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的存在除了為敬拜神之外，也是為了宣教。聖經讓我們看

到三一神是宣教的神，聖父差聖子到人間（約3：17；5：24，30； 

17：18），傳揚天國福音，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路19：10；約3

：14）；聖靈在人心裏作感動及開啟，使人回轉向神，領受基督的

救恩。教會是宣教的群體，從主領受宣教的大使命（太28：18-20）

。教會要完成宣教的使命，除了需聖靈的帶領，也需裝備信徒，成

為宣教的子民（徒1：8）。神學院是教會的夥伴同工，協助教會造

就神國工人，帶動特別講座弟兄姊妹完成宣教使命。台灣正道福音

神學院的目標就是裝備合神心意的工人，因此學院秉持的第三個核

心價值是「誠信嚴謹的辦學原則」，以紮實的神學教育，為教會栽

培神國工人，才不枉教會的信任與期待。

   神是信實的神，講求誠信。祂記得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使亞

伯拉罕的後裔極其繁多，將迦南地賜給他們為業，並使他作多國的

父（參創17：1-8）。當以色列人出埃及時，除了婦人孩子，步行

的男人約有六十萬（出12：37），人口眾多，約書亞將他們領進神

所應許的迦南地。在宗教方面，亞伯拉罕是猶太教、回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信徒的信心之父，他們分佈在不同的國家。所以亞伯拉罕

如同神所說的是多國之父。雖經許多艱難，但神所應許他的話沒有

落空，因為祂是信實的神。作為神的兒女，我們也應守信用，有誠

信。神學院也要以誠信的原則辦學，才不虧負想要服事神，來受裝

備的弟兄姊妹，及為他們寫推薦信的牧者或長執。

誠信嚴謹的辦學原則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核心價值之三

教務長/林彩雲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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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誠信，神學院也應以嚴

