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資典範對神學院的重要性
 我從1997年進入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讀「基督教研究碩士」學

位，畢業後負責學院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之後又一邊工作，

一邊讀書，2011年獲「教牧學博士」之後，仍繼續原來的工作，

直到2014年才搬回台灣。2016年初，神再次呼召我進入台灣正道服

事，和正道再續前緣。因為台灣正道和美國正道師資共享，所以和

北美的師長再次同工，也有機會兼課。從1997九月到2016九月，從

學生、職員到老師，從美國到台灣，此時正是我加入正道二十年的

週年慶，能有幸得此機會寫有關正道的師資，神的安排真是奇妙!   

   對一個教育機構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師資的質和量，對於神

學院更是如此。因為神學院的老師不僅要具備正確的神學觀念、聖

經知識、事奉經驗，更需要有良好的生命典範作神學生的榜樣。神

學生不同於一般的大學生或研究生，每個神學生畢業後，離開校

門，都要委身於搶救靈魂、影響別人生命的工作，如果他們在神學

院裡面，生命沒有塑造得更成熟，對神的經歷沒有更深刻，對神話

語的認識也沒有更堅實，將來能做的國度工作就很有限，甚至會有

反效果，因為生命影響生命，可以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的。而影

響神學生最多的，就屬神學院老師的生命典範了。

亦師亦友的美好關係
   正道的老師對我而言是「亦師亦同工」，因我曾為學生，現為

生命學識的師資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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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過去負責美國正道的人力

