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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以前Apple,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只

是創辦人在車庫或校園裡突發奇想的一個

概念；但今日依靠軟體運作的運算設備，已經成

為數十億人的工具。再一個世代後，世界將到處

可見運算能力強大的設備，這些設備正在駕駛汽

車、營運工場、進行手術，而且隨著晶片越小、

越快、越便宜，這種事情轉眼就會出現。可見

「科技」已經不是你所認為的樣子！

矽谷的人己經在「矽晶」的天地裡迷失方向。

未來真正的科技會把微晶片帶到現實人生，不再

是生產更快的晶片，而是尋找運用晶片的新方

法、設計程式，支援我們過想要過的日子。未來

的科技公司會在後台運作，推動複雜的流程，驅

動智慧型的各種機器為人工作，提供教學和娛

樂，以及傳輸古老資料和最新的重大新聞。

科技在「去中心化」與「大數據」的挑戰

Google Maps並不會花到你一分錢，然而一旦你

將所在位置權限授予出去，Google所有服務便會

開始串聯共享，使用「位置數據」來分析你的行

為，像是你經常去的地方，猜測你可能會去哪些

商店？很顯然地，數據公司只要將這份「偏好」

統整好，隨時可以向廣告商展示，但他們的自律

標準為何？我們都不曉得。

你可以說至少Google很安全，但如果它是由

承包商或合作夥伴來經營的話呢？今天所有人

依靠單一系統，萬一出現崩潰，可能會引來地

區或是國家的癱瘓；集中的系統更帶給了駭客

便利，只要攻破部份圍牆，就可以竊取到珍

貴的數據，因此，中心化面臨著更高的安全

代價，隨之而來的是元宇宙的「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聲浪高漲。

任何一個組織為了因應運作多半以「中心化」

為主，因為它可以將少數人將力量集中，並有效

提高執行的效率。然而，「中心化」最大的缺失

是「腐敗」，更壓制到了人的基本自由；因此享

受便利與效率，並不代表在權益上能享有實質的

自由空間。「中心化」機構一旦龐大，決策需通

過層層關卡，反而導致處理速度下降。

文｜吳炳偉牧師

科技的方舟與巴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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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你沒有言論自由，但今天當你在使用LINE或 

Facebook的「去中心化」裏大鳴大放之際，它產生

了另一個最熱議的話題就是「大數據」Big Data，

它蒐集了私人用戶信息，但存儲和使用並沒有透

明度和實質責任歸屬。這些大數據的持有者，正

在利用你的數據，影響你的選擇，你所做出的選

擇，真的是「你」在選擇嗎？也許你不會感到排

斥，但背後隱藏龐大的商機，機構與廣告商間的

利益市場，正在試圖影響你。

「科技」會不會取代人類呢？不會！「科技」

可以增強人類的經驗、把人從電腦確實可以做得

更好的事務中釋放出來，但是這些東西會憑自己

的心情跳舞、哀悼、祈禱或墜入愛河的機器人還

遙遙無期。連最精細的人工智慧，也只能針對符

合其記憶體而做出反應，無法妥善的即興發揮，

也不會規劃更美好的未來。

神對「打鐵匠」和「掠奪者」都擁有主權

人類已經不需要使用星星在海上做為導航。然

而，基督徒都蒙召要忠實地活出基督的生命；因

此，我們曾經定義了某些「不變的事實」。但是

科技的發展似乎威脅到許多我們認為的「不變的

事實」。我們今天認為必不可少的東西，在不到

五十年前被認為是科幻小說。在過去的二十年

中，科技創新呈指數級增長；種種跡象顯示，這

種快速變化的步伐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許多基督徒對現代科技感到困惑。無論是人工

