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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球失算的一年，年初所有的預測與

趨勢分析盡都失準。包括我自己的所有海外行

程都叫停，更何況國際的各種交流。川普原來因著

失業率降低，經濟回升，原本連任的大好算盤也都

失靈。最早染疫的中國，卻因最早恢復，經濟成長

率反而因增長2.3%，遠遠高過全球的-4.4%(台灣因

著疫情相對緩和，也是少數正成長者2.98%)。

進入2021年，各種分析、趨勢、轉型，紛紛出

爐，對於基督徒而言，在這數據掛帥，又變數橫生

的世紀，我們究竟可以把握的是甚麼？

摩西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

幾時呢？求你轉回，為你的僕人後悔。求你使我

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

樂。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

的年歲，叫我們喜樂。」  (詩九十12-15)

這正是一個「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

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喜樂。」的時刻。

我們發現聖經有許多的地方談到「時間」，單單

詩篇九十篇，17節中就有12節提及與「時間」有關

的字彙。可見「時間」是我們的資源，也可能是我

們的敵人。

通達時務的族長

大衛與掃羅家族重疊的時代，是一個暗昧不明的

時代。掃羅已死，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掃

羅的後裔伊施波設也在河東瑪哈念為王。這時候以

色列各支派要作出決定，他們要歸掃羅家還是歸大

衛家。這時各支派都有人來歸順大衛「預備打仗的

兵來到希伯崙見大衛，要照著耶和華的話將掃羅

文｜喬美倫副院長

通達時務與把握時機

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都通達時務，

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

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代上十二32)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五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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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位歸與大衛。」(代上十二23)

這其中包括了以薩迦支派。經文

說「以薩迦支派，有二百族長都

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

的；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

令。」(代上十二32)最終各支派共

同推舉大衛成為全以色列的君王，

結束了混亂的時代。

這段經文中對各支派的描述都是能征善

戰，唯獨對以薩迦支派的描述是「二百族長都通達

時務」，正因為領袖方向正確「知道以色列人所當

行的」，所以「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

甚麼是「通達時務」？回到原來的意思就是「辨

明時機」，他們有能力分辨上帝的心意在大衛身

上，因此「照著耶和華的話將國位歸與大衛」。

舊約箴言中特別提到「通達人」共有九處之多，

雖然箴言中的「通達人」與上述的「通達時務」不

是同個字，但是意義相仿，意指「精明」。例如：

「通達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

是詭詐。」(十四8)或「愚蒙人是話都信；通達人

步步謹慎。」(十四15)

另一個相關字是「洞察」，也可譯為「精明」，

「夏天聚斂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時沉睡的，是

貽羞之子。」(十5)都是掌握時勢，適時作出正確決

定的意思。它也用於形容大衛「做事精明」(撒上

十八15)，但以理「通達各樣學問」(但一4)，彌賽

亞「行事必有智慧」(賽五二13)，甚至用於「房屋

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

賜的。」(箴十九14)

綜論舊約，充滿了「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思維，也

認為這些人的「通達、洞察、精明」是出於上帝。

把握時機的使徒

在新約中，不約而同的，耶穌與保羅都論到時機

的重要。耶穌一生之中，非常看重時間點，也就是

今天所說的timing。

他說法利賽人「早晨天發紅，又發黑，你們就

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

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太十六3)指

責他們看不懂上帝當時的作為。他指出猶太人因

為「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路

十九44)而錯失上帝的計畫。

他也勉勵門徒，上帝要把國

交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

戶」(太二一41)。他們在等候

主再來時要做「按時分糧」的好

管家(太二四45)。最後，他也對自

己的時間表瞭如指掌，早先他說「我

的時間還沒有到」(約七6)。等到即將受難

時，他說「我的時間快到了」(太二六18)。耶穌在

上帝的時間表中做每一件事，最終完成了上帝的終

極計畫。

保羅則是活出他精華的一生，一滴也不浪費的跑

完他的全程。他勉勵教會「我們行善，不可喪志；

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

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加六9-10)

最經典的就是以弗所書這段話：「你們要謹慎行

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

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

聖靈充滿。」(弗五15-18)

這段經文中，關鍵就是「愛惜光陰」。解經家

把它譯為要「把握時機」。「愛惜」是「善加利

用」，「光陰」就是上面所述的「時候、機會」，

我們一般叫timing，希臘文是kairos。它有別於新約

另一個時間的用字chronos指一般的時間，kairos多指

「關鍵時刻」。保羅認為面對「關鍵時刻」要作出

關鍵抉擇。

在此，保羅提到三個不要，以及三個要。這三個

要與不要剛好是相對的：

一、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保羅的前提是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邪

惡」意指不健康的、痛苦的、沒有價值的，這也是

我們今天世代的寫照。越是這樣的時刻，越是須要

「謹慎行事」，意即精確的行事為人。保羅要我們

像人生精算師一樣，謹慎的善用上帝給我們一切的

資源。當我們在每一個chronos的日常耕耘中努力不

懈，當kairos特殊時機出現時，我們才有能力抓住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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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但是我們要如何認出這是一個kairos特殊時機呢？

