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們在談到中東及以色列的問題時，有一件事我

們必須要了解，就是我們無法以任何一個單一的區域

或國家的互動來作討論，我們乃是要從全球化的理念

及角度來看整個中東問題。

   所謂全球化是指因著資訊的發達、旅遊的方便、交

通的方便，全球聯繫不斷地增強，使整個人類生活是

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這樣的概念也有人稱為地球村

時代，意指地球在21世紀已經連係變得越來越緊密，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像一個村落一樣那麼近。因此要

講到中東跟以色列的問題，我們必須要以全球化、地

球村的概念來看。所以中東及以色列的問題也不再是

一個單純的區域性問題，而是在各國勢力角力中的一

個施力點或是政治權力的抗衡點。

我們要從幾個大方面來看近來以色

列的（國際）處境：

 一、東方/(中國)勢力的崛起

 二、西方/歐美勢力的衰微

 三、中東兩勢力的興起

 四、以色列的處境

一、(1)東方大國的崛起:中國

   第一個我們要討論的是東方的

興起，就是中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跳躍性崛起，

中國對全球的經濟影響力已經首屈一指。中國已成

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根據聯合國所公佈

2010、2011的全球GDP(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GDP，是指所有在一個國家內一段特定時

間裡（一般為一年）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值)，中

國在2010年成長約10.9%，在2011年雖全球經濟不景

氣，但仍成長約8.9%，比起歐元、美國區，是全世界

成長最快的國家。我們發現不論世界經濟如何衰退，

中國仍然有很大的抗衡力。另外，中國國民的所得也

上看5000美元，外匯存底與購買力在根據世界銀行的

資料，平均有11.33兆美元。而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上，

已經到了3兆美元，是相當可觀的數字。相對於歐洲債

券問題，中國的經濟是更不可忽視的。

   中國的進出口貿

易也非常吸引人，

在2011、2012分別

於中國新疆烏魯木

齊舉行了2次的亞歐

博覽會，年長的一

輩想到新疆，可能

都還是想著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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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是這樣，

