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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 
of LPMTS

序、疫情引發社會對立與崩潰

台灣自從五月進入社區傳播的嚴重疫情，三級封

鎖使整個社會突然對疫苗產生高度需求的意識，隨

之對中央的防疫領導變成兩極態度，明顯的緊張對

立更甚選舉之時。如果看國際情勢，歐美國家雖然

疫苗相對充足，施打的狀況讓長達一年的封鎖終

於能緩和放鬆，但是Delta病毒再起也讓民眾不斷向

政府抗爭不打疫苗的自由。窮國因為沒疫苗引發死

亡，政治、經濟、民生的崩潰，富國因為不想打疫

苗與被限制自由而秩序崩潰。南非、海地、突尼西

亞、黎巴嫩、泰國、緬甸、中南美洲國家…，舉國

暴動比比皆是。

曾經美媒BGR報導，麻省理工學院（MIT）1972

年的一項IT研究預測，社會將在21世紀中期崩潰，

引發不少論辯。去年美國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可

持續性和動態系統分析負責人Gaya Herrington，研究

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作為她哈佛大學碩士論文

的一部分，並發表在2020年11月的《耶魯大學工業

生態學雜誌》上。Herrington研究了10個關鍵變數的

資料：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工業產出、食品生

產、服務、不可再生資源、持久性污染、人類福利

和生態足跡，得出從現在起的十年左右，LtG「增

長的極限」所模擬的經濟和工業增長將停止，然後

下降，急劇下降將在2040年左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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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的重點提出，人類事實上大約還有10年

的時間來做出改變路線的決定，讓一個「穩定的世

界」場景來取代麻省理工學院預測的社會崩潰。

這讓我想起眾教會相信2020開啟的所謂「黃金十

年」，即使聖經早就預言過這一切，也提醒我們選

擇走什麼道路結果不會一樣。

顯然我們是末時的教會，不該對所處的世界與處境

麻木或逃避。神對祂的百姓與祂的國本來就有計畫，

這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與我們的回應有關。因此當

我默想保羅在歌羅西書一9-12節為教會的禱告，幫助

了我思想如何在未來關鍵的十年自處與預備。

1. 滿心認識神（旨意）

保羅從神已經做在歌羅西教會的基礎上，為他們

更上一層樓的成長禱告。首先就是，教會能「在一

切屬靈的智慧與悟性上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如

同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求神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

末時教會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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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弗一17）

認識神，是神恩典的賞賜，這知識是藉一切「屬靈

的智慧悟性」賜下，超越世俗理性的層次。

知識、智慧和悟性常出現在保羅書信，我們需要

從舊約及猶太背景來明白，而非希臘或今日世俗的

觀點。「智慧」在舊約中是指「將對神旨意的認識

應用在生活情境中的能力」，偏重整體、一般性的

原則，「悟性」則偏重個別、特殊的應用。也就是

一種將信仰與生活連貫，具宏觀思維與微觀應用的

能力。

影評家大衛．丹拜（David Denby）回想年輕時的

自己，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中寫到：

「我擁有資訊，卻沒有知識；擁有意見，卻沒有原

則；擁有直覺，卻沒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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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在呼應了今

天我們多數時候的景況，不懂得思考的人，只有被

周圍的主流文化塑造和影響。

有一篇深具警世的文章《你的深度思考能力是如

何被毀掉的》，說到世上80%的人是靠為他們量身

訂造的娛樂信息活的，以致他們慢慢喪失熱情與自

主思考的能力，最終只期望媒體為他們進行思考、

做出判斷，因為他們被塞上了一個「奶嘴」。

這個可怕的「奶嘴」是什麼呢？

一、發洩性產業：包括色情業、賭博業，

暴力型影視、遊戲，集中報導無休止

的口水戰、糾紛衝突等，讓大眾

發洩精力也激發對立。

二、滿足性產業：包括報導

連篇的無聊瑣事……娛樂、花

邊新聞、各種廉價小恩小惠的

活動，以及偶像劇、綜藝等大

眾化娛樂。

一旦人習慣了這些“低成本、高

回報”的刺激，就很難去做那些“高投

入”的事情——如學習，閱讀，思考。長此以往，

人當然不會有真知識、沒有可依循判斷的尊貴原

則，和值得堅持的永恆信念。

難怪保羅提醒：「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頭腦］更新而變化。」（羅十二2） 就如該不該

打疫苗？如何選疫苗？（科學的、愛心的原則 vs. 