智能還是生物工程，科技世界都可能令人困惑。

然而，從智能手機到自動駕駛汽車，再到太空旅

行，新科技可以激發我們的靈感。但科技變化的

快節奏也讓我們感到害怕。那麼基督徒如何憑信

心走過矽谷的創新？以展示了科技是如何被神聖

安排的。超越了對科技的使用，而提供了一個神

學框架來更清晰地思考技術。最終，我們對神的

信仰決定了我們如何回應人類的發明。

許多人試圖回答：「我們應該如何與科技聯繫

起來？」相反的，我們應該問道：「神與技術有

什麼關係？」我們絕對確認神命定和引導宇宙的

每一個部分，從最大的星球到最小的原子：神根

據他的治理和設計來掌管萬物並轉動萬物。

整台機器按照神的計劃、祂的榮

耀和祂子民的永恆喜樂，為單

一、統一的目的而工作。神

看到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

節，和科技的每一個角落。

在人類所有輝煌的科技

突破中，神無處不在，不變

的神仍積極存在於人類所有

的科技努力中。「吹噓炭火、

打造合用器械的鐵匠是我所造；殘

害人、行毀滅的也是我所造。」(賽五十四16)神

對「打鐵匠」和「掠奪者」都擁有主權，祂仍然

很活躍於祂所創造的世界。「王的心在耶和華手

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二十一1)祂通

過引導君王的願望和他的自由意志，來帶領每一

位君王和國家；這對每一位權力玩家都是如此，

成為「打鐵匠」或是「掠奪者」完全在於人的心

是否與神對齊！

瀝青可以「建造方舟」或「建造巴別塔」

神的旨意有時很清楚，有時卻難以把握。在嬰

孩出生中很容易看到神的旨意，但卻很難從胚胎

複製或試管嬰兒的倫理緊張中看出這一點。我們

似乎就像坐過山車，漫不經心地朝著越來越大的

發現奔跑，沒有明顯的目的或終點。一般來說，

人類的創新超越了人類的道德。墮落世界的生活

意味著，我們的道德永遠不會趕上科技的最新可

能性。

神不只是通過改變季節或在天空中移動星星來

統治。他的主權比這更個人化與客製化。祂通過

人的意志和慾望來統治。神的主權最常見的體

現，不是與人類的自由意志相矛盾，而是通過人

類的自由意志來工作。他通過管理他們的慾望和

需要來管理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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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劍者想成為造劍者，掠奪者想成為掠奪者，

這其中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神主權地指揮

宇宙，讓他知道麻雀何時倒下，那麼你可以相信

你的未來是由愛你和關心你的那一位掌管。我們

最強大的創新者耶穌基督是神任命的。鐵匠通過

金屬技術鍛造了三個長金屬釘子，在耶穌的死中

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一個掠奪者利用這些

創新並利用它們殺死創造生命的主。

我們可能不明白為什麼神允許邪惡在世界上繼

續存在，但我們確實知道歷史上最邪惡的行為是

神所命定的，「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

傷，使他受痛苦；」(賽五十三10)神旨意的最大

展示需要最邪惡的行為。神的榮耀在黑暗中最耀

眼，因為神的榮耀在十字架上最耀眼。

但神的旨意並沒有取消人所該負的責任。是

的，除了神的旨意和時機之外，沒有一隻麻雀從

天上掉下來。但如果我們在風力發電機的渦輪裏

下發現一堆麻雀，我們應該發起環評調查。瀝青

柏油可以用來搭方舟，「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

舟，分一間一間的造，裏外抹上松香。」(創六14)

也可以用來建造高塔通天，「他們彼此商量說，

來罷，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

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創十一3)

同一桶瀝青柏油可以用來建立我們對神信任的

方舟，也可以用來建造不信的巴別塔。一直以

來，科技都具有善惡的內在潛力；在使用者使用

之前，科技的內在罪惡或優點通常是模糊的。科

技創新實際上並沒有提出新的問題，我們應該呼

籲更加確認基督信仰的優先事項。

即使最糟糕的掠奪者夢想成真，即使人工智能

摧毀了就業市場，神仍然在掌權，祂的計劃仍然

是完美的。神的旨意是「不變的事實」，它將引

導我們進入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隨著科技

的增長超出了教會的控制範圍，然而，我們必須

相信掌管萬物宇宙的永生神，建造「方舟」或是

「巴別塔」完全在於人的心是否與神對齊！

結論

科技沒有野心，而是人類用來達成某些目的的

工具。如何運用這些力量，完全操之在人類自

己。我們可以教導手機，建議我們在排定的時

間，打電話給什麼人，但是講電話的人還是我們

自己。歸根究柢，工具和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正

是「科技」真正的用處，現在應該架設科技和現

實世界之間橋樑的時候了！

我們批評科技，因為科技不會自我批評！然

而，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需要更清楚地了

解信仰的優先次序才能與神對齊。「親近神、認

識科技、活出基督」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這促使

我們仰望那不變的那一位，祂以說有就有的力量

創造、維持、和統治著宇宙。親愛的，我邀請你

關注神的旨意，只有這些才能闡明你信仰的優先

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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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