謹的原則和態度來辦學。因為我

們所事奉的是全地的主，理當盡

忠職守，毫不馬虎。保羅在林前

3：10-15告訴我們要謹慎地建造

神的教會。神學院要培育神國人

才來建造教會，更應用心思想保

羅的勸勉。他提醒建造教會者需

謹慎以下幾點：

一、唯獨基督是教會根基

　（林前3：10-11）

　　保羅在林前3：6-9指出事奉

者乃是與神同工，建造教會。而

真正牧養信徒的是好牧人耶穌基

督，真正引導信徒的是聖靈，所

以事奉者更應謙卑在神面前事奉

祂。接著保羅論到建造的房屋，

他所說的建築物是神的殿（林前

3：9,16），就是教會。神的子

民就是神的殿，是神藉著聖靈居

住的所在（參弗2：19-22；彼前

2：5）。根據徒18：1-11，保羅

在哥林多傳福音，有許多人信主

受洗。他在那裏住了一年半，教

導門徒。他是哥林多教會的創立

者，靠著神的恩典，如同有智慧

的建築師立好了教會的根基。保

羅說：「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

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

字架的基督。」（林前1：22-23

上）「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

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

基。」（林前3：11）保羅藉由

清楚地傳講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

架（林前2：2），已立下了教會

的穩固根基。教會的唯一根基是

耶穌基督，而非其他的人（包括

他自己）。保羅把教會建立在基

督和祂的救恩這塊基石上，只有

這位永活的基督可以作教會的根

基。離開福音，離開耶穌基督，

下文是在討論神的智慧與人的智

慧，那麼此處的金、銀、寶石也

應指著神的智慧，草木、禾稭則

是指人的智慧。建造教會的工程

是主託付的神聖使命，不能敷衍

了事。

三、工程經火試驗仍存留

　（林前3：13-15）

　　教會的建造，當主再來時，

必須經過如火般的考驗和審判

（3：13）。我們的一切工作品

質，都會在末日基督的審判台前

完全地顯露無遺。如果我們的事

奉蒙神喜悅，在火的試驗中存得

住，就可得神的賞賜。若是工程

被燒了，就要受虧損、受刑罰。

但有些人雖因事奉不力，無法通

過試驗而受罰，但不會影響他們

的得救（3：15）。神因著祂的

憐憫和恩典，只有棄絕他的工

作，並未棄絕此人。他只是勉強

地得蒙拯救。保羅在此處所處理

的是建立教會的態度與方法。我

們最終要面對神的審判，必須向

神交帳，因此必須謹慎行事，按

神的心意來建造教會。

　　今年初在高雄美濃發生了

6.4級的強震，然而災情最嚴重

的卻在台南永康區。此區的十七

層維冠金龍大樓全倒，造成115

人不幸罹難。鄰近屋齡相對老舊

的房子之災情卻反而輕微。錯誤

的建築結構設計和鋼筋偷工減

料，是導致大樓坍塌的主因。沒

有謹慎地建造，沒有謹慎地使用

建材，導致大樓經不起地震的考

驗，造成多起家庭悲劇，也付出

巨大的社會成本。一個建築物是

否堅固，與它的根基和其上的建

造有密切關係。這也是保羅在林

前3：10-15提醒我們的，建造教

稭

就無真正的教會存在。保羅提醒

哥林多的信徒及其他的教會建造

者，任何企圖傳講別的福音，另

立別的根基，就是異端邪說。

二、謹慎在根基上之建造

　（林前3：10, 12）

　　保羅靠著神給的恩典，領受

使徒的職分（羅1：5），如同智

慧的建築師，以耶穌基督立了教

會的根基，別人也在這根基上繼

續地建造，但是建造時必需要謹

慎小心（林前3：10）。工人在

建造房屋時，必須小心所使用的

建築材料，這與房子能否堅固有

關，因為有一天他的工作要受試

驗。保羅關切那些建造教會者（

牧者、領袖）是否選擇好品質的

材料（基督的真理而非世界的價

值觀、慾望、短暫的世界智慧）

來建造。既然教會的根基是萬有

的主基督，那麼建造者在祂之上

所建造的工程，理當使用寶貴的

材料，能與根基相配。保羅列出

了六種建材：金、銀、寶石、草

木、禾稭。金、銀、寶石是貴重

的、燒不壞的，是經得起火與水

的考驗，是與根基相配的。而草

木、禾稭價值低，一燒成烏有，

經不起火的考驗，不能與根基相

配。只有好建材所蓋的房子，才

能通過考驗。因為「個人的工程

必然顯露」（林前3：13）叫人

無可推卸責任。因此工人要謹慎

小心所使用的建材。新約學者

Gordon Fee 認為既然保羅在上

稭

稭



會必須注意其根基及謹慎其上的

建造，方能長存。

  教會的建造要謹慎，培育教

會傳道人的神學院更應如此。神

學院用心培育，謹慎建造學生生

命，學生們也學習謹慎服事的態

度，和用心建造教會的技能。台

灣正道福音神學院鼓勵師生以耶

穌基督為榜樣，操練「跪下能禱

告」、「站起能講道」、「出去

能宣教」。而塑造這樣敬畏神、

倚靠神、傳揚神的生命素質，是

我們辦學的目標。好的神學教

育，是將禱告、講道及宣教的學

習和操練融入教學中，將信仰落

實到生活裡，以生命活出神學，

而非停留在學術理論裡。

　　感謝主恩，台灣正道福音

神學院的嚴謹辦學受到肯定，

在2012年已取得亞洲神學協會

（ATA）的認證。爾後，我們仍

將繼續秉持「誠信嚴謹的原則」

辦學，在這條神所託付的道路

上，穩健邁進。

     更正啟事
  本院訊於2016年四月刊第50

期，新生林璞真同學入學科別誤

刊為「道學碩士科」，應更正為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特此致

歉！  

      e院訊！
　　如您希望改收電子檔院

訊，請洽02 - 2 9 0 2 - 3 5 6 1 x 1 2

或meijichen@les.edu，謝謝！

3

教牧博士科
一位

道學碩士科
十五位

羅惠芬 程偉恩

許銘乾

黃惠文

林淑真

鄒鎮民劉惠愛 莊惠玲

趙民堅

潘忠祺 潘碩凡馮春麗

趙曉音 李文鎊

王維麟鄧宜佩

第八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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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余鏞

