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院訊 2020.06.25

第  二  期

   本期專文

的是改變了他的生命，他從「雅各」變成

「以色列」，這個關係神國民族之名的命

定。

2020全球超過30億的人經歷了隔離，這

個史無前例最大規模的暫停移動，媒體形容

全球同時被按下了「靜止」鍵。這段期間，

在天空、在海洋、在城市地貌發生了奇妙

的改變，萬物似乎不再痛苦的嘆息，而是稍

得舒緩、生態得著短暫的喘息。即使只是幾

個月，全球疫情嚴重的許多城市與河流見到

久違的寧靜與乾淨，當排放廢氣的工廠、汽

車、飛機停止排氣，大地彷彿從「人類病毒

的肺炎」中痊癒過來，呼吸到救命的清新。

然而相對地，人間社會的經濟、政治情勢卻

如同疫情需要進入重症病房接受特殊的救

治。人類似乎走進自我設下的矛盾困局，這

在努力防堵二次疫情，甚至連第一次都還沒

走完卻必須重啟經濟的國家，更是可以看到

左右為難的掙扎。

進入水深之處－2020的處境省思

◆ 林瑋玲老師

特殊的起始

2020似乎註定不平凡，從猶太曆5780的意

義，「80」的十年5780-5789，希伯來字母80
是口的意義，意味著我們將從「70」「פ」
的希伯來字意義「眼見」前進成「宣告」的

十年。有意思的是，從2019年尾至今的新冠

肺炎使人的口被罩上，為的是不讓不好的帶

病飛沫噴濺，這使得彼此的溝通產生了許多

型式的變化。開口這件事，不再如過去一般

的平常。

同時，也明顯的讓人有了更多靜默的時間

與獨處的空間。各國為防疫紛紛提出社交距

離的自肅要求，似乎也呼應了先知恰克．皮

爾斯（Chuck Pierce）對希伯來字母「פ」的

另一個關聯解釋－PEY的相關字是「Peniel」
（毘努伊勒）。1 當雅各結束了20年的辛苦

工作，在回到應許之地時經過了「毘努伊

勒」，意思是「與神面對面」。那一個經歷

永久改變了雅各的外型（瘸了腿），更重要



幾乎所有的專家都告訴我們，曾經的繁

榮、自在、安全的靜好歲月可能無法回頭，人

類社會需要慢慢接受與病毒和平共處，如同極

端氣候已經是個「正常」的「不正常」，必須

學習適應的新常態。那麼，林鴻信牧師所提的

「每個世紀的20年代都會戲劇性發生跨世紀的

大事情，譬如16世紀的20年代馬丁路德宗教改

革，17世紀20年代清教徒從英國移往美國，18
世紀20年代是美國大覺醒復興運動的重要醞釀

時期，19世紀20年代則是宣教世紀」2，2020
起始的黃金十年，我們要期待什麼？如何期

待？ 

更深的敬拜宇宙的主宰

真實自發的敬拜來自明白被敬拜者的神聖

與可畏，這次疫情讓許多的無神論醫生經歷了

從未有的震撼。在歐美超量的病人，醫生天天

面臨呼吸器給誰的痛苦取捨，同時隨之而來的

過量死亡大體，讓他們無法有尊嚴地處置對

待，這使得許多的醫護相關工作者面臨精神

上的崩潰。義大利有醫生從神職人員面對死亡

的態度與言語中，明白了自己過去的傲慢與無

知，因而真誠轉向一生從不承認的造物主。人

類歷史上的瘟疫如黑死病，至今其實沒有完整

合理的科學解釋是如何擴展、如何結束的。

但每一次的生發，都引導人尋求那超越的上

帝，謙卑悔改的禱告使得中世紀數次瘟疫神秘

的結束。

C.S.Lewis魯益師曾說痛苦是神向耳背的

人類大聲說話的方式，因為輕聲細語只能對

著專心傾聽祂的人。恰克．皮爾斯（Chuck 
Pierce）亦提醒，「我們正進入一個轉過來的

季節，轉過來與神面對面，親自從神的口中聽

見我們要宣告的話語。」如果痛苦帶來人們的

轉向，任何的困境都將成為得贖的祝福。世俗

化始終是近代教會復興的一大障礙，人在科

技文明的巴別塔前誇口未來，連神的百姓也

臣服在全球化巨大架構的威懾當中。人敬拜

瑪門、敬拜金牛犢、敬拜巨大聯合的金像權

勢，看不到、聽不到創造主。

2020當在人類歷史被永遠註記，人經驗

到對巴別式全球化權勢的懷疑，彼此厭惡懼

怕的封鎖頻繁的往來，甚或財貨的相倚。那

全憑己意掌控明日將如何的計畫，在連起源

都難以掌握的微小病毒恐嚇下，全亂了陣

腳。原來人並不掌控未來，生命可以如此脆

弱。正如雅四13～15所指：「嗐！你們有話

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

住一年，做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

