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基督為首的團隊事奉」是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的核心價值

之一。有位華人教會資深牧者曾對團隊事奉之重要性，語重心長地

表示：「現今年代，教牧與長執必須具備『與人共事』的領導技

能，透過以身作則的團隊事奉，展示『僕人領袖』的風采。當教牧

能與同工一起建立團隊，又能與長執有良好配搭，營造健康的團隊

事奉文化，就會帶出滿有活力的『使命教會』。」筆者在教會服事

三十多年，對此觀點深表認同。下面例子，說明團隊事奉不但是神

的心意，也是神學院培育傳道人的重要核心價值。

從聖經看團隊服事

A. 耶穌與門徒團隊

    耶穌來到世上，如何在短短的三年多將上帝國的福音傳開呢？

答案就在於祂建立了門徒的團隊事奉。因著主看重團隊事奉，雖然

祂在世短暫，但留下的門徒團隊卻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世界：

1.馬可福音6：7-13記載，主耶穌呼召十二門徒成為一個團

隊，訓練他們承接傳道的使命。

2.差派他們二人一組彼此配搭，完成任務。

3.祂又特別針對彼得、雅各與約翰三人，作更深入地帶領，形

成了緊密的核心師徒關係。

4.設立七十人的事工團隊，差遣他們分組去佈道。

基督為首的團隊事奉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核心價值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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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的屬靈領導》

一書中提到「耶穌是建隊者的領

導風範」，認為耶穌有三方面的

榜樣可供吾人學習：1

呼召同工、傳遞異象 耶穌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

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

子」（約15：16）。所以耶穌呼

召同工，揀選同工，也作分派指

導的工作。

共同生活、訓練團隊 四福音記

載不少耶穌與門徒生活中的互

動：一同聆聽主教訓、一同傳

道、醫病、趕鬼；或一同參加宴

席、一同經歷風浪、一同迫切禱

告…。顯明耶穌的團隊訓練不但

重言教，也重身教；不但能歡樂

在一起，也能一同分擔苦難。

重視婦女、參與事奉 婦女在耶

穌的世代並不被重視，更不被容

許成為「門徒」。但聖經卻多處

描述耶穌與婦女的互動及對婦女

的尊重。例如：衪醫治西門的岳

母和患血漏多年的女人，衪憐憫

拿因城的寡婦，稱讚憑信心奉獻

的寡婦，也常接受馬大、馬利亞

的款待與供應。可見耶穌對人性

尊嚴的看重，與事奉的參與是不

分性別的。

B. 安提阿教會的團隊
   艾弗遜在《聰明的工頭》一

書，提到安提阿教會的建立是以

團隊為開始：2「設立安提阿教

會的關鍵人物是巴拿巴…耶路撒

冷的教會派遣巴拿巴成為安提阿

團隊的一份子；爾後，巴拿巴往

大數去找掃羅，帶他到安提阿，

於是掃羅也成為安提阿團隊的一

份子。同時，顯然的，一位周遊

四方的傳道人已從耶路撒冷來到

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

肢體。」

  保羅被稱為「傳福音的使徒

」，具有諸多的恩賜和過人的

信心與膽識。他將福音帶到外

邦之地，建立許多教會，仍謙

卑地認為，這並非是靠著他一

己之力，而是靠著大家一起團

隊爭戰始有之成果。

     從上述聖經例證可知，耶穌

基督是教會和團隊的頭與元帥，

我們是與神同工的配搭者，唯有

肢體彼此相顧，才能使基督的身

子健康成長。

結語
    如上所述，團隊事奉確實是

神的心意，因祂已透過三一神自

己的作為，也透過聖經向我們顯

明祂的心意。當然，團隊中的領

導者也是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

他/她如何有智慧、有EQ的去組

織團隊、激勵團隊、運作團隊

等，也是一門需要學習及經驗累

積的功課。

   台灣正道神學院就是個服事

群體，董事會負責擬定學院的方

向與策劃，院務會負責執行及帶

領全院師生實踐異象，完成目

標。各部門同工如能各司其職，

彼此配搭，就必能如英文的「團

隊」（T.E.A.M.）所表達的：「

人人團結，成就更高」（Togeth-

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求神使用台灣正道神學院的

董事、同工與師生，成為最美好

的事奉團隊！  

1.莊大能、蘇文隆，《二十一世   

紀的屬靈領導》（台福，2003）

，50-52。

2.艾弗遜，《聰明的工頭》（台

北：以琳，1988），255。

安提阿。…因此，安提阿教會是

由一群人所組成的團隊。」

   使徒行傳第十三章也描繪了

極美的「團隊事奉」典範，它很

清楚地提到有一個長老服事團

隊，在教會中發揮了有功效的服

事：「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

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

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

掃羅。」（徒13:1）路加列出這

五位傳道人的名單，讓我們看到

團隊事奉的果效。

C. 保羅與宣教團隊
    林前12:14-27保羅以身體的

比喻，闡述團隊連結的關係：「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

肢體。...若全身是眼，從那裡聽

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裡聞味

呢？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

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

個肢體，身子在那裡呢？但如今

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

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

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

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

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

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

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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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二屆教牧博士科、第

