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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訊

   本期專文

遍地烽火的2019上半年

今年第一季到第二季，台灣教會的眼目全

聚焦在政府漠視七百多萬的愛家公投，政治運

作讓同婚法暗度陳倉，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

同婚合法國家。此事後續的效應，包括台灣傲

視世界的健保將面臨愛滋病醫療支出將衝擊其

他的費用，特別是老年關顧的照護，何況台灣

2021年之後將進入負成長的人口，誰當總統都

難以撐起龐大的工作人力與國家各樣稅金支出

的缺口。經濟上，沸沸揚揚的中美貿易戰再度

大幅升級，好不容易從2008金融風暴爬起的國

際經濟活力再度往衰退的方向發展，台灣經濟

因為是出口導向也在受傷的行列。

五月世界多個地方暴雨成災，520台灣多處

也經雨彈攻擊，令人難以忽視台灣面對的溫室

效應危機，台灣其實是全球升溫最快也最多的

國家，我們周遭的海域也已沒有不含塑膠粒的

乾淨海水。台灣的生態學者陳玉峰，提醒2019

花亂開的現象是大凶年之兆，因為暖冬嚴重衝

擊果樹開花結實，蜂農稱今年是70年來採蜜最

慘絕的一年。然而，國內或美國、澳洲的大

選，讓我們看見關懷環境的議題作為競選主

軸，現實上無法對抗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競選

策略，想發大財的上一代與縱慾的下一代，似

乎無視於氣候變遷帶來的連鎖毀滅效應。

國內外許多的議題，基本上既難解、也幾

乎無解，因為已經超越政黨、國家、媒體立場

的不同。同時因為議題的尖銳性，無論法案如

何通過，其實沒有改變人民彼此的對立，或與

政府間的對抗。對話空間在這樣的世代幾乎找

不到，因此只有循環不息的上街抗爭，叫囂、

怒吼、對罵。手上握有資源的政經高層，隨時

可能將衝突升高成實質的戰爭，加劇生態的毀

滅速度。在這樣的處境下，基督徒與教會既不

能沉默，也難以不被捲入對立的循環對抗，疲

倦與退縮恐怕是難免的態度，解方在哪裡?

末時的方舟預備--時間銀行與教會

◆林瑋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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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兩面向信息

聖經的先知傳統，向來是一邊宣告上帝的

真理與對地上罪惡的責備與警告，一方面也宣

告上主的拯救並指出叫人得贖的盼望路徑。

因此，教會作為神國的體現載體，不能只有先

知的責備與警告，因為這會陷入不斷的對抗循

環，也增加傳福音突破的難度。顯然，我們必

須有先知另一種安慰的信息與救贖的角度，使

人看見這沈淪世界的希望。同時，這絕對不能

是虛幻、假平安式的粉飾太平，真實的醫治不

可能來自忽略真實的病兆，而應是準確的診斷

與誠懇的建議治癒的方向。

既然這是一個平衡、雙向的工作，除了繼

續剴切指陳病皁，禱告與督促立法、教育機構

轉向，一方面也要注意並參與上帝已經或正在

全球佈局的末世方舟策略。就算不強調聖經對

歷史終局的災難與困境，簡單的從時事也應該

發現許多情況已經難以逆轉，例如台灣人口的

負成長走向，後來的生育努力只能延緩而非逆

轉。而未來勞動人口的缺乏，也一定衝擊經濟

效益與老年照護人力。何況，地球升溫造成的

物種滅絕，糧食短缺，目前看不到減溫的有效

表現，因為這牽涉人性貪婪與現代安逸生活惰

性改變的困難，教會在這方面並無二至。

什麼是能對抗以上的對立、衝突、困乏、

短缺的可能之道呢？當人群彼此不再能對話、

信任、合作、互助，老、弱、殘便是第一個被

消滅的，那可以是老人、小孩、窮人、病人、

無權無勢者…。

一位南非政治理想主義者的醒悟

Tim Jenkin  生長於

50、60，南非種族隔離

制度的年代，70年代突

然醒悟自己屬白人的優

越與隔離政策不是件公

義的事，於是開始投入

反對的政治運動，甚至

被捕入獄後戲劇性地越

獄逃到英國倫敦，成為

暗助曼德拉出獄、成功

獲得執政的海外力量。後雖然得以目睹南非脫

離種族隔離，曼德拉總統之後的黑人政權卻未

脫離貪腐，人民也未能從種種經濟的階層隔離

中獲得自由與公平對待，1997年終於再次理想

破滅。

Tim Jenkin 深刻的反省到，經過各種手段

好不容易獲得的政治權力，事實上無法不受制

於經濟或金融的力量。放眼世界的各國政治領

袖，沒有不嚴重受經濟問題牽制而能施展抱負

的。如果經濟力量控制了一切，政權的改變只

是改變一批順從資源的掌握者，其實沒有太多

真正的改變。而經濟是一個全球體系，任何國

家基本上無法去改變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世界經濟受貨幣制度主導，如果政府只是在為