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

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

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

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許多先進、富裕的國家在這次疫情中，

讓微小的台灣驚愕嘆息，原來他們沒有想像

中有智慧、有能力、有秩序。這是神曾讓祂

的百姓以色列學習的功課，讓他們敬拜的眼

目從令他們流連羨慕的強盛他國，轉回到神

聖的耶和華上帝，那真正平安與生命的源

頭，專心尋求祂的面，聆聽祂的訓誨。2020
神在全地召喚，要人將臉轉向，轉頭對生命

之主下拜，如同經歷「毘努伊勒」後的雅

各，懂得真正要緊抓的是什麼，從內心深處

懺悔並將當得的榮耀歸與神。

更深的宣講神國的福音

當人轉向與神面對面，除了得見祂可

畏的榮面，也得聽神的口中要我們宣告的

話語。曾任聖公會主教的英國神學家賴特

（N.T.Wright）在《信主了，然後呢？－天

國的倫理學建構》一書中說道：「基督徒

的聖潔與敬拜和宣教是密不可分的，它們共

享有機又親密的關係」3。賴特並用了鏡子

比喻究竟敬拜和宣教是如何關連。他提到當

人將神的形象因為重生而恢復，便像鏡子般

有了輝映反照的功能。鏡子的功能不在彰顯

自身的特色，而在反射。神的兒女－上帝的

形象群體，必須能「把神反映給這世界（宣

教），也把世界反映給神（敬拜）」4 。

2

隨著疫情蔓延，歐洲的二氧化氮濃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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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歐美的混亂醫療狀況中，無數的醫

護發出恐懼與難以招架的哀聲。但是也有鏡

頭記錄了許多基督徒醫護站出來，穿上可以用

上的防護裝備（許多是不齊全的），用禱告、

用話語堅固恐懼疲倦的同事，安慰孤獨無助的

病患，和傷痛欲絕的家屬們。當世人的人性被

考驗，自私、排拒、搶資源（中國各省、歐美

各國在初期曾近乎以打劫的方式互搶醫療用

品），「將神反映給這世界」可以是什麼作

為？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

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

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

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腓 2:14-16）

只有在最深的黑夜，會使人讚嘆一根小蠟

燭的光與溫暖，何況如果這些燭光匯聚。台灣

有幸並沒有經歷以上，同程度地歐美出現的恐

懼與絕望，然而後疫情時代的各種不確定與已

被預告即將發生的全球糧食危機、已經上路的

經濟復甦困境，正是神的光顯出的暗夜背景。

而這樣的暗夜教會歷史也曾出現，十八世紀中

到十九世紀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

急遽改變的工業化過程，帶來人們心理和生理

的巨大衝擊。國際貿易令財富分配改變，城市

擴展、新形式權力冒生；人們生活不再受自然

節拍影響，而是機器的節奏。童工、失業、經

濟不景氣、貧富差距等問題相繼出現，這引起

社會學家與教會的注意。

十九世紀之所以成為英國教會偉大的宣教

世代，因為低教派在福音復興之火下，看見問

題、看見呼召、看見焦點，於是帶出無數社會

關懷行動將救恩宣揚在有需要的人中間。著名

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歷經二十

載的抗衡奴隸制度運動，卜威廉（William 
Booth）的救世軍，庫伯爾（A.A. Cooper）
的勞工制度改革，喬治慕勒 （ G e o r g e 
Muller）及其他的會社分別開設龐大機構及