資源管理，現在負責台灣正道的

行政部門，我和老師們的關係匪

淺，認識多年又多面向。每位老

師都是神賜給正道的禮物，非常

寶貴，這從師資招募的困難就能

證明。正道要招聘一位老師，除

了要有適當的神學學位、要有豐

富的服事經驗、要中英皆通、要

有好的生命典範、要善於教學，

還要能做行政、輔導學生、能吃

苦。這樣嚴格的條件篩選之下，

正道的每位老師都是人中翹楚，

得來不易，都是神特別的揀選和

賞賜，為正道學生立下很好的師

資典範。他們各有長才，全心投

身在神學教育裡面，在不同的領

域，為神作育英才。

心中純正：

靈命塑造及傳福音
  正道從建校以來，一貫強調

也受到肯定的招牌課，就是「靈

命造就」，因為正道有一位神特

別重用的僕人——榮譽院長劉富

理牧師。劉牧師總是不厭其煩的

提醒我們「神所不喜悅的，我就

不想、不看、不聽、不說，也不

做」；面對我們固執不肯改變的

老我、脾氣，他會說「我們有什

麼堅持，是連耶穌都不能改變的

呢？」他自己就是呈現這樣屬靈

深度的人，因此得到人的敬重。

他幫助我們靈命重塑，深化我們

和神的個別關係，調整我們的生

命，讓我們這破碎不堪或是傷痕

累累的生命從神得醫治。學院建

造學生的目標是「跪下能禱告、

站起能講道、出去能宣教」，作

為神的工人，我們應該被神破

碎、調整、改變、重建，才能被

主使用。

  除了神學教育外，劉牧師也

在「個人傳道」上為我們樹立美

好的榜樣。他隨時隨處傳福音，

聖經的前頁寫滿他傳福音決志的

代禱名單，腳上的福音鞋從不脫

下。每天每時，只要他周遭出現

未信主的人，他從不放過搶救靈

魂的機會。因為他年輕時，從主

領受了「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

萬靈魂」的異象，這成為我們學

院的宣言，也是正道學生當有的

自我勉勵和期許。 

手中巧妙：

神國工人必備能力
  我們的院長陳敏欽牧師，身

兼台福總會總幹事，是「解經講

道」的專家，強調傳道人必須具

備解經講道的能力。他強調建造

一個健全的神國工人，靈命是根

基，上面需要有三根柱子：解經

講道、牧養關懷和領導執行力。

學院計畫每年舉辦一次教牧講

座，提供在這幾方面學習的機

會。

   副院長劉仁欽牧師是協談輔

導方面的專家，從美國正道承接

了「輔開思」的事工，訓練婚前

輔導的導引員，幫助年輕男女在

進入婚姻之前，選對對象，並且

知道在婚姻中如何彼此調適，才

能夠建構一個合神心意的美滿婚

姻和家庭。

   教務長林彩雲老師除了有舊

約博士的學位之外，更是OMF 

的宣教士，在日本有十年宣教的

經驗。新約助理教授曾思機牧師

是學院的新力軍，也在北美有豐

富的牧養經驗。

    台灣正道和北美正道因為師

資共享，使我們無論在新、舊約

聖經、系統神學、實踐神學…各

方面師資陣容堅強。除了專任老

師之外，更有許多學養兼修的兼

任老師，限於篇幅，難以一一數

算。

   感謝神賜給台灣正道福音神

學院許多優秀的師資，在靈命、

學識、事奉和生活上都足以為學

生表率，迄今九年，終能為神國

培育牧養人才，願神繼續賜福，

使台灣正道神學院成為眾教會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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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是什麼呢？讓我們

先來聽一段對話：

A：老師，你這麼早要去哪裡？

B：今天是星期日，我要去和上   

帝約會。

A：「和上帝約會」？你不是要

去教會禮拜？怎麼說是約會呢？

B：是啊，作禮拜對我而言就是

跟上帝約會。信徒因著上帝的恩

典，集中意志與情感與神相通。

正如當你深愛某人，全心全意的

期待，渴望見到心中所愛的那一

位。詩歌說：「神啊！我的心切

慕祢，如鹿切慕溪水；惟有祢是

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祢。祢

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

於祢。」你同意這不只是一首敬

拜的歌，也是一首表達愛慕的情

歌嗎？當你預備自己朝見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時，你唱：「耶

穌，愛我靈的主」（the lover of 

my soul）、「至好朋友就是耶

穌」、「你是我的唯一」、「祢

是我的一切」（you are my all in 

all）：「祢是我依靠的力量、祢

是我尋求的寶藏、祢是我的一

切、祢好比貴重的珍寶、我怎能

捨棄祢不要、祢是我的一切。耶

穌，神羔羊，配得大讚美…」。

當你期待今天耶穌將對你說話，

祂要藉祂的僕人闡明祂奧妙的真

理，你不覺得這好像約會嗎？

　　而且這是不是比約會更甜

蜜、慎重、更嚴肅？因為祂與你

有舊約，彩虹之約、西乃山之

約，更有寶血和聖體的新約。祂

的愛吸引你親近祂，進前來敬拜

祂，這也是我們每週在主日敬拜

祂的主要原因啊！

A：你說的好像有道理。但是約

會是雙方面，彼此有說話、有應

答、一來一往，不過在禮拜中，

你要如何和上帝說話，聽見祂的

聲音？

B：你的問題真好，禮拜是一場

神與人的對話過程。今天要分享

的題目是「在禮拜中與主相遇」

，若聽完分享，希望你會完全明

白。

A：好。謝謝您！坦白說，我們

每週參加主日禮拜，卻從未想過

禮拜是一場神與人的對話過程，

期待今天我能在禮拜中與上帝相

遇。

    「敬拜」、「崇拜」、還是

「禮拜」？筆者偏好用「禮拜」

，因為「礼」是象形字，表示一

個人跪在祭壇（示字）前面。「

禮拜」為什麼重要？禮拜是大多

數信徒聚集的時刻，是教會最重

要的聚會。雖然每週參加主日禮

拜，但大部分信徒以為我們只是

去唱詩歌，聽牧師講道，殊不知

禮拜是上帝與我們有「約」，在

禮拜中祂與我們的心靈對話。整

場禮拜是一個神與人互動的八步

曲，根據以賽亞書6:1-8節，我們

經歷：

•上帝啟示（Revelation）

•人的讚美尊崇與感恩（Praise, 

  adoration, and thanksgiving）

•人的認罪悔改（Confession）

•上帝的赦罪（Expiation）

•上帝話語的宣講（Proclamation）

•人的奉獻與回應（Dedication）

•彼此代禱和牧禱（Petition, 

  supplication and intermediation）

敬拜與司會的重要性
兼任教師/陳淑芬博士

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 音樂博士

陳淑芬老師(左二)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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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差遣與祝福（Commis-