大量的金錢（金融機構）提供服務，想去服務

人民、特別是弱勢的人民，是沒有太大可能

的。

既然貨幣是世界的壟斷性交換系統，透過

金錢來主導一切的經濟活動，有愈來愈集中

（M型化）、中心化、全球化的趨勢，除非有

另一種不以金錢貨幣為單位的交換系統取代，

否則難以脫離被剝削、控制的命運。試想，眾

人的存款價值不斷的被貶值，這使得年金與晚

年的照護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依靠政治

力的政府經濟作為，歷史已經提醒政權轉換並

沒有任何實質的經濟系統轉換。這種困境激發

出 Tim Jenkin 追尋解套的另類系統，且必須

是不衍生利息、高利貸、重均衡而非致富、關

注社會福祉而非增長，永不會資本集中的新價

值體系-社區交換所和時間銀行（community 
exchange and timebanking）。1 

時間銀行的核心概念

蒙召從慕主先鋒教會牧職再度回到電腦

本行的黃國瑞牧師，結合了 Tim Jenkin 的系

統，打算以區塊鏈技術改良去打造出一套全球

適用的時間銀行平台。這樣的系統主要在實現

不依靠「瑪門」，而是「嗎哪」的社區資源交

換，過程沒有幣值現金需要，也就是無現金社

會的實現。也許目前尚不能完全取代市場經

濟，卻是跳脫貨幣操縱的生活方式。對於像現

在的委內瑞拉，因為政治動盪造成幣值完全崩

盤、經濟崩潰的國家與地方，其實是一種解

救。這對於末後世界可能出現的經濟集中化、

集權化，是一種對抗的預演與解方。

2

1 Alternative Exchange Systems Community Exchanges 
And Time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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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瑞牧師的感動來自一次默想約翰福音，

神的「道」與中國古人對道的體認。神可以用

許多的方式對人說話，而禮運大同篇的一句

「大道之行」觸動他去思想若「道」就是活出

基督的生命，對世界的影響不正是一個互助互

信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

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樣的

「大同」世界，歷史上成功出現的並不是共產

社會，而是使徒行傳的耶路撒冷教會。「信的

人在一處，凡物公用」透露的，是一個以信

與愛互相支持的社群（社區）生活（徒二44-
46）。

基督徒在一個高壓的政治、經濟、社會中

如何存活？如果信仰與經濟的的自由被剝奪

時，人也許會失去職位與工作收入，卻不會喪

失自己的能力與時間。因此以時間為單位的系

統，計算的不是你擁有多少的現金幣值以獲取

需要的服務或資源，而是你願意用多少上帝

給你的恩賜能力、生命時間，去服務你可以幫

助的人。因此，黃牧師稱這樣的幣值為他連

得（talent），並且所有的人都有神給的他連

得，因此沒有人只能領受而不能給，也沒有

人只給而不需要接受，因為無人是全能與無限

的。因此，貨幣為基準的世界可能造假與偷

竊，以人的能力與時間長度為單位的，只有願

意如何交換的問題，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助

與互動。

時間銀行與教會

且不論長程遠景，這世界可能的末日景

象，其實可能並不會太久。短期，2025年台灣

就進入「超高齡社會」，已知的政府長照經

費與人力勢必不足。目前台灣數個地方政府已

開始試辦時間銀行，讓人在可以幫助照顧老人

時，為自己保留將來能獲得別人幫助的時數。2  

約瑟不只是保留雅各家性命的器皿，更是

上帝賜給當代飢荒世界的拯救者，在豐年及早

預備了荒年足夠的糧食。或許教會可以思考將

已經著手的各項服務，轉為時間銀行幣，及早

掌握時間銀行交換系統平台的主導、服務權，

成為真正深入社區互助的中心，讓弱勢者不只

是被服務，而是在時間與能力無貴賤前提下，

使每個人的他連得被建立，產生動機為自己贏

得尊嚴的貢獻機會。如此，教會將容許外面的

人力參與進來，在許多社區的需要，如共餐、

課輔、老人、小孩照護、個人任何的需求上，

成為交流互動互助的中心。福音將在這種生活

平凡而實在供給中，體現愛與信任的耶路撒冷

教會模式。當世界因為各種資源的短缺正在爭

奪、議題的衝突而撕裂的時候，時間銀行的社

區交換系統使人走向彼此，在日常真實的需要

上彼此相遇。

目前確實仍有尚在完成的交換系統技術問

題，上帝正在差遣像黃國瑞牧師或像白石國度

社群雲的陳仁虔弟兄等電腦專家，去解決並推

動實際的連結部分。然而，巴掌雲已經出現，

神已經在為我們預備方舟，我們的眼目與力量

需要從時代翻騰的浪頭轉移，到我們可以走進

需要者當中的路徑，示範並經歷「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天父世界。

  