特殊時機是誰給我們的呢？是這個世界嗎？是人生

的貴人嗎？有時候是，但我們怎知這是一個好的時

機，還是一條不歸路？重點是「不要作糊塗人」，

「糊塗」指的是無知，無知於「主的旨意」，要認

出上帝給的kairos特殊時機，就是要知道祂的方向，

祂的法則，祂的旨意。

三、不要醉酒，要被聖靈充滿：

許多人質疑保羅為什麼把「不要醉酒」這麼俗世

的事，與「要被聖靈充滿」這麼屬靈的事放在一起

討論，會不會太跳tone了？

其實這兩者有其類似之處，一方面「酒能使人放

蕩」，也就是醉酒者會被酒精掌控，作出失常之

舉，例如舊約的挪亞。另一方面，聖靈則是掌權在

我們身上，讓我們「謹慎行事-愛惜光陰-明白主的旨

意」，行走在主的心意中，完成我們人生的使命。

上帝的季節

Chuck Pierce曾在他的一篇信息中提到，上帝的節

期，往往與季節有關，並且常以農耕作為分切點。

例如初春的樹木節，春雨前後的逾越節與五旬節，

秋收的住棚節，都以耕種與收成作為節點。事實

上，以色列各種作物都有它最適恰的播種與收割的

季節。他們會在十月種五穀，隔年四月割大麥。五

月修剪葡萄，六月收葡萄，七月收夏果，八月收橄

欖。每個作物都有自己的季節。這就讓我們想到詩

篇第一篇所言「按時候結果子」是甚麼意思。反

過來講，就是要按時播種，按時澆灌，才能按時結

果。

面對2021年，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人生是多結果

子的人生，就要問，何時該撒甚麼種，何時該做適

當的澆灌，我們要配合上帝的季節，不是像箴言所

言「懶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種，到收割的時候，他

必討飯而無所得。」(二十4)而是要「去察看螞蟻

的動作就可得智慧。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官長，

沒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聚斂

糧食。」(六6)  

當我們認識上帝的季節，「通達時務」，「把握

時機」，按時播種，按時澆灌，才能「按時候結果

子」，活出豐盛的人生。

2021年也是充滿變數的一年，疫情不可測，國際

關係重新洗牌，產業因工作型態改變而快速重組，

許許多多的機會因此消失或興起。包括教會的生態

都在改變，如果我們還是站在原地不動，機會的浪

潮打過去之後，我們可能所剩無幾。

基督徒的最大優勢，就是知道世界會越來越混

亂，但我們是上帝修復這個世界的力量。貧富差距

會越來越大，但我們是上帝管理物質世界的管家。

時代、科技、趨勢會更迭，但創造與連結，是上帝

內建在我們裡面的能力。

「時機」在上帝的手中，「把握」是我們的責

任。成為「通達時務」的領航者，才能為世代指出

正確的方向，讓這個世代由混亂重回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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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著每一屆籌備團隊的用心規