  sion and benediction）

  身為敬拜的主領或司會，對

這八步曲的意涵、詩歌的內容和

屬性，必須非常熟稔而且應用適

切，使禮拜像一齣理性感性兼具

的戲劇，話語和音樂並重的儀

式，內斂外顯平衡完整的聚會，

是充滿聖靈和真理的事奉。聽起

來並不容易，但其實這不就是基

督徒生命的寫照嗎？沒有人是完

全的，但因著創始成終的基督，

我們與歷世歷代的信仰前輩一起

敬拜、服事、見證榮耀的救贖

主。

  而司會和主理就是在這個過

程，用靈和話語帶領眾人與主相

遇的引領者。他們必須先明白禮

拜程序的意義，寫下要說的每一

句話，聚焦在所唱的每一首詩

歌，反覆練習，沒有贅詞而且邏

輯清晰，用宛如音樂（有高低、

強弱、快慢、感情）的聲調，真

誠自然的帶領眾人朝見生命的

主。可惜的是，一般教會對司會

很少提供訓練和教導，以致於司

會習慣用模糊的言詞，聲調平淡

的主領敬拜。殊不知無論是頌讀

聖經、禱告、甚至是每一個引言

和橋句，都是幫助會眾與主相遇

的時刻。只有自己成為一個真正

敬拜的人，事前將每一首詩歌，

每一段經文和禱告銜接起來，才

能引領敬拜，使敬拜不流於形

式，且經常用創意的思維，「更

新」會眾的期待，促使會眾「耕

心」，「更心」見主。

    針對教會的「敬拜讚美」，

必須提醒眾教會的是：「『曲目

庫』是神學。」若選擇詩歌的主

領者，是未曾受過神學和聖經裝

備的音樂人，牧者也未曾教導主

領審視詩歌的原則和方法，且給

敬拜團等同講道長度的時間，那

麼音樂事奉被高舉，敬拜注重情

感，忽略理性的認知，恐怕教會

培養的是一群活在當下，自我滿

足，沒有歷史意識、注重感官體

驗的信徒。另一方面，音樂的技

巧必須與屬靈的成長齊頭並進，

不可偏頗一方。司會和牧者必須

對音樂有基本的敏感度，才能在

敬拜中適切的引領會眾敬拜。

  最後，透過聖經明白，禮拜

是「立約的主」每週與我們有「

約」。我們當謙卑渴慕與祂相

會，真誠參與，熱誠回應，分享

上主奇妙的作為。教會的復興若

從禮拜「更心」開始，福音事工

必然興旺。願主賜福眾教會。

  九月二十四日是學院的開學

日也是學前靈修會，副院長劉仁

欽牧師引用路5：1-11的經文，

以「進到水深處」為題和大家一

同思想，如何在神學院的裝備過

程中，由「淺」入「深」裝備自

己，為主所用，為主得人。

　 劉牧師首先分析同學們進

到神學院裝備的目的有四個可

能：1.因看見需要2.因知所不足

3.要確認委身4.要跟從耶穌。他

提醒同學，進神學院後需預備自

己面對「順服、互助、虛己、信

心」四方面的操練。

 　　劉牧師以威廉．克里(Wil-

liam Carey)說過的話：「要期待

從神而來的大事，那就要為神試

著做大事。」勉勵師生當學習彼

得，為耶穌邁出信心的一步，無

論勝利、失敗或者平局——都是

勝利的一步。鼓勵大家從船的甲

板跨出去，為神嘗試作奇妙的大

事。如同正道的異象：「為主圖

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最後，劉牧師期勉並祝福全

體同學，在正道這幾年的裝備旅

程是一個：恩典之旅(6v)、再造

之旅(8v)、驚訝之旅(9v)。並願

正道師生，人人樂意獻己為活

祭，被神彫琢使用，成為神手中

貴重的器皿！

 （註）開學禮拜及曾思機老師

學前退靈修會信息，可至學院網

站聆聽下載。

進到水深處
～副院長開學期勉～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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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筆者受聘於美國正道