2  鄭貞茂〈時間銀行+區塊鏈是台灣長照解方？〉英語島

English Island 2018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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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掌 權 的 轉 轉 人 生神 掌 權 的 轉 轉 人 生

◆ 牧靈諮商碩士班輔導主任／林應群 老師

我的人生常有轉折。

我讀過三所小學才畢業，高中時通學，每天

都要轉車。大學先考上成大的工學院，後轉學

到台大藥學系就讀。研究所畢業，本擬出國攻

讀博士，但因發現自己對人較有興趣，便進入

職場工作。因為職場的發展順遂，原定四十五

歲即退休，沒想到神呼召我，出國攻讀臨床心

理。學成後返台，按著自己的想法，是到大

學任教直到退休，然而又經歷一番轉折，進入

靈糧神學院牧靈諮商科任教。在我的轉轉人生

中，我發現這位“不轉動”的 神早已預備，並

且掌權！

我是1996年八月在台北靈糧堂受洗的“靈

糧寶寶”。當時正逢團契轉型為小組，區牧師

剛進入靈糧堂，固定都在周二晚上帶追求聖靈

的聚會，我在這樣的氛圍下開始屬靈生命的成

長。因當時對聖靈的渴慕及開放，我對於禱

告、內在醫治及啟示性恩賜格外有興趣，常參

加特會並蒐集閱讀相關書籍。接任小組長後，

有更多的機會可以運用所學的，服事小組員、

參與短宣、參與主日會後服事。

在我經歷屬靈成長的同時，父神也很祝福

我在職場的發展。受洗後隔年，我升任一個執

行臨床研究的團隊主管。當時連我總共三名成

員，正在草創階段，有許多需要建置的規範、

執行的標準，甚至是新進人員的訓練。我身兼

三個人的工作，對內要建立團隊提升專業能

力、設立符合國際要求的規範，對外則要爭取

經費及合作的醫療團隊。挑戰艱難一路隨行，

但父神的恩惠慈愛也緊追不離。在短短的三年

內，團隊成長為十人，專業上可執行符合歐盟

及美國FDA規範的臨床人體實驗，並且以績效爭

取到許多參與跨國臨床研究的機會。

當我正覺得服事、職場兩相得意，可以更多

提升開展之時，父神透過一次我與一位代禱者

的禱告問我“妳人生的異象是甚麼?”。我禱告

時，clinical psychology(臨床心理)浮現在我的

意念中，我跟神尋求印證是否要出國攻讀臨床

心理。確認祂的呼召後，經過二年的準備，我

便辭去工作，隻身赴美就讀。本以為出國唸書

是件開心浪漫的事，而實際上卻是進入屬靈與

生命熬煉的密集班。在台灣時，因我外在條件

的優勢，得到尊重及肯定是常有的；然而到了

美國，我不過是眾多亞洲人中的一個，毫不特

殊無可誇耀，並且許多生活上的事及規範都要

從頭學起，再加上語言能力的不足，我在異國

充分體會何謂“弱勢”。生命經驗的擴張，破

除我許多自以為是的驕傲，使我對受苦之人有

更多的同理，也使我對“道成肉身”有更多的

體會。

畢業後，父神引導我要“回到妳出生的地

方”，我便在我的出生地—台南就業落戶。先

到醫院任職臨床心理師，了解醫療體系的運

作，後進入大學任教，期望能更多在專業研究

上成長，也能透過教學影響年輕人。原本希望

就此安定在大學教職直到退休，沒想到父神透

過一位牧者連繫我，帶我去大陸的職場工作，

建置關懷員工身心靈的機制與人員。一年多

後，聖靈提醒要我進入 “安息年與禧年”，

便於建置工作告一段落，返台休息。在休息期

間，有位牧靈諮商的校友遇見我，並告訴我牧

靈諮商有位老師離職，問我有沒有負擔。我上

網找不到徵老師的公告，我便開始尋求主的

心意及印證，主不僅給了印證，而且奇妙地預

備一位朋友，幫助我跟神學院聯絡。於是我就

成了陳主任與伍老師所說“天上掉下來的預

備”，因為他們完全不認識我，但我們卻在理

念上契合：就是心理諮商、屬靈操練、內在醫

治需要整合建立在神學的根基上，才能帶來真

實持久的果效及生命改變。

進入牧靈諮商任教，深感父神對這世代許

多美善的心意，要透過牧靈諮商所培育出的校

友成就。而我能參與在祂奇妙的工作中，除了

感恩更是敬畏，因為深知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

念，祂必行奇事!