八屆碩士科暨第一屆信徒培育科

畢結業典禮，已於6/19下午假輔

仁大學國璽樓舉行，計有1位教

牧博士、15位道學碩士、9位基

督教研究碩士及1位信徒培育生

畢業，和1位信徒培育生結業。

典禮中由陳敏欽院長證道，以使

徒行傳9：19b-31勉勵同學畢業

後，在不同的崗位事奉時：一，

要帶領會眾讀聖經，使他們的信

仰紮根於神的話語。二，要帶領

會眾仰望神，遇困難和挑戰，要

有神的同在。三，要帶領會眾用

屬靈的眼光行事為人，以積極的

行動力跨越挑戰。四，要讓弟兄

姊妹學習發揮神所賜的恩賜，建

造教會。五，要領人愛上教會，

以教會為重。

  畢業生鄒鎮民和王靜虔夫婦

分享見證。因著神的感召，他們

放下美國舒適的生活，回到台灣

南部鄉下宣教，在服事中漸漸覺

得需要接受神學裝備，便來到台

灣正道就讀。在學期間，神幫助

他們克服了生命中原有的恐懼與

質疑，也放下了原先返台時的事

奉規劃及堅持，願意順服神的帶

領，留在新莊美門正道台福教會

開拓植堂。

    劉富理榮譽院長勉勵畢業生

以謙卑儆醒的態度，來完成神所

託付的使命，並主持差遣禮。所

有畢業生跪在台前，眾師長和與

會牧者一同為他們及前面的事奉

禱告，會眾深受感動。由畢業生

和在校生組成的學院詩班以「我

要盡一生服事主」的詩歌回應神

的恩召。

   最後，畢業生代表向奉獻者

代表贈花，表達謝忱，感謝奉獻

者對台灣正道的支持與代禱，使

學院能在這條受呼召、訓練神國

工人的路上，繼續往前邁進。

感恩餐會    
  為感謝創校九年和遷校以來

，神的豐富供應以及奉獻者忠心

的支持，學院於6/19假新莊「富

基海鮮會館」及6/20於台中「潮

港城國際美食館」舉辦感恩餐

會，藉此連結美國正道在台校友

與台灣正道校友、台福體系的牧

者同工、全院師生和關心學院的

貴賓。大家齊聚一堂，兩場餐會

共坐滿44桌，以音樂表演和見證

分享，同證主恩。 

台北場感恩餐會

台中場感恩餐會

畢業典禮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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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多年的時間，終於完成