神學院時，為幫助學生使用婚前

檢測問卷，注意到1985年由天主

教所研發的FOCCUS，其婚姻價

值觀和基督教相同。新譯版取其

諧音改稱「輔開思」，2013年推

出第四版，內容大幅更新，除了

一般題目外，還針對同居、再

婚、信仰歧異和重組家庭等有所

探討。 

　　有效的婚前輔導，能幫助未

婚情侶改善並超越原生家庭的負

面影響、客觀地了解並預備婚後

須有的適應，還可促使雙方趁訂

婚期間，積極主動地自我成長與

彼此調適。兼具以上功能的「輔

開思婚前檢測問卷」，除了信度

和效度高，費用便宜外，還有下

列特質： 

　　•量身訂作：問卷的報告羅

列所有題目、雙方的回答、參考

答案、各領域的得分等。其摘要

圖示一目了然地顯出情侶的強弱

項目，可幫助導引員(facilitator)
很快掌握全局、選擇切入點。 

　　•使用方便：「輔開思」問

卷除了英文原版外，中文繁、簡

體都有網路版，從登記、繳費、

作答、報告和跟進問題等，都可

在網上完成、下載，非常方便。

　　•團隊事奉：一般靈命成熟

的信徒，在牧者推薦下，只要接

受七小時訓練，加上約五小時自

由參加的演練與個案討論，就可

取得「導引員」認証，幫助牧者

從事婚前輔導。牧者可參閱檢測

結果、導引員的重點報告，加上

親自與未婚雙方約談至少一次，

即可深刻瞭解他們，給予精準的

幫助與教導，並在婚禮時傳講為

他們量身訂作的勉勵信息。婚後

半年左右，若能再次跟進，更

可大大增強整個婚前輔導的果

效。 

婚前檢測利器「輔開思」
美國正道神學院院長 / 林國亮博士

   2009年受洗後，我因左手肘

受傷，聽從了母親的建議，到美

國休養並參與教會事工。在服事

中，享受到與神同工的甘甜，盼

望有更多人能享受到神的愛。我

心裡燃起結合福音與美食的夢

想：開一間福音餐廳，所以我計

畫完成烘培課程，就進神學院裝

備。但「神的道路，高過人的

道路」，因烘培過度使用頸背肌

肉，導致頸椎疾病及兩邊肌肉無

法平衡，所有簡單的生活技能都

變為困難。那段期間，我卸下所

有服事才明白，能服事神真是神

給祂兒女們極大的恩典。二月二

日牧師的信息說：挪亞出方舟的

第一件事就是獻燔祭。我就思

想，當我出曠野時，我要獻什麼

給神？三月二日我禱告：「我願

將自己全人全心獻給祢，祢是否

悅納？」隔天靈修，神透過經文

觸動我：「在苦難的爐中，我揀

選你(賽48:10b)。」因此，我申

請進入基督工人神學院。

　 去年十二月，我因美簽過

期，被移民官拒絕。神透過荒漠

甘泉回應我的尋求：「離開安舒

區，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

我立刻順服。牧師推薦我就讀台

灣正道，我就在春季拿了先修

課，從老師的教授裡獲益良多。

因此，我申請正道神學院，盼望

能在這裡將理論融合實踐，塑造

我成為神合使用的器皿，榮神益

人。

跟著神轉彎
道碩新生 / 張乃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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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硯斌 鄭文傑 劉姿吟

職場碩士
黃啟翔

職場證書
林慧如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陳韻如

 歡迎新老師—曾思機牧師
   感謝神！九月一日起本院從美國聘任曾思機牧師擔任「新約助理教

授」暨「助理學務長」。曾牧師是馬來西亞美籍華人，蒙召前是飛機

設計工程師，一九九九年蒙召全職傳道，二零零八年於美國「中西浸

信會神學院」獲道學碩士學位，主修「基督教教育」，並在二零一五

年底獲得神學碩士學位，目前正在研修「新約研究哲學博士」課程。

曾牧師有多年的牧養和基督教教育的實務經驗，為台灣正道的師資再

添一翼。

南區　翁秉弘 南區　馮彥飛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戴中蓮

南區 楊淑卿 南區 沈惠蘭 南區 楊適蔭 南區 葉煜錡

職場證書
楊君琇

張乃菱 張晏慈 李詠音 柯淳文 王奇恩

道
學
碩
士
科

基
督
教
研
究
碩
士
科

南區 張桂仁

劉石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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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動態

