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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 主題簡介：10分鐘

◼ 疫情下的現今教會省思：30分鐘

◼ 現場問答：20分鐘

3

*請大家在Q&A或者Zoom Chat中提交問

題，我們的同工會負責提交和匯總。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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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哲學系B.A.、美國富勒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D.Min.。

早年曾任校園團契同工，參與學生及文字

工作。現任靈糧神學院專任老師，主授教會

歷史、文化宣教、靈修學。

2006年起亦受邀參與高中教師生命教育師

資培訓，於臺灣大學教育推廣中心教授靈

性統整課程，踏入跨宗教靈性與思想對話

逾十年。
林瑋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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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疫情下的衝突和省思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2175930/assets/13719530/content.mp4?signature=dG-H4Zysfkfb_zXD3kkY0Cm9tAw


一、疫情給歷史的教訓

•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爆發至今病例數約5.94億，645萬人死

亡。 

1. 從人性考驗看對政治、社會、經濟的衝擊
     重大公共災難發生的時候，就是人性被考驗最嚴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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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人性考驗看對政治、社會、經濟的衝擊

相較於太平盛世，每當瘟疫或疾病席捲國家或區域，牽涉到：

生存資源的分配，牽動著政治角力的拉扯，牽連到傳統文化的思維、

倫理與道德的價值，社會中的族群意識和階級差距會浮上檯面，執政

者和國家公共衛生的能力和儲備資源受到嚴格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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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人性考驗看對政治、社會、經濟的衝擊

● 醫療資源造成的疾病差異化，更突顯了貧富差距形成的公衛不平等

● 中研院電子報〈瘟疫史教我們的事〉中提到：懸殊的貧富差距、醫療

資源、對抗疾病的能力，導致同一種疾病在世界各地，呈現迥異的影

響。甚至，疾病還可能加劇各國間的分化與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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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人性考驗看對政治、社會、經濟的衝擊

● 「防疫是很政治的，背後往往連結更深的政治立場、意識與價值主

張。」（中研院李尚仁）

● 歐洲兩種傳染概念衍生出不同的防疫方式，主張隔離檢疫，或傾

向整治環境清潔的公共衛生作法。

● 光譜兩端的選擇，反映了個人、國家的政治思想。

例：英國「佛係防疫」背後的自由主義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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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思古今國際與國內的恐懼與衝突：

● 歷史提醒我們，面對疫病，要對抗的不只是病毒，還有人們的恐懼

與劃界排他行動。

● 重大疫病會放大集體恐懼，同時折射出社會潛存固有  的政治、族

群與文化衝突。

● 重大疾病的衝擊下，社會原有的弱勢或被拒絕排斥，往往會成為

    「代罪羔羊」。

10圖片來源:pixabay



2. 省思古今國際與國內的恐懼與衝突：

● 疾病如同人類文明史的照妖鏡，在不同的時期，照映出社會存在

已久的族群、階級矛盾。

● 媒體傳播，也可能強化社會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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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思古今國際與國內的恐懼與衝突：

● 史考特．蓋洛威省思美國的問題，在《疫後大未來》提到二〇一九

冠狀病毒疫情揭開一整個世代人的拙劣選擇,並加速這些選擇的

後果。

● 美國的「共病」：

政府機構被削弱，科學不被信任；

個人主義成了最優先要緊的事，

結果缺乏公民責任的自由。

● 治療美國社會病症的處方,就是全面復興社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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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思古今國際與國內的恐懼與衝突：

● 歷史中不斷看見疾病衝擊著社會，使得階級開始對立，批評者

往往導致更多撕裂發生，從國際角度可以看出強弱國之分別，

國內可以看見強弱勢族群的差距，加上媒體若帶著意識型態立

場來播報，是放大集體的恐懼，加深集體的衝突。

● 在這時刻的基督徒應當如何行呢？

基督徒不要也落入所激發的對立和衝突之盲目試探中，  不要找

任何代罪羔羊來怪罪，尤其是辛苦服務的政府公衛中心與醫務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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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基督教會自古對老、病、殘、垂死的人的接納與關顧，逐漸改變了

社會對人的生命的態度，成為西方文明的基石，這不是希臘羅馬

文化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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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代教會

中國著名哲學家何光滬教授認為「基督教不是來自西方文明，而

是改造了西方文明」其中一項便是基督教改變了古典文明蔑視生

命的態度。

第二集：教會歷史傳統與信仰靈性契機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2175935/assets/13719531/content.mp4?signature=M9CwmTrGSn9rS646duLvZiveT_Q


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 西元251年約莫有120萬基督徒，到了西元300年達到600萬
的基督徒，50年內有5倍成長，當時基督徒所展現出信仰的力

度深深影響著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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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代教會

● 從教會歷史來看，每當有疫情，

基督徒都會翻倍成長。



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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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代教會

六世紀初的羅馬大主教貴格利一世，在瘟疫肆虐、蠻族入侵、羅馬

政治制度崩壞和瓦解中挺身而出。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裡面，哪裡軟

弱，哪裡投下的資源就大，相對於世界，哪裡不體面就廢棄，截然

不同。



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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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世紀

1527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也碰上了瘟疫。

他撰寫了《人可否逃離致命的瘟疫》作為回

應。他認為任何對他人有責任的人都不應該

逃離。

政府官員要維持社會秩序、牧師要留下來為

人們提供信徒的安慰。雖然他自己健康欠佳，

但是仍然堅守崗位牧養信徒。



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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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世紀