王靜虔

賴仁燿 郭文麗 陳姿瑤

陳國文 黃惠莉

賴硯斌 張麗卿

培育中心畢業 培育中心結業

李尚元吳靜昀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九位

臨別回首
鄒鎮民、王靜虔夫婦

畢業生感言

道碩/鄒鎮民

　　三年多前我們夫婦還在台

東宣教時，每週五坐第一班火

車，從台東到新左營上正道神學

院在高雄開的課。第二學期過

後，改全時間上課。時間真快，

現在即將畢業，藉著學校的邀

稿，再一次對神學院回顧與感

恩。

讀神學院的初衷
　　讀神學原不在我們的計畫

中，然而神藉著我們三年的宣

教，讓我看到自己裝備不足，需

要接受更多的神學訓練。進神學

院前，我們自己期許，讀完神學

之後，莫忘初衷──對鄉村弱勢

的負擔。

在神學院的改變
　　研碩改道碩：因著年齡的

考量，希望能儘早畢業。所以報

考的是兩年的基督教研究碩士

科。後來有位老師告訴我，依我

的年齡我應該去栽培造就同工。

心想，這樣不是要學的多，才能

給人多嗎？為了將來能讓同工有

好的學習，因此從兩年的研碩改

為三年的道碩。

　　從傳道到牧者：兩年前，

女兒Hanna在肯亞實習時遇見氣

爆，全身45%的燒傷。神讓我看



搖動。」勉勵我們，要我們安靜

思考及自問「是否有滿足主的

心？」我當下對自己說：「當然

有！否則我不會坐在這裡。」我

回答後，我和丈夫爭執的一幕浮

現眼前，我曾對他說：「你留在

台灣讀書，我回美國，在背後為

你禱告。」其實神要我誠實面對

「師母」角色的抗拒，我的心態

需被調整，成為對的人。我向神

悔改，承認自己的有限，祂的愛

再次觸摸我，神要我把祂常擺在

我面前，這樣才能快樂的活出自

己，我降服在神面前了。

　　在正道神學院，透過三位院

長及老師們的教導和生命呈現，

我學到知識技巧固然重要，更重

要的是神重視人的生命品格多於

他所做的工。而且，傳道人要按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並持續的閱

讀學習。不但如此，傳道人的基

本工夫就是平日與主相連，才不

會晚節不保。我感謝神，藉著老

師們對我們的愛及不斷勸勉和永

懷盼望之心，我知道那是我牧養

羊群的榜樣，不可輕易放棄。我

願像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

生命投資在神國，且成為這世代

神可用的使女（師母）。

5

到女兒的痛苦，而那痛苦是我們

身為父母無法體會的，只能陪伴

她，為她禱告。無意中我看到她

過去在高中時期擔任樂隊總指揮

的相片，她站在高台上的英姿，

如今卻動彈不得地躺在病床上。

神感動我去告訴女兒，過去是神

給她的恩典，現在甚麼都不能

做，更要緊緊依靠主。她身上的

疤痕將成為神恩典的記號。同時

神也感動我：傳道固然重要，但

是更要成為一位能關心、鼓勵、

安慰及餵養羊群的牧者。

　　不同的服事場所：畢業後去

鄉村一直是我們夫婦的負擔。在

神學院的最後一年，我們與學務

長劉仁欽牧師討論有關教會實習

的事。我們說有負擔去鄉村，有

地方缺傳道人。劉牧師說學院要

搬到新莊，也要設立教會，泰山

美門堂也在尋求植堂，要我們禱

告看看。後來，神藉著父親病

危，讓我全心順服，之後看到了

神的醫治，我們也就轉了彎而到

美門正道服事。

結語
　　回顧過去三年多的神學操

練，看到老師們用生命教導，自

己是被老師們所疼愛的一群，被

同學們所肯定，也在學習中成

長，其中有看得見，也有看不見

的。我存著感恩的心要說：「你

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

都滴下脂油。」（詩65:11）                                                                                                    

研碩/王靜虔

　　我們夫婦很快就要從正道神

學院畢業了，我們滿心感謝神保

守我們的心志。想起神怎樣在

2005年底，藉著更新月刊上的一

篇信息及創世記49：22「約瑟是
左起：鄒鎮民、王靜虔、兒子、女兒、女婿　　

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

子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

」感動催促我們要離開舒適圈走

出去。五年後，我們終於踏上宣

教之旅，離開休士頓回來台灣，

三年後又再次一起踏上裝備之

路，進入神學院，如今我們將畢

業成為神的僕人及使女（師母）

。這十一年來，我們希奇神在我

們生命中一切美善的安排及奇妙

引領，尤其在受裝備的這三年

間，我們經歷了女兒在肯亞的氣

爆，公公兩次生命危機，和媽媽

的肺部黑影威脅，但都蒙神憐

憫，在師生的陪伴及許多弟兄姊

妹的禱告中度過。我們雖經歷不

同的風暴，但有神的同在和神源

源不絕的愛:女兒成為師母、神

預備一份好工作給兒子、我們也

能堅持到如今，這都是神莫大的

恩典，真是讚美神的作為！

　　三年前的我對「師母」這角

色萬分排斥。認為師母難為，壓

力大，像魚缸的金魚，生活在眾

目睽睽下，全知的神知道我內心

深處的想法。記得劉富理牧師

2013年的全人醫治課程，他用詩