中國已經進步到一個新的世代。在

第二屆亞歐博覽會(2012)參展國家

(地區)首次覆蓋了亞洲、歐洲、非

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六大

洲。 將近有46個國家和地區及兩

個國際組織參展，並且各國家與組

織都在在地顯示對中國的友好，並

歡迎他們投資。

   中國為了經濟的發展也建立了

『新亞歐大陸橋』，或歐亞大陸

橋。所謂大陸橋是指各種運輸方

面的道路，如：火車、高速鐵路之

類。歐亞大陸橋特指從中國東部的

沿海港口（有時特指連雲港），沿

隴海鐵路、蘭新鐵路、北疆鐵路，

通過中亞、西亞到達歐洲的鐵路路

線。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經濟的

崛起是全方面的，不僅在經濟指數

上、進出口投資上、甚至在中國內

部天然資源上都可以看到中國的崛

起，例如：中國已成功探勘的最大

煤田，位于陝西省西北部和內蒙古

自治區南部(新疆准東煤田，面積

22860平方千米。預測儲量6690億

噸，可開採約2300億噸，是可滿足

中國百年煤炭需求，是世界大型煤

田之一。所以中國的興起，在經

濟、運輸公路的快速建築、外匯存

底的實力、天然資源都一再顯示中

國的實力。因此，我們可以預見的

是，中國在未來中東以及以色列的

問題上，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所以我們要為中國的未來禱告：求

神讓中國的強盛，成為多國及中東

的祝福。讓強盛的中國成為正義的

聲音及管道。讓崛起的中國能夠成

為神手中的器皿。

一.(2)東方勢力國的延續： 日本

  日本也是另一個東方很重要的力

量，我們也要為日本來禱告。許多

宣教士都為日本的福音付上了極寶

貴的代價。感謝神，自從311海嘯

之後，神開了很多福音的門，求主

繼續在日本來工作，以至於日本被

神得著。特別是以全球守望的觀念

來看，日本其實是獅子門的第一個

重要的國家，其重要性如同守門

者，所以我們要特別為日本禱告。

日本福音事工的開啟將帶動整個獅

子門的開啟，以至於整個日本、中

國、中亞、伊朗、伊拉克一直到耶

路撒冷，整個福音的地帶都要被開

啟。我們也要宣告：日本終有一日

要成為屬神所用的”猶大獅子”，

我們求主祝福日本，為日本宣告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

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二.(1)歐美勢力的衰危:美國

   講到中東與以色列，我們以全

球化來看，拉力不僅在亞洲的興

起，也在歐美勢力的衰微。第一個

我們要看的是美國，因著美國經濟

的大幅衰退，美國在全球各地的影

響力正在衰微。

   我們要為美國禱告的是讓基督

精神與聖經的道德能再一次在美國

復甦起來，讓教會不至於軟弱，並

對現在的道德來妥協。我們也相

信，因著美國政府多年來為以色列

站立，而且仍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

國家，神必然紀念。我們也要為大

選後美國新上任的政府來禱告，求

神使他們成為一個敬畏神的政府，

我們也相信，未來四年對中東的政

策會對以色列的未來有關鍵性的影

響。

二.(2)歐美國勢的衰微： 歐洲

   我們特別提到歐洲，歐洲國家

的衰微是因歐債的緣故。歐債問題

源自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嘯，原本

在歐元區有「穩定與成長公約」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簡稱SGP公約）規定各國政府的年

度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政府債

務不得超過GDP的60%。但為了因應

海嘯帶來的衝擊，各國政府無不提

高紓困金、失業補助，加強政府支

出以提振景氣，這也讓歐盟決定暫

時不嚴格執行SGP公約，造成各國

債務飆高。 

   至2009年12月，希臘因欠下鉅

額公債，導致債信被信評公司降

級，不得不向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

（IMF）申請紓困。當時，多數人

以為這是單一國家的問題，想不

到，2010年中，愛爾蘭與葡萄牙

同樣被降評；2011年，義大利與西

班牙也出現類似狀況。全球各國這

才驚覺，這是一場連鎖危機。這5

國總計欠下超過8兆美元的債務，

等於全球資金總額的15%。現今，

歐洲五國的赤字幾乎都超過GDP的 

10%（其中希臘更高達15.4%），

義大利與希臘的債務更高達GDP的

120%左右—表示這兩國人民一整年

所賺的錢，政府拿來還債都不夠。

   一個需要禱告的是歐洲的生育

率已經降低到非常危險的地步，歐

洲生育率平均只有1.38% ，最高在

法國南部也只有1.8%。而其中歐洲

伊斯蘭信徒的生育率達8.1％，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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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比率來看，在未到2050年，整