課程與論文，心中實在充滿了感

恩，也是神極大的憐憫。從事牧

會工作，非常忙碌，要靜下心來

寫論文，的確不是容易的事。首

先要感謝蘇文隆教授給我多寶貴

的指引，他特別鼓勵我要在今年

完成論文，取得學位。因著他的

勉勵，使我下定決心，在有限的

時間中全力往前衝，把不可能變

成可能。特別感謝太太給予我的

支持，為了讓我先畢業，不但延

後了她的畢業論文計劃，更是扛

下教會許多的服事，使我能專心

完成論文。感謝第二指導教授林

彩雲老師在論文的格式上，非常

細心的批閱，給了我許多幫助。

更謝謝每一位在教牧博士班的老

師，他們美好的教學、珍貴的事

奉經驗，使我感到如沐春風，獲

益匪淺，也使我在服事上得到很

大的提升。也謝謝每一位在背後

默默為我禱告的弟兄姊妹，大家

的愛心與支持，是我極大的鼓舞

與力量。

   取得了教牧博士的學位，對

我而言，只是完成了一個階段的

進修。願我在一生的歲月中，能

不斷的追求進步與成長，更忠誠

的愛主事主，繼續為主去打那美

好的仗。

博士論文題目：

男士生命培育的理論與實踐

  在我個人服事二十多年經驗

中發現，不論是參加教會活動或

聚會，總是姊妹比弟兄多。在服

事中，姊妹好像比較熱心與投

入，弟兄好像普遍對屬靈事務缺

乏負擔與熱情。不但在歐美，在

亞洲許多地區都是如此。所以此

論文就是研究為何各地教會男士

事工都不興旺？原因何在？是男

人的特質嗎？或工作太忙？或教

會聚會的形態影響了他們的參與

與投入？男人內心真正的需要是

什麼？又如何能實際的吸引、挑

旺、並有效培育他們屬靈生命成

為主的門徒。盼望此論文能有拋

磚引玉的效果，使大家能更重視

男士事工，及了解如何更有效地

培育男人，使他們成為愛主熱心

的神國精兵。

  研究方向分成二部份：聖經

的基礎（聖經對男士生命培育之

研究）與文獻探討（社會心理學

研究及基督教對男士生命培育

之研究）。而研究方法則採取

「質性研究」，以「標準化開

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d 

Interview) 訪談三位牧長：新店

行道會張茂松牧師、江子翠行道

會張振華牧師，及信義會板橋福

音堂王啟人牧師，了解他們如何

培育教會弟兄。然後再用「解釋

現象學分析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進行分

析，再歸納作出結論。

　　本研究發現男士生命培育事

工非常重要，影響深遠，能使教

會及家庭更新；但它也需要清楚

的目的與周詳計劃，需要時間按

步就班地進行，不能操之過急，

因為男人一般習慣隱藏自己。教

會亦需提供一個真誠安全的環

境，使男人可以彼此分享及接受

牧養。它的進程應由「廣至窄」

，「淺至深」，一步步帶領男人

走進教會，再走至靈命深處。它

也需要是「夢想導向」，激發男

人心底深處的潛力，並且「實用

導向」及「全人導向」。當然，

男士生命培育事工的終極目標是

使弟兄成為「主的門徒」。

   希望此研究能幫助筆者更有

效的牧養弟兄，建造他們的屬靈

生命。

   

　　

 

只是逗點
教牧博士畢業生 / 趙民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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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聖經的教導者，經常會