篇16：8「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

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



台的服事。我們最喜樂的服事，

就是在家裡的查經。我服務的建

教醫院（Mayo Clinic）常有各方

學者前來受訓、學習，或是是參

加醫學研究。我們就在天寒地凍

的美國北方接待他們，並和他們

談講福音。當看到神按著祂的旨

意呼召祂的兒女時，我們得著極

大的喜樂。感謝神賜我們機會服

事病人和家屬，見證到神在各人

身上的感動和奇妙的作為。

 神的旨意奇妙是我們不能測

度、是我們不能及的。我們從台

灣到美國一切順利，總以為靠的

是自己的努力打拼，加上運氣

好，卻不知是神在覆庇引導、扶

持我們。使徒保羅說：「使你與

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

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

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林

前4:7）。2014年12月退休後我

們返臺小住，在沒有商討下，我

們卻都有了要接受神學裝備的意

願。面談後，知道學校沒有年齡

的限制，真讓人喜出望外。經過

禱告，蒙神恩典，2015年9月通

過入學考試，成為秋季班碩士科

全修生。第一學期就修了六門

課，雖然課業很重，但滿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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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先生惟琪

和我吃力地在52號公路上，看著

路邊不少滑進雪堆的車子，目不

轉睛地盯著隱約可見的路面，踟

躅地往前「滑」行。上神學院的

第一天，兩個人不住地對問：「

我們上神學院是神的旨意嗎？」

「太危險了，是不是回家算了？

」慌慌張張地奔進教室，那晚的

系統神學課已近尾聲。雖然只聽

了半小時，兩人的心馬上就被教

授豐富的講論吸引。回家路上雪

停了，我們興奮地討論著，心中

充滿喜樂，慶幸沒有半途折返。

其後兩年，我們往返明城中央浸

信會神學院（The Central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那

時我們信主七年，都還在上班。

自此以後，惟琪對學習聖經有了

極大的興趣，他參加不少神學講

座，開始講道的事奉，我也開始

了講台翻譯的服事。

　　我們夫妻信主較晚，但是在

神的永恆中，卻是何等地有福，

能蒙神揀選成為神的兒女。信主

後，我們在查經班學習神的話

語，參與服事，從見證分享、詩

班、領會、領唱、帶領查經到講

恩典和聖靈賜下的喜樂。我們深

信，進入神學院是天父對我們的

神聖呼召，在一切的事上必有天

父在我們身上，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

   我們前後兩次讀神學，主要

動機是渴慕神的話語。正如詩篇

1：2所說：「惟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其次，在神學院藉著老師的教

導，可以有系統地整理過去所

學，擴充自己的神學視野。最難

能可貴的，就是能認識神國工

人。神奇妙地把我們帶進一個群

體，那裡的人都在談論神的話、

神的作為和大能，神的公義聖

潔、信實慈愛。「正道」就像一

個神話語的活水池子，讓我們身

心靈浸泡其中，盡情地吸取神的

恩言。感謝神，祂為我們營造一

個全然安靜的處所，被美好的見

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讓我們得

以專心思想神的律例典章、法度

命令。在校內，我們有機會在學

生會服事同學；在校外，我們參

與「美門正道台福基督教會」的

事奉。

  雖然沒有讓人羨慕的年輕生

命，但我們依然在主面前立志，

就像詩歌「獻己於主」的歌詞：

「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

活祭；我雙手為主作工，因被主

慈愛感動！願我腳為主走路，步

步遵從主吩咐；願我口時常頌

揚，讚美我榮耀君王！」我們求

聖靈繼續塑造我們的靈命，讓我

們繼續學習神的話語、裝備自

己、愛神、愛人、宣講福音。就

像彼得前書3:15所說：「只要尊

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

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獻身見證

獻己
於主

研碩一/范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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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動態