孤兒院，南丁格爾的近代護理運動…。

同時，高教派教會帶出牛津運動，代表另

一種由內心勝過頭腦的運動。他們重視公眾

崇拜、看重禮拜的符號意義與宗教價值。當

代英國在之前衛斯理帶來的聖潔復興運動影

響後，摸索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與文化震

盪，示範出「沒有敬拜的宣教可能產生空虛

的服事，而沒有服事的敬拜可能帶出冷漠的

信仰」。這兩者的平衡，正是十九世紀英國

教會摸索的兩極擺盪。

結語

二十一世紀曾被稱將會是華人的世紀，

目前看來確實如此，黃金十年台灣的角色尤

其醒目，值得注意與期待。曾經耶穌對彼

得發出「進入水深之處」的邀請，翻轉了彼

得對耶穌與對自己的認識。彼得看見自我的

不配，也因而領受全新的生命視野與命定角

色。2020的前半正如彼得一無所獲的焦慮黑

夜，耶穌正在對我們發出同樣的邀請，能否

更深經歷創造主的奇妙神蹟，在末後日子成

就偉大的復興得人得國，就待我們是否如

彼得那般回應：「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

網。」

1. （5780預言與啟示華人將跨越進入新季節），國度復興
報，22/09/2019

2. （黃金10年以瘟疫開始，上帝必有旨意），國度復興
報， 20200417

3. 賴特（N.T.Wright），《信主了，然後呢？－天國的倫
理學建構》，校園出版，p.309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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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你最好的老師？在牧靈諮商科八年，

我遇到很多好老師，他們既專業、靈性

又好，使我身心靈全人更健康，牧養效能更提

升，扭轉我人生下半場的事奉。使我從想落

跑的牧師，成為有力量奔跑跟從主的牧師。

我最好老師的名字叫「挫敗」，如同(賽30：

20)：「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

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

師」。他教了我三樣功課：謙卑、受教及更認

識主。我要從人生最重要的三個面向—生命品

格、婚姻家庭及教會服事來分享我的學習與成

長。

一、在生命品格方面

我一生追求成為有價值的人，所以不斷學習

與成長。人生目標就是：「事業有成，獲得肯

定」。信耶穌後我的價值觀改變了，認為人生

最有價值的事是：「助人生命改變成長」。我

信耶穌後很喜樂，也很熱心服事及傳福音，但

後來經歷到學業、工作、感情、服事…很多挫

敗，覺得自己表現不好、不成功。在挫敗中我

學會了謙卑—把生命主權交給神，明白神才是

我生命的滿足喜樂。心理學認為人生二個最重

要的需要要被滿足—自我認同、愛與歸屬。信

耶穌幾經風雨成長後，我恍然大悟：「我是神

的兒子—我是被愛的、有價值的」。神其實比

我更接納我自己。

二、在婚姻家庭方面

在25年婚姻生活的前半場不斷重複衝突使我

挫敗絕望，婚姻亮紅燈差點離婚。在挫敗中我

學會謙卑—從總是責怪人到看見自己也有錯。

在課程及夫妻營中我學會婚姻中要有界線：

「人是獨特的、要彼此尊重」、「我沒感到被

愛或受傷的時候不一定是別人的錯，或是她不

愛」。人在婚姻家庭中要被尊重、接納和關

懷，要被「無條件的愛」，但人在不完整的婚

姻家庭得不著完整的愛。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當人與神相愛，就能在婚姻中享受坦誠的親密

關係。夫妻是人間最親密的關係，建基在彼此

信任的安全感之上，唯有回到與神安全的依附

關係，修復原生家庭的傷害，更新我們生命及

與人互動的模式，就能「豪珠共舞」樂在其

中。

三、在教會服事方面的學習

在深坑活石教會服事至今25年，做了很多

服事，卻也經歷很多挫敗受傷，差點成為「落

跑的牧師」。服事中曾懷疑自己是否適任深坑

活石教會牧師，感謝神，差派很多牧者同工成

為我的天使，使我堅守崗位，靠主剛強服事。

在牧靈諮商和約書亞團隊(由十幾間教會牧者

因共同價值觀、異象及彼此信任組成的團隊)

的學習，讓我在挫敗中謙卑—看見並認承自己

有限，明白教會不是靠個人能力而是團隊事奉

才能健康地成長。我學習從像陀螺一樣忙碌的

服事中安息並自我照顧，學習不必靠好表現滿

足別人的期望去贏得肯定，我是神的僕人—我

是神揀選的、尊貴有價值的。我開始尋找神創

造的真我，神鼓勵我去做我渴望做並且最重要

的服事。我找到了！「教、牧、輔導」是我的

異象。「教」是教導生命和婚姻家庭的真理，

「牧」是牧養靈魂，「輔導」是運用「教牧諮

商整合模式」輔導。神讓我看見當中無比重要

的價值意義—與人連結中使人與神與人與己連

結，活出神創造的美

好真我。

感恩每一個生活

經驗、感謝每一位我

生命中相遇的人，你

們都是我的好老師，

是一扇門讓我走向神

的豐盛榮耀。

 教師論壇

最好的老師
◆邱智豪牧師

新市活石基督教會牧師
牧靈諮商科博士生及助教
台北靈糧堂輔導中心及全人關顧中心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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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巡禮