個歐洲將“自動”伊斯蘭教化。在

不久的將來，歐洲地區有伊斯蘭教

化的危險。

   我們要為歐洲禱告，求主使歐

洲的教會能夠意識到危機，因此能

夠團結合一，堅強站立。求神感動

歐洲的牧者們；渴慕聖靈的大能，

經歷聖靈的能力，並且經歷聖靈的

作為。求神紀念歐洲原是基督教發

揚光大之地，也是早期宣教士差派

最多之地。

   除了東方中國勢力的興起、西

方歐美勢力的衰微、中東兩大勢力

國興起，也會影響中東與以色列的

處境。

三(1)中東兩大勢力國興起：伊朗

   伊朗向來對以色列非常的仇

視，如同以斯帖記所記載的，伊朗

原是波斯帝國，如同哈曼的靈，因

此伊朗無時無刻都想消滅以色列。

目前最關鍵的就是伊朗核武的力

量。2012年三月，根據專家估計其

鈾存量已足夠製造四枚核子彈彈

頭。即使各國經濟制裁及凍結外匯

也無法消除伊朗掌控及消滅以色列

的決心。這實在是需要我們迫切禱

告的。而伊朗核武力量也帶給中東

和平極大的威脅，以及中東內部勢

力的消長;伊朗將成為最具實力的

帶頭者。我們需要禱告，求神在這

件事掌權，讓中東和平不至於因核

彈而遭到威脅。

三(2)中東兩大勢力國興起:土耳其

   中東第二個興起的力量是土耳

其。土耳其原先雖有非常高的伊斯

蘭人口，但卻是中東最開放的伊斯

蘭國家。土耳其原與以色列友好，

但自從人道救助船事件，兩國關係

陷入緊張。土耳其正企圖擴展在中

東領導的地位，在未來很可能與伊

朗成為中東的兩大勢力。我們看到

伊朗其實就是波斯帝國，而土耳其

就是鄂土曼帝國的再現。

   我們要為伊朗與土耳其禱告，

求神使伊朗核彈製造的過程延緩，

以至於中東關係能夠平靜。也求神

恢復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友好關係，

使土耳其的勢力不至於在中東擴

展。更求神保守其內部激進伊斯蘭

勢力不致掌權。

四、以色列的處境

   當我們看完亞洲勢力的興起、

西方歐美勢力的衰微、中東兩大勢

力：伊朗及土耳其興起，最後要講

到以色列的處境為何。在政治上，

以色列為了保護國家終極的安全，

使用高科技來作必要的措施，例

如：以電腦病毒破壞伊朗通訊設

施、在伊朗核工廠外發現的“竊聽

岩石”等等。以色列亦要面對阿拉

伯國家的高壓。以色列在政治上確

實非常困難，但是感謝主，我們相

信神是保守以色列的，求神繼續引

導看顧以色列。

   不但如此，我們看到以色列在

經濟上、財力上也有極大的挑戰；

美國的經濟衰退勢必影響以色列經

濟。在東方崛起的新經濟次序中，

以色列是否能得到中國的友誼，將

是未來極大的考驗與關鍵。我們求

神祝福以色列跟東方關係的成長。

   在信仰上，感謝主已有許多年

輕人開始轉向彌賽亞(耶穌基督)，

但也有許多的猶太人仍然非常世

俗，甚至許多人對於以色列的未來

並不看好，但又無處可去。不少當

完兵的年輕人去到泰國、印度等地

自我放逐。所以我們要為以色列禱

告，求神來堅固以色列；也來鼓勵

猶太的百姓們，因為他是神眼中的

瞳人，也願以色列的年輕人起來讚

美耶和華，好叫神的保守與恩典臨

到祂的國家。

   當我們思想整個中東以色列的

時候，我們為東方的興起感謝主，

盼望東方的興起成為以色列的祝

福。我們看見歐美國家的衰弱，我

們求神在這基督教重要基地的土地

上，繼續興起聖靈充滿的基督徒來

為歐洲守望。看到中東伊朗跟土耳

其的興起，我們求神特別來看顧伊

朗跟土耳其的基督徒，使境內的基

督徒福音可以廣傳，傳道者也得蒙

保守平安。最後我們要為以色列來

禱告，求神使他們成為一個回轉來

敬畏神的國家，使百姓能更多來呼

求他們的神--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也願有更多的年輕人來認識耶穌基

督他們的彌賽亞。讓我們一起舉起

禱告的手，求神在未來的年間，興

起祂榮耀的工作在中東及以色列!