院長室及拓展處

■台灣神學院校聯合會經訪視本

院及評鑑後，已於4/11院會中正

式接納本院為該會正式會員，本

院院長陳敏欽牧師並膺任今年度

之執行委員。

■6/19-20學院將在台北及台中

各舉行一場感恩餐會及校友

會。6/21新莊教牧聯禱會亦假本

院舉行例會，陳院長將於會中分

享神學教育專題，歡迎參加。

■7/14-15學院將參加在中原大學

舉辦的三年一度青宣大會，以及

8/4-5台福青年高峰會。除了設立

展覽攤位介紹本院事工之外，陳

院長及培育中心林琪雪主任也受

邀在高峰會擔任講員，盼望鼓勵

更多有心服事的年輕人入學。

■海外招生：學院擬在紐、澳、

港和新馬四區設立招生連絡人，

以鼓勵更多海外學生來台進修。

■七月起學院將設立「台灣正道

神學院南區教學中心」，除繼續

開設信徒培育課程，也將擴大開

設碩士課程，歡迎報名。上課地

點：高雄愛羊台福基督教會（高

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6號10樓

之2）。連絡人：陳雅慧副主任

08-777-1303，0905-023-500。

學務處

■實習督導老師會議已於4/25

舉行，今年有二十位牧長願意

承擔師傅的角色，在實習教育

上一同配搭服事，求主記念。

■全院春遊於4/20在新竹綠世界

遊樂區順利舉行，謝謝該園董事

長熱忱的接待，讓師生們有美好

的休息和交誼。 

■2016年度學生會新同工已就

任：許智翔（會長），彭惟琪（

副會長），范淑貞（出納），偕

立賢（關懷），吳明煌（總務）

　經常費
　　全年需要 19,000,000
　　1~4月累積收入 5,726,091
　　1~4月實際支出 5,123,414
　　尚需奉獻 13,273,909
　建校基金
建校總費用 已募建校基金 尚需奉獻

156,041,235 145,107,060 10,934,175

奉獻方式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新莊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號：0490871000333

，許為博（會計），萬思翎（文

書），洪小茹（活動）。

教務處

捐書傳愛

圖書館歡迎弟兄姊妹為購買

圖書的經費奉獻或贈書。請

捐贈：舊/新約研經註釋書、

系統神學、教會歷史、宣教

植堂、實踐神學、神學聖經

字典、百科全書、工具書等

書籍。

請洽洪弟兄

justicehung@les.edu
02-2902-3561x27

■徵圖書館義工：每次或每週至

少三小時協助資料建檔、編目、

整理書籍、環境維護。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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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限日間碩士科全修生

2016學年碩士科秋季班招生

教牧博士科

碩士科 (日間)
道學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職場碩士科 (夜間) 
職場碩士科

職場研究證書科

本院和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互
為姊妹學校，師資共享，具
有亞洲神學協會（ATA）
之認證，注重靈命、學
識、事奉、生活之操練。

請洽王姊妹ruthwang@les.edu 
電話：02-2902-3561x10  www.lestw.net.tw

報名截止 :  7月1日(五)

入學考試 :  7月12-13日(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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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畢業典禮

謹訂於六月十九日(週日)
下午2:00-4:00

假輔仁大學國璽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北區感恩餐會
六月十九日(週日)下午5:30
新北市新莊「富基海鮮會館」

中區感恩餐會
六月二十日(週一)晚上6:00
台中「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暑期密集課程
教牧博士科

6/13-17
6/20-24

「牧會的藝術」 陳敏欽牧師

「國度宣教與教會增長」黃成培牧師

碩士科

6/20-23
6/27-7/1

「教會增長」陳敏欽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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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碩士科、培育中心（夜間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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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美惠牧師

請洽王姊妹ruthwang@les.edu 電話：02-2902-3561x10

林國亮牧師特別講座

教牧班
9月5日（一）
9：00~17：00 

信徒班 
8月20日（六）
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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