政治意識形態的、自我中心的原則） 神的子民要奪

回屬靈的心智，不被媒體操弄，對於生命和現實的

意義作出獨立的結論，查驗神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

2. 多結討神喜悅的善果 

將第9和10節一起看，便是基督徒生活和成長的

縮影。其論點不是圓形的，而是旋轉向上的。有智

慧明白神的旨意，便能活出討神喜悅的生活，結果

也就更認識神。基督徒靜態及動態的生活交織在一

起，使認識神本身成為一種順從神的靈修與生活。

疫情的考驗確曾擴大人性的軟弱，強化人的愚昧

偏執，這是為何有搶奪、對立、抹黑、攻擊，但也

顯出認識神心意的神兒女在黑暗中的反差－－分

享、犧牲、勇敢，勝過死亡與恐懼。教會不斷呼籲

與神對齊，也在這樣的季節中，美國生命河靈糧堂

傳出美好的的宣教見證，讓西非穆斯林社區終於打

開雙臂，歡迎基督徒進去設立教會，因為在艱難

中，他們真實經歷了連穆斯林兄弟都沒能給予的愛

心幫助。

3. 活出剛強堅忍生命

11節保羅為末後的教會禱告，願神按照祂榮耀的

權能，使信徒得以剛強起來，得著各樣的能力，以

致可以凡事歡歡喜喜的堅忍自制、寬容，而且是種

持續的狀態。                 

當世界充滿暴力、互相抹黑與攻擊，保羅挑出這

些特質──忍耐（endurance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寬

容（patience對無可理喻的人所表現的態度），說明

它們是基督徒活在世上，不受其危機和驚恐挫折的

武器，也是信心、盼望和愛心的表現。因為認識神

與祂的美好旨意，便相信萬有的主能夠在自己的時

間，用自己的方式，成就祂的美意。

我相信Herrington所提人類大約還有10年的時間來

做出改變，可以是教會對齊神帶出的黃金十年，即

使世界崩潰，那也只是黎明前黑夜。

1.	 	〈MIT曾預言社會將在本世紀崩潰	新研究發現這確

實可能發生〉2021年07月16日		稿源：cnBeta.COM

2.	 	麥哥登，《心意更新－如何調整內心生活》，福音

證主協會，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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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太福音1:23「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

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2020年

初至今，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中，越發體會神與我們同在

是最重要的祝福。在印尼宣教服事至今近六年的我們，

從2020年3月因印尼開始有確診的病例，線上聚會、直

播、線上小組進行至今已一年多了，期間因著政府規定

必須平衡疫情控制和經濟發展的考量，防疫規定也不斷

調整，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門成為日常，每天看著確

診的數字起伏，老實說也漸感麻痺。直到今年六月開

始，印尼疫情因日前新年返鄉潮而大爆發，萬萬沒想到

已盡量小心防疫的我們竟也成為新增確診數字的“一份

子”。

還記得6月1日當晚睡前身體已有點不適，以為只是長

期忙碌累積下的疲累，隨著身體發燒全身無力，去做快

篩得到Positive的結果，至此開始了我們全家整個六月份

的「Covid風暴」。感謝主，至今全家已康復，但每當回

首過去那段日子仍難免心有餘悸，雖然整個過程礙於篇

幅無法細述，但在康復後謝宏忠院長寫了一篇「詩篇」

給我們，也為確診那段時間的歷程做了很適切的詮釋，

容我分享如下：

雖然現在已處在好不容易全家團圓的喜樂中，但每當

我看著這首專屬我們家的「詩篇」，回想起那段驚心動

魄的日子仍不禁又潸然淚下；心裡卻知道那是深懷感恩

的淚水，如同我們教會一位剛受洗的姐妹所說的：「你

們全家從這次感染中收穫的一定比遭受的更多！」確實

印尼雅加達出埃及靈糧堂｜吳智誠傳道

神「容許」中的「應許」

校友巡禮

全家確診，唯獨小兒子單獨在家...