哈巴古書3:2『耶和華阿、我

聽見你的名聲、〔名聲或作言

語〕就懼怕。耶和華阿、求你

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在

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

時候、以憐憫為念。』◎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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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糧神學院在兩年前增設了牧靈諮商的科系，

這科系的特色就是以心理諮商、內在醫治和屬靈

操練三方面的整合，來達到心靈療癒的目標，而

這個整合則是建立在神學的基礎上。

   「心理諮商」能以專業的方式幫助受創者分析

心理行為，找出問題的根源及導向正確的模式。

「內在醫治」能邀請聖靈進行創傷的醫治。「屬

靈操練」則藉由個人和群體屬靈操練來經歷神，

並培養屬神榮耀形像的生命。而這三項的理論及

運用是奠基於聖經神學的基礎上。這三者都各有

其功效，且某些功效確有重複之處，但若能運用

每項的強處，整合地使用，就有異曲同工之妙，

且療癒的果效更深入而完整。

   以下分享個人如何開始接觸這三個領域，以及

在其中的經歷與學習：

心理諮商

   當我在富勒神學院專修道學碩士（MDiv.）

時，因著心理輔導課程教授的一些話，啟動了我

的整合心路歷程。他說：「若是生命中有哪些一

直令你困擾或無法克服的問題，你們最好在神學

院裝備時期接受心理輔導，好好地面對及處理。

若是沒有處理這些問題，你們在未來服事時，這

些問題將成為服事他人時的傷害點。」 

   當我聽到這句話時，內心

有很大的震撼─長期以來，我

察覺我很害怕分離，有嚴重的

分離焦慮和不安全感，影響我

對神和人的信任，所以鼓起勇

氣開始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心理

輔導經驗。

   我的諮商師是Dr. Gretchen，輔導後，我發現因

幼年喪母，使我的心中有極深的失落感，在輔導

一年多的過程中，我觸摸到內心最深沉的傷痛，

並容許自己透過眼淚來抒發心中的憂傷；我也

開始明白，從小我就有容易憂鬱沮喪的傾向，是

因為失去母親的傷痛沒有得到撫慰。後來我才知

道，我所經歷的就是所謂的哀傷（Grief)過程，而

這過程是在讀經禱告中無法做到的突破。並且我

因著知道問題的來源，可以開始學習新的思考和

行為模式。

   我在取得道碩學位後，也選修了婚姻家庭輔導

碩士的課程，這學習幫助我認識自己，也使我在

日後教會的牧養上，可以分辨會友問題的輕重程

度，不再只看表面；也知道何時或何種情況下需

要轉介給心理諮商專業人員來處理。而我也在牧

會的十五年間，適時尋求心理諮商師的幫助，處

理自己在牧養過程中的負面情緒和壓力等問題，

因此度過多次的難關。

內在醫治

   在富勒求學時，柯

瑞福教授（Dr. Charles 

Kraft) 開始內在醫治的

課程。記得在班上一位

姊妹為我禱告時，她說

看到一幅圖畫：「開始

時，一個嬰孩被抱在懷

裡，搖啊搖，但是突然地被拋在空中，搖籃中的

所有物都被拋出去。」我想到因母親的過世，我

的人生就是如此被拋出去。我非常的訝異沒和她

說我的過去，她如何得到這啟示？這引發了我對

內在醫治的好奇。

   後來，柯教授也在我的教會帶領醫治的聚會，

我觀察，也接受服事者的禱告。慢慢地我的心軟

化下來，使聖靈可以在我心中作更深的醫治工

作，我發現這是諮商師無法觸及之處。 

專任教師 葉美珠
  我的整合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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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會的羅學川牧師（Dr. Brad Long），因著

