和眾神學生得到的結論是:惟—榮耀主的途

徑就是誇自己的軟弱！誇我這麼—位天地間小小容易

犯錯，容易軟弱，容易生氣，容易放棄的人，而耶穌

如何接納我，堅固我，寬容我，永不止息的愛我！人

生道路上，來來去去好多人，以前不捨得和各國的

學生分開(每星期在我家禱告的5大洲都有)現在學會

了珍惜！主給我們眾人相聚一天，就相愛及感恩一

天！我是很幸福的老師，有—群愛神愛我的學生，也

有—群溫暖的台灣神的子民！

   黃讌嵐老師介紹

教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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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Pastor變為Father 第十五屆校友 孫健銘

香港孵化箱事工

校友巡禮

 從來沒想過會走上這條路。結業離開神學院後，

便回到香港在從小長大的母會中當個傳道人，心裡

想：然後就一直在教會事奉到退休吧。然而神對我的

心意卻不是如此。

   兩年多前，神帶領我離開了待了近40年的教會，

踏進了一條從未想過，亦不知前路如何的道路。這一

步，讓我踏進了迷失。離開後，環繞著的問題就是：

我在做什麼？下一步要怎樣？未來會怎樣？到現在，

神似乎也沒打算給我明確的答案，卻叫我繼續學習對

祂的全然信靠，因為He is good and faithful. 感恩是，

這一步，亦是讓我踏進了真兒子的一步。神要重塑我

的生命及身份。神的道路果真超過我們的道路。

   記得在神學院一次與主相遇的經歷中，聖靈幫助

我發現原來我一直都只稱我的神是「上帝」，從沒稱

呼過祂一聲「天父」。感謝主，那刻我被醫治，神挪

去我奴僕的心，那天開始，我可以自由地稱祂為父。

而過去這兩年的經歷，更進一步讓我經歷和體會我是

祂的兒子，而非僕人，我不需要亦不能用我的行為和

事奉來賺取神對我多一點的喜悅，因我本身就是祂所

喜悅的愛子、眼中的瞳仁。神挪去我孤兒的心靈，讓

我找到自己真實的身份。正如羅馬書8:15說：『 你

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

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這種心態的改變也讓我重新定位與人的關係，當

中最大的收穫是與屬靈權柄的關係的突破。以前對權

柄總是有種既敬而畏的距離感，既想親近，卻又懼

怕，這跟我與天父的關係很相似。然而神不單讓我重

拾神兒女的身份，也讓我得著作屬靈兒女的身份。我

在神的家中找到馬爸爸和馬媽媽。從前在教會架構

中，他們是我和惠森的牧師師母，我們一起同工。神

卻帶我們脫離崗位和職位的外殼，好叫我們能進入更

真實的家人關係。現在在家人關係中，他們是我和

惠森的爸爸媽媽，我們一起同行。感謝主，我有父

母，我有無私的上一代願意付上代價的去成全下一

代，也成了我美好的榜樣。

   現在我在馬爸馬媽帶領的「孵化箱事工」中事

奉，孵化和建立末後激烈愛主、等待基督再來聖潔無

瑕疵的新婦。而我亦帶領一個名叫Landmarkers(為神

奪回地土的人)的群體。神亦透過這群弟兄姊妹，讓

我學習怎樣作屬靈父親。2008年女兒以心出生後，惠

森就當起全職媽媽，而神就在我們怎樣作肉身的父

母的學習中去預備我們為父為母的心，叫我們學習

成為屬靈父母。 在群體的同行的旅程中，我們經歷

掙扎、衝突、醫治、饒恕，一步一步有血有淚的建

立起真實的家人關係，叫我們成為不僅是一個群體

的家人，也是一群立約的家人。神讓我明白”Family 
Army”(家人軍隊)是世上最強的軍隊，關鍵不在於當

中每一個人都是最棒最優秀最強最有恩膏最富經驗，

而在於我們是願意彼此成全、犧牲、立約的同行。就

是知道，當有敵人來攻擊我、甚至我軟弱倒下，我身

邊的戰友(家人)也不會離開我，並會為我抵抗敵人，

扶著我這個受傷的人繼續前行。

   瑪拉基書4章5-6節說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

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

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

來咒詛遍地。」神要透過恢復真實的兩代同行關係去

醫治和祝福這個地土。我感恩我踏上了這個家人的同

行的旅程。



・海外報名 1/1 受理，4/30 截止  ・國內 6/14 考試、6/30 前放榜

・國內報名 3/1 受理，5/31 截止  ・新生訓練 8/18-22

    歡迎有心報考者向本學院索取招生簡章或上網

   http://seminary.llc.org.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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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3623022 Ext 7404,7408,7409

印刷品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獻身研討會
4/13(日) 下午2:30 靈糧山莊B1 106室

靈神體驗日 
4/16(三) 8:20~14:00 
Email報名：ziyin@llc.org.tw (4/14截止報名) 

主題：榮耀的器皿

經文：以賽亞書 6:1-13

時間：4/12(六) 青年崇拜

      4/13(日) 主日崇拜

2014 神學主日

～
 
奉獻方式 ～

◎ 郵局【劃撥帳號18746405，戶名「台北靈糧堂」；請於通訊欄註明靈糧神

   學院學校建校基金】 

◎ 銀行【國泰世華東門分行032508181361，戶名「台北靈糧堂」；採銀行方 

式者，請務必傳真至02-23660180 告知，並註明為靈糧神學院建校基金奉獻】

◎請為新院址內部裝潢共需四千萬的經費代禱奉獻

   牧靈諮商碩士科
   報名：5/15 截止、 口試：6/7
   牧靈諮商碩士科備有招生簡章，歡迎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