一家染疫住三地，

心情低落難割捨，

眼眶有淚常思念，

等候時刻心難熬，

只能交託仰望主。

每日主賜生命糧，

安定心神得力量，

眾人禱告常護衛，

主用智慧來安慰，

孩子確診來同住，

父母換手來照顧。

十年婚慶兩地隔，

孩子生日獨自過，

如今全家慶團圓，

心中歡喜難言喻，

主恩浩大數不盡，

全家事主報宏恩。

-Our Daily Grace 
in Covid 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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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雖然過去流了不少眼淚，但換來的是更

踏實的喜樂和平安。過去的一整個六月真實地經歷

了主對我們說的應許：「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但這也的確

是個信心考驗的過程；正如前陣子曾在教會分享過

的信息：「即或不然的信心」、「有風．無懼」、

「耶和華沙龍-賜平安的神」、「耶和華以勒-神必

預備」、「救我們脫離兇惡-得勝的生命」、「聖靈

的果子-平安和喜樂」，回想起來彷彿神早就幫我

們提前打好「信心的疫苗」，並且持續驗證我們是

否活出我們所傳的道；在最脆弱時跪下哭求神的畫

面，至今也提醒著我們，不要落入順利了又忘了緊

緊抓住主的罪性中，因而深深求聖靈幫助我們，永

不忘記這些深刻的人生功課和被重新喚醒的「起初

的愛」。

提到「起初的愛」，也想起五年多前神呼召我們

來印尼宣教時，曾給我們的應許:「我們一家五口是

神手中的五顆石頭，每一顆都重要，都要被磨，並

會按著神的時刻，成為那爭戰得勝的光滑石頭。」

在這次的Covid風暴中，讓我們最心疼和承受不住

的，就是看到孩子受苦了，但這次的經驗不只讓我

們更深體會，最能陪伴照顧孩子的不是我們，而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而這位愛我們的天父也透過這三

位小小宣教士，成為我們在不同狀況下極大的祝福

和安慰。

尤其是這次風浪中最年幼但最健康，唯一沒確診

的小凱宣，剛從幼稚園畢業的他(很遺憾心疼在他的

線上畢業典禮我和嘉雁都沒辦法在他身邊，全班只

有他沒拿到學校預備的畢業氣球)，在我們四個都陸

續確診，萬不得已只能由他和一位臨時的印傭先回

到我們已全面清消的家(至今真的仍為她能冒著被傳

染的風險照顧孩子深深感恩，真是神差派的天使)。

原本很擔心他會因孤單寂寞而哭鬧，沒想到那段時

間反而是他的「常常喜樂」支撐著我們全家，凱宣

的健康和無盡的活力帶給我們好大的安慰和力量；

果然，在這次的磨難中，我們全家的生命被主磨得

越來越光滑，而神也按時揀選一顆石頭-凱宣打敗我

們生命中的歌利亞，感謝讚美主！

詩篇119:71：「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

學習祢的律例。」或許是剛經歷了染疫到康復的

過程，在前陣子當印尼連續幾天新增確診數突破五

萬的高峰，每隔幾天就聽到會友或親友的確診消息

時，我們不只更能同理這些確診家庭的心情，也能

更快地給予一些實際的幫助、建議，並分享一些經

驗及所學到的生命功課；這一切也使我們更深地經

歷了保羅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

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

難的人。」正如同這次臨到我們家的Covid Storm(冠

狀病毒風暴)從6月1日我確診到6月30日，全家康復

團圓整整花了30天，經歷了分隔三地隔離、多次變

動隔離組合的複雜過程，也如同聖靈啟示我，要將

那30天所寫的代禱日誌命名為「Daily Grace」；神

有時「容許」一些風暴臨到我們，但祂也「應許」

祂的恩典每天都夠我們用；甚願這樣的經歷和見證

能安慰並激勵在疫情中難免掛慮的您，依靠聖靈經

歷一場場生命的風暴，也願將一切的榮耀歸給在天

上的父。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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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新血報導