劃，及師長們的細心陪伴，每

一次校友退修會已然成為分散各地的

靈神校友年年期待的充電之旅！今年

更是一進入房間，就充滿驚喜！

我畢業後到民雄十五年，雖然各方

面都在持續進行，但心中知道，如同

車輛經過長途行駛，當里程累積到一

定程度，需要更新潤滑機油、各部零

件需逐一檢查、輪胎需要校正.......期

待「進廠保養」是我心中的真實渴

望！

喬老師分享「得勝者的DNA」，點

擊了我靈裡的渴望！「命定是上帝對

你一生最極致的心意！決不是你經歷

過的悲慘故事。」一句清晰的話瞬間

粉碎所有的謊言！喬老師幫助我們看

見神如何一路預備少年大衛、青年

大衛、成年大衛、壯年大衛.....成為

「得著仇敵城門」的得勝者！

院長以美國宣教士鮑伯‧海斯(Bob 

Hayes)到非洲迦納宣教的例子鼓勵我

們。鮑伯成立了一所鐵皮屋神學院，

當時受訓的人不多。幾年前他去世

了，這些神學生建立了幾十間教會及

兩間聖經學院。他絕對想不到這些

學生後來成了耶和華極大的軍隊！當

我們恢復我們在神面前的「愛子身

份」，就踏上了「與神同行」的第一

步！

耶穌留給我們「唯獨看見父所做

的，子才能做」的百分百聚焦榜樣。

面對黃金十年，靈神校友領受院長

「7070異象」及戰勝巨人的恩膏，

在各地經歷「跨世代、跨領域、跨產

業」的開展，學習每日與神同行！

第12屆校友｜李國煒牧師

校友退修會  領受戰勝巨人的恩膏

特別報導

校
友退修會? 是…資深學長姐的

「進廠維修」聚會？話題大概

以教牧服事吧？

 之前並沒有想過要參加，今年卻

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報名。先是在

靈神30校慶的晚會現場，見識到強

大的校友凝聚力；會長在說明退修會

的安排時，覺得不去太可惜，又強調

「跨領域、跨地界、跨世代」，心

想，畢業就走跳到機構服事的我，或

許不會太突兀。果然，驚喜和感動接

連而來。

 陸續發現有同學以及下一屆學弟

妹報名，有伴了! 聽著學姐們在宣教

工場的故事，或是神帶領關懷宣教士

的服事旅程，也有機會盡力向她們表

達多一份的明白、理解和連結。

師長們的信息像是充電器，幫助我

持守信心來跟隨神。當喬老師講解信

息時，彷彿學校課堂情景重現，一種

美好的熟悉感迎來；無論是哪一屆，

都曾經經歷過的學院生活日常。而

院長闡述他與神同行的心路歷程時，

特別是心中思慮的起伏，也深深感動

我。

入住當天才明白為何校友會要蒐集

我們的照片，很暖心。房間內溫泉很

舒心，烤鴨大餐更是開心啊！第二天

下午自由活動，二訪林美石磐步道，

之前瑋玲老師靈修營的點滴又浮現心

頭；下午茶時段在餐廳和齊蕙老師、

瑋玲老師不期而遇，就自然地湊一桌

子吃吃聊聊！

感謝校友會的用心，感謝學院老師

們對於校友退修會的支持，成就一場

感動良久的退修會。

第25屆校友｜陳靜姝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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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選擇這個題目，要從今年的2/21說起…

那天是我們的小女兒參加多益考試的日子，

老婆大人要我為女兒做祝福的禱告，於是我就選了

當天經文日曆的金句來為她祝福，當天的經文是：

「不要怕，只要信！」(可五36)。結果，那天下午

在一場安靜等候神的禱告聚會中，我感受到神的提

醒：「那句經文也是對你說的…」。

我們曉得，通常神會叫我們「不要怕，只要

信！」可能正是當我們遇到的事情，會令自己感到

害怕，很難單純信下去的時候。

這讓我想起台北母堂今年的異象是「對齊  跨

越」，當中提到跨越就是：「走未曾走過的路、做

未曾做過事」。一般人會選擇走熟悉的路，因為不

必冒險；而且對未曾做過的事，會需要更多的信心

和勇氣。就像神帶領以色列百姓走曠野的路一樣，

他們需要信心來跟隨神，因為曠野的路不是他們所

熟悉的；起來反抗埃及王的奴役，也不是他們習慣

做的事。他們需要信心來跨越陌生與不習慣，需要

學習更深倚靠神，來跨越未知的挑戰。

巽正牧師也提醒：「跨越，是神要成就在我們當

中的工作」。當我們付上代價來與神對齊時，神會

顯明當走的路，帶領我們一同跨越，好邁向未來。

我發現中壢靈糧堂和台北母堂的年度異象正是同

感一靈，不謀而合。繼2020年「父子同行-成為好

兒女、好父母、好同伴」的異象

之後，2021年神放在我和同工心中的感動是「禱告

同行、生養眾多」。

我們的主題經文是約翰福音五19：「…我實實在

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惟有看

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

做。」耶穌是我們最好的榜樣，祂在世上所過的就

是與神對齊的生活，經常在禱告中與天父對齊，看

見父所做的照樣去做；祂憑著自己不做什麼。在禱

告中，祂等候天上的父親，顯明當走的路。

所以，中壢靈糧堂的「禱告同行」跟台北母堂的

「對齊」是同樣的意思。我們今年的異象是要在禱

告中與神和彼此對齊同行，這是我們邁向「生養眾

多」的首要根基。正如「對齊」是「跨越」的基本

動作一樣，我們需要在禱告中，看見神所顯明的

「生養眾多」的道路，特別是可能我們所帶領的弟

兄姐妹們還不太習慣傳福音，尤其是向自己的親

友、同事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需要立定心志，過一個道成肉身的宣道生

活，讓傳福音成為我們所熟悉的事，成為我們的生

活。神是宣道的神，自會顯明祂的心意，而我們要

起來跟隨。

我們期許今年至少有三百個RPG復興禱告小組興

起，我們鼓勵弟兄姐妹們在“教會、家庭、職場”

中建立RPG復興禱告小組。感謝神，目前已經有將

近150個RPG復興禱告小組開始固定聚集禱告了。

我相信，當我們獻上自己在神面前自潔、與神對

齊，在神的同在中，神會煉淨我們的生命，讓我們

愈來愈像祂的兒子耶穌；我們會興起發光，成為復

興的貴重器皿。親友和同事在我們身上也將看見神

同在的光；我們會有能力活出好的見證，而且我們

會有信心和勇氣把福音傳給他們。我也相信，我們

將會從神領受關於同事和親友需要的智慧和知識的

言語，神將透過我們對他們的生命說話，特別是在

當前疫情持續嚴峻的時刻，神要透過祂的教會，顯

明通往平安的路。

中壢靈糧堂｜林宏濱牧師

不要怕，只要信！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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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5之3號4樓

電話：(02)7733-7722    傳真：(02)7703-0303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印
刷
品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E - mail：seminary@breadoflife.taipei
◎若要改寄電子季刊，請email告知發送之電子信箱

email請寄：wendy.chen@breadoflife.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