 教師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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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全時間服事邁入第八年，感謝主！帶領我回

到自己的家鄉蘇澳服事 神，記得在神學院最

後一年，搬入家庭宿舍與鳳雪學姐在一次靈修

中，我們一起跟 神禱告，讓我們能成為蘇澳的

祝福！成為蘇澳的光！沒想到2010年10月21日

蘇澳發生嚴重的水災，我與鳳雪回到教會建立

救災中心，當時我們全心想幫助鎮民回到正常

的生活，沒想到 神卻帶領我們一起經歷祂的大

能與供應，因為成立救災中心， 神帶領救助協

會帶來器具，世界展望會帶來物資，宜蘭聯禱

會帶來人力，一起讓我們在蘇澳完成了不可能

的任務。當時教會不到二十人，卻帶著人力與

器具清理了蘇澳、南方澳超過200多個家庭。因

著大家同心合一，我們順利的將盼望與安慰帶

入需要的家中，更在當年12月舉辦了「給蘇澳

愛的鼓勵」風災聖誕音樂晚會，帶給蘇澳鎮民

安慰與希望，雖然是一場嚴重的災難， 神卻為

我們開啟了祝福的門。

二、呼召中隨時的供應

因著一場災難，我們看見了自己家鄉許多偏

僻的角落，看見人口外移的警訊，更發現教會

在地方的責任與使命，於是期待自己能將 神的

教會建造起來、把弱勢學生培育起來。讀神學

院時常常羨慕在大教會或都市服事的同學；在

都市中有許多資源、許多支持，常覺得自己在

鄉下，發展很有限！但感謝主！神卻在鄉下讓

我經歷祂的供應跟信實， 神給我們許多寶貴的

天然資源、也帶給我們許多弱勢的家庭。因著

信任與陪伴，課後班的孩子與教會的家人越來

越多，這些孩子來到教會也發揮了他們的天賦

與恩賜。

過程中，原先自卑與缺乏的孩子，改變成

為有自信的孩子；原先沒有未來的孩子，考上

理想的大學。更奇妙的是，當我們決定陪伴孩

子往更高、更遠的目標邁進時， 神也供應孩

子與教會的需要， 神感動許多弟兄姊妹奉獻

學生學費及獎學金，完成孩子們完成大學與高

中的目標。感謝 神！當我們作在這些微小的

弟兄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

三、禱告中奇妙的連結

當我們回來蘇澳那一年，也是蘇澳人口大

量離開的一年，面對如此大的衝擊，我常和鳳

雪一起禱告經歷 神！我們跟 神禱告，有更多

青年、社青及夫妻來到教會，除了我們自己建

造的門徒外，也求 神興起更多同心合一的家

人來到蘇澳。就在我們禱告的過程，許多從各

地的人，奇妙地來到我們當中，許多連結都是

因為我們能照顧他們的孩子，給孩子許多美好

的活動，漸漸吸引他們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感謝 神！在禱告中我們常常經歷 神的道路高

過我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教會也從原先計畫是否擴建到直接搬入國小聚

會，及共同經營校區，從一個據點到目前有四

個據點。 神讓我們能祝福地區，更帶領許多

家庭因著孩子參加課輔，進而認識信仰，加入

這個愛的家庭。

感謝 神！使用微小的我們，在蘇澳成就美

好的工作。未來我們也期待宜蘭的每一個鄉鎮

都有這樣的據點，讓更多需要的人到 神的面

前來！

校友巡禮

◆第十八屆校友／張孟訓牧師

能走到今天能走到今天

一路都是上帝的帶領一路都是上帝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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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要聞

畢業生：道學碩士科13位

　　　　聖工碩士科1位

　　　　神學學士科5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13位

結業生：準師母4位

靈神26屆畢(結)業生共36位　

Graduate ２６屆

暑期福音隊

暑期福音隊 8/ 2 6 - 9 / 2

 8 / 2 6 - 9 / 2

您將在第一時間

收到靈神最新的影音視頻！

以及老師們最新發表的文章！

千萬不能錯過唷! 

趕快加入靈神 趕快加入靈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