院長室及拓展處

■感謝神！陳敏欽院長及行政處

林琪雪處長8/4-6參加台福青年高

峰會並任講員，有15位決志委身

未來修讀神學，拓展處將予跟

進。

■劉仁欽副院長與林琪雪處

長8/9參加聖潔會傳道人聯誼

會，8/11參加板橋教牧聯禱會並

介紹學院事工。

■歡迎美國正道劉富理榮譽院

長、林國亮院長、陳愛光教務

長、慎勇主任等蒞臨本院，並於

8/22和台灣正道陳敏欽院長、劉

仁欽副院長、林彩雲教務長及林

琪雪處長就兩院合作事工舉行會

談，有美好的交通。隨後並聯袂

於8/22-26參加在台北舉行的世界

華人福音大會，喜逢多位校友。

■8/20於本院舉行第一梯次「輔

開思」婚前檢測講座，計有63人

參加，第二梯次於9/5舉行，有91

人。第三梯次「輔開思」訓練將

定於2017/1/14舉行。

■劉仁欽副院長神學主日證道行

程：8/21大里浸信會，9/4大直長

老會，9/11中和景安教會，9/18

新竹香山台福，10/2中壢聖潔

會。

行政處

■感謝神！歡迎新聘「新約助理

教授暨助理學務長」曾思機牧師

9/1到任，為學院的師資及行政

再添一翼。

■為增進同工情誼並舒緩忙碌工

作的壓力，9/9學院舉辦員工一

日遊，在開學之前有休養生息，

以迎接新學期的到來。

教務處

■秋季招生共錄取26位（日間

碩科23位，夜間職碩科3位），

其中5位日碩生保留學籍一年。

教牧博士科今年錄取6位新生。

■秋季學期9/26開始上課。新莊

校區日碩科開15門課，寒假密集

　經常費
　　全年需要 19,000,000
　　1~8月累積收入 14,800,703
　　1~8月實際支出 11,543,583
　　尚需奉獻 4,199,297
　建校基金

建校總費用 已募建校基金 尚需奉獻

156,041,235 151,575,800 4,46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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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學前靈修會

班開2門課。夜間職碩科開4門

課。今年成立的「南區教育中

心」，秋季學期在高雄和台東共

開碩士科及培育課程5門課。

■本院的ATA（亞洲神學協會）

認證明年即將屆滿五年，5月將

再認證，學院正積極預備中。

■感謝一些教會弟兄姊妹捐書，

學院圖書館歡迎神學相關書籍的

捐贈。

學務處

■新生訓練及學前靈靈修會：於

9/23-24在學院禮堂舉行，9/24的

開學禮拜由副院長劉仁欽牧師主

理，以「進到水深處」為題，勉

勵同學要在學識、靈命、生活、

事奉四方面有進深的操練。助理

學務長曾思機老師則以「神學生

的生命與生活」二個專題，給予

同學們許多提醒和啟發。學生會

也在當天舉辦迎新活動，歡迎新

生加入正道大家庭，南區新生也

特地北上，認識院本部師生。

■新生教會觀摩實習：本學期

將安排五個主日前往美門堂台

福(10/9)、大直長老教會(11/6)、

台北靈糧堂(11/20)、板城貴格會

(12/4)、真道教會(12/11)等教會

觀摩見習。

兩院牧長出席華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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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開思」婚前協談導引員培訓

日期：2017/1/14(週六)
      上午9時~下午5時
報名截止日期：1/9 (恕不受理
                  現場報名)
地點：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49-3號10樓  
電話：(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教導如何有效輔導婚前情侶，以
聖經擇偶及婚姻觀為依據，從原
生家庭、交友戀愛史和FOCCUS
婚前問卷分析，為受輔者未來婚
姻關係的發展作預備。完成本項
訓練可獲得國際認證之FOCCUS
婚前協談導引員證書。

講員：林國亮 牧師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院長
      家庭事工教授
      普渡大學家庭研究博士
     30年婚姻家庭事工資深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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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請洽：academic-tw@les.edu  電話：02-2902-3561x10
南區請洽：lessouth@les.edu  電話：07-711-1022
                      www.lestw.net.tw

2016學年北區、南區碩士科春季班招生
報名截止 : 1月9日(一) 

入學考試 : 1月17日(二) 開課日期：2月13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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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