我
，錢玉芬，是靈糧神學院牧靈諮商科今年8月

到任的新「老」師。作為一個年紀甫過六旬

的「老」師，還可以享受職場新鮮人的喜樂，真的

非常感恩，並讚嘆神的奇妙帶領。在這一篇自我介

紹的短文裏，我想從三方面來介紹自己：

一、我的家人

我的先生是洪英正弟兄，他是淡江大學企管系的

副教授，我們結婚已經超過33年，我們一起生養

兒女、服事自己的教會，神又賜厚恩給我們，使我

們有機會一起服事多個神學院與眾教會，甚至佳音

電台、Good TV等基督教媒體也都有我們一同事奉

的足跡。我們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大兒子已

婚，所以我已經當了婆婆。三個孩子和媳婦分別在

教育、醫學、司法、企管等專業領域服事，都很蒙

福。我們全家也都一起在木柵便以利教會的學生青

年團契中事奉，服事教會青年崇拜的祭壇。

二、職場轉折

關於我自己的職場生涯，我先是在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系專任，從擔任助教、講師、到成為助理教

授，在服務滿25年後，我申請提早退休，轉到台灣

神學院擔任專任老師，負責帶領關顧協談與靈性諮

商領域的發展。

我的職場之所以會從政大轉換到台神，明顯的轉

折是受到當時台神的院長林鴻信教授的邀請。而在

我進入台神專任之後，台神的院長已換成陳尚仁教

授，因此有將近10年的時間是和陳尚仁院長一起並

肩作戰（神學院的服事真的是屬靈的爭戰）。

而今年8月我又從台神申請提早退休，轉換到靈

神的牧靈諮商科服事，這個轉換明顯的理由有二：

一是我的家離台神實在很遠，每天從台北市的南區

要到北區工作，加上上下班時間的塞車，心力的負

擔可真不是輕省的事，雖然台神非常禮遇我，有配

給我很好的宿舍，但是戀家的我，實在無法放下家

人，週間獨自在台神生活；二是台神靈性諮商領域

的發展已有相當的基礎，並且也有很適合的接任人

選，因此我再度提早退休，接受謝宏忠院長與陳麗

貞主任的邀請，加入靈糧大家庭，成為靈糧神學院

的專任老師。

三、服事異象

上述的職場轉折路徑，看起來跌宕起伏，但是

一路走來卻非常清楚的知道是  神堅定且一致的引

領。這要從1995年說起……。

1995年初，我為了在政大的職場傳福音，而邀集

組織了一個只有女性教職員的讀心會，每週聚會一

次。有一次我們談到18歲以前與家人的關係時，我

遇見了自己的眼淚，也訝異的發現我讀心會的朋友

們的眼淚。這些眼淚掀起我巨大的好奇心：「我站

在此時，展望未來，我擁有國立大學的教職、正在

進修博士學位、而且擁有美滿的家庭，人生可謂是

一片美好，但是談到過去我與家人的關係，我怎麼

會流淚呢？」於是除了在政大心理系工商心理學組

的專業定位之外，神默默的在我的專業探索中，加

入了「探討童年經驗對人的影響到底是什麼？」的

研究議題。

在神的恩典中，累積超過¼世紀對這個議題的認

識與思考的現在，神給我的異象與呼召就是：在廣

大有童年創傷的人群中，帶進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神

的福音與醫治大能，一起實踐611 & 418的異象：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

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

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賽61:1 & 

路4:18)

文｜錢玉芬老師家人．職場．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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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系統的轉型

2. 牧育生活的轉型

3. 教會實習的創新

4. 圖書設備的更新

5. 行政流程的更新

6. 媒體網路的創新

7. 學院的社會責任

學院要聞

2021/9/3全台神學院12院校聯誼

新媒體宣教不受疫情影響，只要動一動手指頭，

就能將你的感動化為行動！

優質節目需要您的響應與支持

每天省一杯咖啡就能讓優質節目走的更遠

支持新媒體網路宣教節目製作

在轉型與創新總主題下，

12院中最具特色的轉型典範討論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