挫折地表示，會眾對神的話語缺

乏屬靈的胃口。青少年牧者牧養

年輕又好動的世代時，更語氣堅

地認為時下的青少年對聖經缺乏

興趣，而引進遊戲或體驗活動來

吸引青少年，這必能產生果效。

只是每次聚會總是玩遊戲或作體

驗教育，時間一久，大家又開始

對同樣的方法感到無趣。不得不

讓我們反思，難道是真理讓人感

到無聊，還是我們所傳達的方法

出了問題。

善用適當的方法 

　　一位基督教教育的作者說

道：「基督徒所擁有的是拯救生

命的真理，千萬不能讓無效的表

達方法埋沒了這真理的內涵。

」1點出了今日教導真理上的迷

失。不是真理讓人感到艱澀難

懂，也不是人對神的話語缺乏興

趣，而是我們使用的方法，讓人

對真理感到無味，讓人以為聖經

只是古老的傳說，無法應用於這

個新的時代。作為一個聖經的教

師，不應該只要熟讀聖經，對聖

經有充足的理解，個人對神話語

的經歷，也會影響聖經的教導。

但我們經常會忽略，使用適當的

聖經教學方法，以致無法達成果

效，使教導真理打了折扣。

教導者的裝備

　　教導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

範籌，然而華人神學教育及教會

的教導上，在這方面卻顯得缺乏

與不足。因為我們除了聖經知識

的學習與裝備外，更要學習教導

的方法，才能有效地將真理傳達

給會眾。如此，教師不只在教導

上得著信心，也會帶來栽種生命

成長的果實。特別在單元教導及

填鴨式的教育成長環境下，缺乏

多元的教導與學習的方法，更需

要教師後天的裝備與學習來豐富

教學，才能使教導方法更進階，

生命成長更扎實。

方法啟發明白真理

　　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

上的光，更是每一個生命成長的

靈糧。當我們願意領受神的道

時，神的話卻是比蜜甘甜。在我

們面對疑惑難明時，神的話卻像

兩刃的利劍，可以刺入人的骨

髓，叫我們明白過來。神的話與

我們的生活緊緊相連，當我們使

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就能真正地

得著真理的應許與賜福。如同我

們採買同樣品質的食材，透過不

同的烹調方法，有的讓人垂涎三

尺，久久不能忘懷，有的卻讓人

難以下嚥，只好再嘗試新的烹調

方式，使得一種食材，卻研發了

多種的料理法。教導真理，亦是

如此，若我們能夠學習不同的教

學法，並且經常地練習使用，必

能在教導真理上，達到生命成長

的果效。

作個因材施教者

　　保羅大聲疾呼：「然而，人

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

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

的，怎能聽見呢？」（羅10:14

）要我們成為一個真理的傳道

者。只是如何扮演好適當的傳道

者，他卻說，像什麼樣的人，就

作什麼樣的人。教導聖經，不能

站在教導者的這方，或用自己習

慣的方式，告訴受教者當如何

行；而是站在受教者的那方，瞭

解他們的問題與需要，找到適當

的方法，傳達真理。讓我們成為

忠心的真理教導者，也能運用各

樣方法，帶領不同背景、文化與

特質的人，得著拯救生命的道，

也活出豐富的生活，這是今日不

可忽視的基督教教育法。

1.李菲兒著，吳瑞誠/張聖佳譯，

《引爆學習Very Match》（台

北：中主，2002），10。

教導真理有方法
兼任教師 / 駱玫玲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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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杜胤廣 台北市報導