2013年進入靈神接受裝備，2015年起在自己

的教會「永和靈糧福音中心」展開了傳道人

的生涯。回想在神學院裝備的那兩、三年期間所

吸取的養分，成為這幾年在牧會時極大的幫助。

在個人牧會的這段年日，雖不乏有沮喪、失望、

難過…種種歷程，但每當想要放棄、逃離之際，

總是因為「愛」的因素挽回了我。

過去這幾年，在眾教會間大家建立裝備系統、

成立247禱告祭壇、推動領人歸主的幸福小組、

以及如火如荼地興起火熱的RPG。在接受一套套

的系統訓練之後，我自己藉由許多的操練，生命

有極大的突破與更新。然而，我也在尋求自己牧

會最終的目標是什麼？想起以前院長說的「使命

神學」、喬老師說傳道人要「頂天立地」、瑋玲

老師教我們「歸心祈禱」與主密契、葉老師提醒

我們要「finish well」……總結師長們的教導，

我想起保羅所說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

的是愛」(林前十三13)。

而保羅所言「其中最大的是

愛」，即是基督徒可以認識真理、經歷真理也活

出真理最關鍵的因素。「愛」是我們基督徒生命

被挽回的經歷，也是我們生命的記號，而這份愛

從來沒有離開過，直到如今，一直都在。只是許

多時候自己失落了這份愛。

在我們的生活中，許多事物正在我們眼前高速

地運轉著。這幾年影音串流平台的影響力越來越

大，訂閱戶數越來越多，藉由眾多行銷手法，傳

統有線電視的收視戶逐漸將眼球的目光轉移到串

流平台之上，而其中Netflix(中譯「網飛」)更是眾

多串流平台中的佼佼者。過去幾年國內外媒體爭

相報導「網飛」的營業模式，媒體形容「網飛」

有著許多令人驚豔的經營態樣，並且吸引眾多優

秀人才，打造了「網飛」如今在業界的地位。然

永和靈糧福音中心｜朱曉春牧師

顛撲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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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幾個月前，「網飛」因訂閱戶大跌，導致

股價狂瀉，此時又有媒體開始分析「網飛」經營

不利的原因，抨擊「網飛」的成本結構與用人策

略。不久前還被人捧在手掌心上的明星公司，一

夕之間成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前後

差異之大，實在令人咋舌。

對比各行各業都處在高速變動的競爭環境中，

唯獨手中的這本聖經，看似古老，卻是歷久彌

新，其中所揭櫫的真理更是永不改變。台北靈糧

堂今年的異象是「回到起初的愛」，主任牧師巽

正牧師的領受，對我個人而言彷彿踩下了緊急煞

車。過去在事奉中總是以為自己很忠心，不論在

牧養、傳福音、裝備、治理各方面的運作，稱不

上完美，但有些許果效。自己在牧會上所投入的

時間精神，比起過去在職場工作時有過之而無不

及，世界正在高速地運轉著，比起世界，我自覺

我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直到去年自己的身體出

了點小狀況，在醫院躺上了四天，此時才驚覺，

我的服事其實並不讓人羨慕，也沒有真正的安

息，更讓人憂心的是自己裡面的「愛的庫存」正

在下降中。

回到聖經中顛撲不破的真理-「其中最大的是

愛」。我思想教會需要增長，得救信主的人需要

加增，而增長的動力就是來自主親自所吩咐的

「大誡命」與「大使命」。因此，我需要與教會

的弟兄姊妹們一起重新校準，在我們教會過去已

經建立的美好根基上，我們需要的是重新與主對

齊，並且更深領受主的愛，我們要一起走在主的

心意中，而不是走在自己的抱負裡。教會中只要

有主親自的同在，教會中有主豐豐富富的愛、有

主賜下的奪不走的平安、有因著信靠主而來的喜

樂，我相信這樣的教會一定會是健康的健會，得

救的人數必定加增，兄姊的靈命必定成長。

我們的教會是地區型的教會，會友除了一般在

公司行號任職以外，也有不少比例是從事服務業

性質的工作；而以年齡分布來說，資深的銀髮長

輩比例正在逐年上升。我觀察我們教會的組成結

構，其實很貼近整體台灣社會的現狀。因此，我

在禱告尋求中問主：「主啊，需要這麼大，我需

要補足哪些不夠的地方呢？我需要再多開發哪些

領域的關係呢？教會的策略方向、架構組織要做

哪些調整呢？」但是主沒有明確的答覆。直到今

年，我的禱告方向有了調整，我在禱告中向主祈

求：「主啊，願我手中的事奉，是因著領受祢的

愛所生出的；願我帶領的羊群，可以經歷從主而

來那份長闊高深的愛；願我自己的生命，可以先

被主的愛摸著。吸引我的，不再是事工的果效、

成就，而是主祢自己；我牧會所有的焦點就是主

耶穌，求主幫助我，賜我智慧力量，我也要引導

弟兄姊妹一起被主深深吸引。」

這兩年多的疫情讓大家左支右絀，教會的領袖

們也都在忙碌於因著疫情所帶來的衝擊與想出因

應的方案。有一天當我因著疫情造成許多的不便

與困擾，不禁嘆了一口氣時，聖靈溫柔地提醒

我：「愛一直都在」。在聖經中那顛撲不破的真

理成為我裡面最真實、無法取代的力量「如今常

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林前十三13)。

校友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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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共54位

道學碩士 15位

聖工碩士 6位

宣教碩士 1位

神學學士 5位

牧靈諮商博士 1位

牧靈諮商碩士 11位

牧靈諮商證書 13位

師母證書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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