一、感恩與感動

去年五月，一位弟兄因失憶而走失。13年

來，這位弟兄走失了6次，每次都由家屬自己

找回。但這次，我透過校友群組提出代禱與協

尋，原本滿懷希望。但是，當他的妻子在社

群LINE上發訊息說他「回天家了」，好幾位

兄姊，包括我自己，都自動漏看「回『天』

家」，這個「天」字。結果，原本的希望卻失

望了。

為什麼失望？他確實「回家」了，不是嗎？

當聖靈光照後，我被屬天的盼望所充滿，也開

始明白神之前所賜下的話語－－賽五七1-2(義

人死亡..)、腓一19-21(..我死了就有益處)。

安息禮拜上，代禱者及他的妻子分享了所看到

的異象時，當下充滿了神的榮耀。如今，他的

妻子進到生命的新階段，他的母親開始進到教

會，在他家的家聚會也沒有中斷。上禮拜，

我才在他的家聚會看到一部紀錄片「曠野之

歌」，並為之感動不已。

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是一位老姊妹，跑到遠方

照顧癱瘓在床的另一位老姊妹。8年之久，破

落的光景，甚至必須以吃草維生。我看到這位

老姊妹付上最大的代價去服事一位最小的弟兄

(太二五40)。我有很深的疑惑，為什麼她不以

為苦？為什麼面對對方家人、自己家人，甚至

教會兄姊的反對之下，她仍然執意不退？是什

麼力量牽引她始終回到那個破落的地方？她不

會太過了吧！「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

異象」(徒二六19)，就在我疑惑之時，這節經

文浮現在我腦海。

二、追尋異象之旅

我畢業7年了，看到許多同學離開「工

場」，但觸動我的是，即便離開了，許多人心

中的異象也沒有退

去，甚至更顯明。

至於我，跨入全職後就開始了追尋異象之旅。

讀靈神的前13年，我就已經蒙召全職，妻子的

「我想搭上復興的最後列車」一席話，讓我毅

然地放下優渥的工作和為家庭的所有安排。看

著腰斬的薪水，惟恐不是該走的路。直到有一

天，看見「對神熱愛如火」的LOGO在我眼前放

大，和我們的家庭異象「耶和華的烈焰」重疊

之時，我知道走對了。13年後，走到第一線的

渴望牽引我為人生下半場轉向，我問主：「要

下車了嗎？我怎麼面對那些還在復興列車上的

人？」主回答：「不是下車，是換車廂。」

這些年進到靈糧體系，神要我做什麼都可

以，同時也在牧區信任下，我和妻子經歷了第

一線的牧養。直到大前年，我在默想以利亞的

經歷時，「離開停滯」、「進入改變」的聲音

在心中響起。接著不到十天，我收到博士班就

讀的邀請。我立刻答應，同時也在牧區同意

下，進到新的階段。而我以為的新階段是回到

「教導」，但卻在隔一年，神以奇妙方式，帶

我進到以色列，在神呼召彼得的地方，呼召我

「牧養祂的羊」，因此我打住自己的計畫，再

次緊盯著我要走的路。為此，我去年開始三年

的牧養轉型計畫，並且積極尋求、整併、整合

和嘗試。而就在最近一次和牧長的交談中，我

興奮地告訴他，這條路越來越清楚了，將來無

論退休或離開，我們家都會繼續走下去。因

為，我不能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 第二十屆校友/王明能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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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7 屆 畢 業 差 派 禮 ， 於

20 2 0 / 6 / 2 1靈糧山莊舉行

畢(結)業共23位 

畢業生：道學碩士科8位

        聖工碩士科1位

　　　　神學學士科2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7位

結業生：

牧靈諮商證書科3位

準師母2位

共四隊  8/24~31
蘇澳隊  新坡隊
林園隊  東石隊

2020福音隊

透過黃齊蕙老師與曲獻平，帶

我們到各個不同的國家，以風

趣幽默的方式，了解各國的風俗民情，

讓我們不用出國作宣教士，也能擁有國

度心，宣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