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促成西方防疫政策、

隔離檢疫、公衛機關的成形，也讓歐洲

累積不少疾病與醫學知識。

中世紀的醫院是隔離所，修道院收留流浪者、旅客

和病患，神職人員帶著此時此刻天命召喚，甘心照

料病患。基督教曾為世界建立很好的醫療制度和經

驗，成為現代公共衛生的基石。



二、從教會歷史看發揮愛鄰舍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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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代

● 英國講道王子司布真在倫敦爆發瘟疫時努力探訪、講

道安慰信徒

● 北美第一次屬靈大復興的器皿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1703-1758）
1758年當時天花疫情嚴重，有人研發疫苗徵求實

驗者，愛德華滋自願參與實驗，因而喪命。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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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瘟疫來的祝福

● 2020 10月《Christianity Today》一篇文章名為：COVID-19疫情終

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 這是個好消息。

● COVID-19疫情壞消息：

● 大多數類型的犯罪都下降，但家庭暴力的案例卻在上升。

● 經濟衰退將使結婚率進一步降低:
受這種婚姻衰退影響最大的，是經濟、財力最不穩定的，受

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和勞工階層。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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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瘟疫來的祝福

● 好消息：COVID-19疫情終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

● 心靈伴侶這種婚姻模式始於20世紀70年代。 背後的理念是

，婚姻應基於兩人之間強烈的情感或浪漫聯繫。
 

● 只有當這種聯繫處於快樂、

充實狀態並使雙方充滿活力時，

婚姻才應該持續。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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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瘟疫來的祝福

● 好消息：COVID-19疫情終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

● 我們面對著經濟保障欠佳、疾病橫行和政府無能，更黑

暗、更困難的世界，心靈伴侶的神話變得不實際、不那麼

有吸引力。

● 夫妻們發現，政府和市場不可靠，他們必須互相扶助，好

養育孩子、照料房子、及年長的父母。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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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瘟疫來的祝福
● 好消息：COVID-19疫情終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

● 他們重新發現，婚姻的空間主要是為撫養孩子，而終身承諾與社

區的支持——包括當地教會的支持至關重要。

● 大衰退的艱辛加深了他們的婚姻承諾，很多人打消離婚或分居

的打算。 事實上，經濟衰退以來，隨著對婚姻生活越來越投入、

謹慎，離婚率已經下降了20%。

● 危機與轉機始終是共存的，對遵行耶和華律法的人，所有的艱難

都可能是靈性甦醒的最佳時刻！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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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靈性操練的機會

《現在，正是時候讀莊子！》臺大中文系副教授蔡璧名

如果傷是人生必然，有誰可以扶傷？ 轉身遇見《莊子》，引領心

靈、身體、情感的日常修鍊， 回到生命之初，身的鬆柔氣沉、心

的空明靜好。

心，不要在不值得的地方停留面對心傷、身累，我
們可以選擇不貧窮自己的心志、不病苦自己的心
情、不傷害自己的身體， 內向守護生命中無人能
剝奪、干預、阻止的，如鏡如月之心。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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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靈性操練的機會

● 如果在傷亂蔓延，看似止步不前的此刻，莊子的經典能提醒我們

：專注內在自我、勇邁直前。

● 難道聖經不能提醒依靠上帝的基督徒？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

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向

他訴冤（向他訴冤：或作回答所疑問

的）」。（哈2:1）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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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靈性操練的機會

● RPG禱告小組

對許多不能出門聚會的小組帶來很大的祝福，  許
多小組轉為線上不但沒有衰退，反而帶進更多新朋

友。疫情確實是場大檢驗，測試出個人及群體的與

神、與彼此關係的真實和深度。

● 修補關係從來就不嫌晚，如何修補，其實平時與戰

時沒有那麼大的差別，真心的關懷永遠有效。



三、從信仰靈性層面省思的教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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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日教會的契機

•人永遠想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脫離困境與衰敗，聖經提

醒我們的卻是「心靈與關係的轉向」，因為後者使我們回轉歸向神

與彼此，這是神對以色列永遠的呼喚與等待，

● 領受並持守 展現教會有的生命力

無論大小教會，知道為何神設立我在這裡？我可以做什麼？有

沒有做到？那就是神最在乎的。



現場問答
請大家在Q&A或者Zoom Chat中提交問題，我們的同工會負責提交和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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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現場問答  Q&A

https://files.logoscdn.com/v1/files/62175907/assets/13719529/content.mp4?signature=_gULemza_eT5jDWmySYtNA-dDLU


如何在Logos中使用

29

新用戶 

1 登記下載 Logos 免費中文聖經

軟體 並完成 安裝

2 前往明道研經系列圖書頁面完

成購買

3 打開安裝好的Logos 聖經軟體

，確保連接互聯網，新書就會自

動下載

4 搜索書名，打開該書即可如果您想用現金券付款，在購物

車頁面選擇使用信用餘額。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chinesebasic
https://tc.logos.com/chinesebasic?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chinesebasic
https://tc.logos.com/get-starte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chinesebasic
https://tc.logos.com/giftcard?utm_source=Webinar&utm_medium=Slides&utm_campaign=MDP0322&utm_content=giftcard


謝謝您！

有更多問題，歡迎電郵到 chinese@faithlife.com 

報名未來活動  繁體 | 簡體

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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