   陳國文同學於2011年，媒體

曾以斗大的標題報導某位台灣高

等法院法官選擇放棄千萬薪水，

進入神學院就讀。如今這位法官

不僅取得台灣正道神學院基督教

研究碩士學位，他更渴望在職場

上實踐公共信仰的價值。

     曾任彰化、桃園、板橋、台

北等地方高等法院法官的他，在

台灣司法路上一路順遂。從小出

生在靠山靠海的宜蘭蘇澳漁村，

民間信仰對他來說，再熟悉不

過，因為母親也受娘家影響，曾

蓋廟擔任紅頭道士。但個性溫文

儒雅又愛探求知識的他，反倒對

各種宗教消災解厄的方式充滿疑

惑，甚至渴望知道其中的奧秘。

   考上司法官後，擔任各地方

高等法院法官，十年內順利借調

台灣高等法院擔任法官，二十三

年的司法操練足以讓他晉升更崇

高的位置、擁有更大的權力。但

他在法官任期內，總覺得法律沒

有絕對的公平，因為設計法律的

人都是社會有力人士，每個人都

以特定標準來設計。他再思社會

貧富不均的問題時又發現，法律

的公正性也與我國法律的歷史有

關。這使得他更想多了解聖經，

將其中倡導均富、互助互愛的社

會觀實踐在專業上，因此選擇進

入神學院念書。

  「台灣的法律如果要公義，

法律人或有立法權的人一定要有

信仰。」陳國文回應呼召作傳道

人，就是希望將神學與法學結合

成公共信仰，他更盼望將各個專

業領域拉進神的國。他坦言，如

果不念神學院，他也可以在法官

位置上做見證、榮耀神，但如果

一個專家在職場或制定政策時有

信仰，結果必定不同。

  「我帶你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這是他聽見的呼聲，但他並

沒有任何牧會的想法，只一心想

走進職場、校園，把福音傳給正

在學習或已成為專家的人。因為

如果是以牧師的身分來傳福音，

還有不便之處，法律專家身分反

而更容易讓人信任。

   將神學與法學結合是陳國文

念神學院的目標之一，但多年

後，取得學位的他開始覺得：「

法律不是追求真理與公義，而是

一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遊戲規

則。」誰有辦法掌握立法權，誰

就能制定遊戲規則。但真理要如

何行在法律中？

    他認為，當基督信仰開始重

視「個人屬靈層面」、「家庭」

、「教會」後，「公共領域」鮮

少主內專業人士參與，神的榮耀

沒有在其中被彰顯，久而久之，

正如耶穌曾告誡門徒：「你們是

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

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

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

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

的。」（馬太福音5：13 -14）

  陳國文認為，一個人若沒有

好的靈命，個人與家庭不會活出

好見證，也不會有良好的教會生

活，自然不可能在公共領域活出

神的榮耀。因此，他盼把福音帶

到法律禾場上，影響專業人士。

因為「專家」有較高的社會信任

度，當他們都能成為這世上的光

與鹽時，亦能發揮防腐的功能。

編按：承蒙基督教今日報惠允摘錄2016/06/23之專訪，特此致謝。

我帶你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學院動態

院長室及拓展處

■榮譽院長劉富理牧師5/21（

六）於台北雙連長老教會舉辦培

靈會，有241位弟兄姊妹參加，

感謝神。

■副院長劉仁欽牧師暑假行程

為神學主日證道：7/10豐原台

福、8/21大里浸信會、9/4大直長

老會。另7/16-8/1至東亞短宣培

訓、8/22-26參加華福會。

■6/8「體驗正道」活動，由劉

富理牧師證道，共計24位有心讀

神學的人參加，感謝神。

■本院參加7/14-15在中原大學舉

辦的第十三屆青宣大會宣教博覽

會。現場提供短講、進修咨詢、

介紹學院，並贈送牧羊犬上學的

氣球和背包。共約300人留下資

料，學院正陸續跟進中。

仁大學國璽樓順利完成，約有

370人參加。今年畢業人數居歷

年之冠，畢業生科別及人數統

計，請見本期第三頁特別報導。 
■新莊校區日間碩士科及夜間職

場碩士科秋季入學已報名截止。

南區教育中心碩士科招生報名

截止日為8/15，入學考試日期是

8/23，意者歡迎儘快報名。秋季

學期9/26開始上課。

■感謝屏東縣新園長老教會秦傳

道捐贈神學用書五箱，願神記念

她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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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調整：林琪雪/行政處

長、院長室特助暨培育中心主

任；陳雅慧/拓展處副主任暨南

區教育中心主任；陳麒文/南區

教育中心助理；劉愈萱/圖書館

專員暨外籍學生事務專員。

學務處

■學生會於6/16舉行畢業歡送

會，並贈送畢業生每人一個禱

告枕，希望校友們能實踐「跪下

能禱告、站起能講道、出去能宣

教」，在服事中繼續得力。

■6/19下午於新莊富基餐廳舉

行正道校友會，當日並改選同

工。新任委員：會長/曹永杉、

活動/張見宇、公關/陳國文、總

務/林淑真、文書/黃惠文。感

謝神，目前本院畢業校友已達

85位，北美正道在台校友約100

位。

■新學期實習將自10/2開始，

如有教會需要神學生前往實習

者，請與學務處連絡(02)2902-

3561x11。

教務處

■第八屆畢業典禮已於6/19假輔

　經常費

　　全年需要 19,000,000
　　1~6月累積收入 13,540,345
　　1~6月實際支出 8,413,267
　　尚需奉獻 5,459,655
　建校基金
建校總費用 已募建校基金 尚需奉獻

156,041,235 148,493,860 7,54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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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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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tw@les.edu
02-2902-3561x27

行政處

■7/1日起「南區培育中心」，

改為「南區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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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培育中心(暑假和秋季課程)   報名請洽 02-2902-3561x12, meijichen@les.edu 

課程(學分) 教師 日期時間 報名截止

情緒與成長 (1) 許惠善
8/30-9/2(二~五)  晚7：00-9：40

9/3(六) 9：00-15：30
8/20

福音書與使徒行傳（3） 陳友雄 9/27-1/10 (二)  晚7：00-9：40 9/15

臨終關懷與哀傷輔導 (2) 潘美惠

10/6, 10/13, 10/20, 10/27, 11/10, 

11/17,11/24, 12/1, 12/8, 12/15 (四)  晚 7

：00-9：40

9/15

情緒管理 (2) 林凱沁

10/12, 10/19, 10/26, 12/14, 12/21, 12/28,

1/4, 1/11 (三) 晚7：00-9：40

9/29 和11/3 (四)  晚7：00-9：40

9/15

亞洲華人宣教實務 (1) 陳魚、劉仁欽
10/1, 10/8, 10/29  (六) 10：00-16：30

＊青宣學員可使用百萬雄兵優惠券
9/15

「南區教育中心」高雄開班！碩士班熱烈招生中！
8/15報名截止、8/23筆試與面談、9/23-24新生訓練、學前靈修會（在新北市院本部舉行）

洽詢及報名  正道神學院南區教育中心（高雄愛羊台福基督教會）  
電話：07-711-1022，0988-120-309陳助理  Email: lessouth@les.edu  網頁：www.lestw.net.tw

2016秋季 南區碩士班暨信徒培育班課程

科目(學分) 教師 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神學治學法（1/必修） 劉清虔 輔大神學博士班 10/3-10/31 (一)  下午2:00-4:40 愛羊台福

自我認識與成長（2/選修） 王仁美 美國正道教牧博士

11/3, 11/10, 11/17, 11/24,

12/1, 12/8, 12/15 (四)

11/7, 11/28, 12/19 (一)  晚7:00-9:40

愛羊台福

個人談道（3/必修）
林滿香、王桂美、潘蒙愛

皆為美國正道教牧博士
9/28~2017/1/4 (三)  早9:20-12:00 愛羊台福

新約綜覽（2/選修） 陳雅慧 達拉斯神學碩士 10/4-12/6  (二)  晚7:00-9:40 高雄聖教會

上課地點 正道神學院南區教學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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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保險局，捷運橘線「五塊厝」站） 電話：07-711-1022，0988-120-309 陳助理

高雄聖教會：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122號 電話：07-551-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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