他在靈恩和醫治學上清楚紮實的聖經教導和親自

培育我，使我可以大膽地嘗試去經歷聖靈的充滿

並操練能力的服事。

屬靈操練

   在我進入神學院時，牧者給我一年的時間，好

好適應而不需投入服事，因此我有較多自己的時

間，啟蒙的屬靈導師鼓勵我多作些屬靈操練，當

我讀了傅士德所寫的「屬靈操練的禮讚」，激發

我開始操練靜默獨處。

   之前經過心理諮商和

內在醫治的禱告，我知心

中需要上帝的愛來填滿的

空洞，於是我每早坐在主

前，讓神的愛和神的靈來

充滿我。在那一年裡，我

心中的空洞逐漸被填補，

並經歷保羅所說「主的愛激勵我」的真實。我發

現我的生命雖有失落，神卻藉此使我更深經歷祂

的愛，並且服事祂的意願更堅定。另一方面，因

有持續地屬靈操練，使我更容易選擇合乎神心意

的生活方式，讓主在我裡面長成屬祂的生命。

   感謝神，在北美牧會期間總是有屬靈導師帶領

我，幫助我藉著屬靈操練不斷地更新。我參加了

為期三十天的羅耀拉屬靈操練，藉著默想耶穌的

一生，深化我對主的認識，讓生命在主的話語中

被重整。我的屬靈導師之一的Jan Johnson，她以

五年的時間幫助我，學習在種種服事的挑戰中如

何活出屬神榮耀的生命。

   對基督徒來說，神的話是我們信仰的基礎，

上述這三個領域若要整合，就必須立基在神的話

語上。我的教會屬福音

派，但對這三方面是開

放的。教會的帶領查經

訓練成為我對神話語之

認知和看重的基礎。每

次有新的屬靈體驗（如靈恩），我都會查證聖經

的根據；在經歷醫治後，我也都求神給我一句話

為印證；當有任何攻擊來臨時，就操練靠神的話

站立得穩。

結語

   在醫治整合模式中令我最佩服的也最認同的是

在莉安．佩恩(Leanne Payne)所創辦的牧養關懷

事工（PCM-Pastoral Care Ministry）。這事工以神

學為基礎的整全醫治，並且結合了屬靈操練、心

理諮商與內在醫治。她的觀點是：經歷創傷得到

醫治，會覺得喜樂，但這不是生命的高峰，生命

的最高峰乃是不斷培養一個擁有神榮耀形像的生

命。

   因著經歷不同向度的整合醫治，不但我的失落

哀傷漸漸地得著醫治，也使我在日後以整合的方

式來服事。這些年來，我以整合的模式開始『伴

你走過憂傷路』哀傷支持小組，親眼目睹神在組

員身上所帶來的醫治和成長。

   所以，全人的心靈治癒的目標，不僅是心靈

創傷得醫治，最終是要培養屬神榮耀的形像。深

信神是很豐富的，不同的人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來經歷神的醫治。所以就一個服事者而言，若能

學習以聖經為基礎，發展心理諮商、內在醫治和

屬靈操練的三方面整

合，就可以運用整合

的模式來服事牧養有

不同問題、需要的會

友。

   多年來以整合的

模式來服事是我的心

願，很感謝神讓神

學院看見此需要，

因此設立牧靈諮商

（Spirituality and Pastoral Care)科系，相信透過這

科系可以造就許多的牧養關懷者，能更深入的服

事這個世代。◎

教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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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要聞

獻身研討會

4/14(日) 下午2:00 靈糧山莊 B1 106室

之後連續兩週的獻身研討小組，幫助大家

更清楚神的呼召！

主題：成為一台戲

經文：林前 4:9-13

時間：4/13(六) 青年崇拜

      4/14(日) 主日崇拜

2013 神學主日

1.奉獻在本堂及分堂，註明為神學院並指定項目：

  (1)建校基金 (2)宣教基金 (3)急難基金 (4)經常費

2.利用郵政劃撥01582918,戶名「靈糧雜誌社」，

  劃撥單上亦註明神學院與項目。

3.匯入國泰世華銀行東門分行 3 2 5 0 8 1 8 1 3 6 1,

  戶名「台北靈糧堂」請在匯款單上註明神學院及項目，

  並請將匯款單傳真至神學院。

4.本堂兄姊已使用認同卡者，可勾選神學院並註明項目。

奉 獻 管 道

   靈神新科系---牧靈諮商碩士科
   報名：5/15 截止、 口試：6/8

   以推甄方式申請！
   牧靈諮商碩士科備有招生簡章，歡迎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