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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 -
清除內在生命的垃圾 ( 下 )
美國暨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榮譽院長 /劉富理牧師

（接上期）另類的內在垃圾：除了前面所提的罪，所帶來的內在垃圾

之外，我想到我們還有另類的內在垃圾，就是未被醫治過去的創傷。

實例分享：曾經幫助一位 78 歲的老長老，他因為幼時父親帶小三進

到家中，帶來一生的痛。其實父母親及稱為的「阿姨」都已經別世多

年，只是每每想到這事，心中仍有許多的痛。是的，過去的創傷未得

醫治，將成為另一類的內在垃圾。這一些內在的垃圾，使黑暗的勢力

在我們身上找到掛勾。同樣，許多原生家庭的傷痕或是過去年日中，

夫妻、婆媳之間與人際之間相處的創傷，若是沒有醫治，都將成為另

一類的內在垃圾，一想到過去受驚嚇的經驗事件，心理感受驚恐懼怕，

渾身不舒服。這一些都成為另類的內在垃圾，影響我們今日的生活、

服事及人際關係。

實例分享：在一次的聚會中，一位教會的女同工分享她的見證，

提及原生家庭所遭遇話語的傷害、身體的傷害甚至是性的傷害，她提

及結婚已經三十年，但是這種傷害，連向她的丈夫都仍然難以啟齒，

每次一想到這些事情，都是在心中隱隱作痛。但是，因著在「醫治過

去的創傷」特會中，她完全地帶到主耶穌面前，抓住耶穌十架上的宣

告「成了！」的應許。她和主一起宣告「成了！」，她不願繼續活在

被過去創傷所轄制的生活，她得到完全的釋放，也成為許多同樣遭遇

姊妹們的幫助。過去未得醫治的創傷，若是沒有解決，就成為另類的

內在垃圾，使我們和耶穌之間有距離，也影響我們和主的關係、影響

P1-2 十字架— 
清除內在生命的垃圾 ( 下 )
P3 靈命塑造課程 學生見證

P4-5 滿滿的恩福 — 
2018 回顧與展望

P6 聖誕佈道會

P7 學院動態

P8 教牧工具箱、

365 壽星計畫、

夏季教博科招生、

培育中心春季課程



這是一個最偉大的宣告。再大

的罪擔、再大的重擔、相信耶

穌十架上所流的寶血，十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都可以解決。

實例分享：2005 年看到發

生在新竹的一段新聞：「幼時

父性侵，大四女生懸樑」的報

導。這一位女生，在一個不健

全的原生家庭，受到的傷害，

日記上提及，這一些羞辱就是

揮不掉。一直用各樣的方式要

解決自己的生命。幾次被人救

起，但是最後還是懸樑自盡。

當我看到這報導，我心中一個

感動，要趕快傳遞，耶穌十架

上的宣告：「成了！」的福音；

再醜陋、再羞辱、再黑暗、再

痛苦、罪惡至極的地方，十字

架救贖的恩典都可以解決，都

可以承擔。因祂受的鞭傷，我

們得醫治。「因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

樣，只是祂沒有犯罪。」（來

4:15）所以，我們當把這十架

「成了！」的福音，趕快傳開，

讓許多人找到盼望、得到釋放。

唯願我們能領受耶穌十架上『成

了』的宣告，讓我們來到祂面

前，把一切的罪擔、重擔、憂

愁、罣慮等生命中所有的「內

在垃圾」，帶到十字架，耶穌

宣告「成了！」的遮蓋裡。

四、實際的清除生命中
的內在垃圾

垃圾車的連想：我們常常

在清垃圾，也在垃圾車路過時，

我們就把家中的垃圾拿出去倒

掉，若是一次次忘記拿出去，

我們的人際關係，也影響我們

參與國度裡的服事。

三、十字架承擔一切的
內在垃圾

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問

門徒對祂的認識，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

子。」( 太 16:16) 祂稱讚彼得之

後，又說「我還告訴你，你是

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

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

勝過他。」( 太 16:18) 讓我們深

入思想，為什麼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耶穌所建造的教會？

主耶穌為要討神的喜悅，

時時刻刻親近父神，尋求明白

神的心意。一清楚神的旨意，

就放下祂的「自我」，完全地

順服。正如在客西馬尼園禱告

的見證，放下「自我」的意思，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神在

祂身上的託付。這就是為什麼

黑暗的勢力在耶穌身上找不到

掛勾、陰間的權柄在耶穌所建

造的教會，不能勝過的原因。

這正是我們的榜樣。

耶穌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話，

其中有一句是宣告說：「成了！

（It is finished!）」（約 19:30）

祂向父神說，所交託的已經完

成，完成了救贖的大功；使人

可以因基督耶穌的犧牲得以與

神和好，領受父神的生命。

「成了！」是向世人宣告，

祂已經替我們承擔所有人類一

切的罪惡，只要我們肯來到主

的面前，接受祂是我們的救主。

「成了！」也是向世人宣告祂

承擔世人的重擔、憂傷、痛苦，

這一些垃圾將堆積在我們的家

中，無形中吸引蟑螂、昆蟲、

老鼠來到。同樣我們若是沒有

清除生命中的內在垃圾，那一

些「蟑螂」、「老鼠」等邪靈，

必然會在我們身上出入，使我

們的的心靈成為他們自由出入

的地方，又成為他們的住處。

這裡我們看到，只要我們

拿出垃圾到垃圾車，垃圾車就

載走。我就聯想到，神話語的

應許：「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

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約壹 1:9）「祂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 （約壹 1:7） 這是何等

的應許，只要我們帶著一切的

內在垃圾到十字架，耶穌宣告，

「成了！」的遮蓋裡，祂就承

擔我們一切的罪擔、重擔、憂

愁、掛慮。

這真是一個福音，耶穌基

督承擔我們一切的過犯，既然

有這樣的應許，讓我們坦然無

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

得憐恤、蒙恩惠而得幫助。所

以讓我們有一段時間作一個心

靈的大清掃，把心中「暗中的

畫像屋」，所有神不喜悅的內

在垃圾，靠著十字架，完全地

清除。這樣黑暗的勢力在我們

身上找不到掛勾，陰間的權柄

在我們參與建造的教會找不到

把柄。記得我們的身子就是聖

靈的殿，讓我們能敏銳於聖靈，

並且順服於聖靈的的引領，好

能完成神在我們身上在祂國度

裡的計畫，好叫神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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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徐櫻華

在這次禁食默想禱告營中，

透過”上帝的傑作”這部短片，

清楚人裡面的問題和真相時會

令人無法接受，且允許神的重

建的確是疼痛的過程，甚至自

己也屢屢逃避，深怕改變會奪

去應有的自由和主權。

人內在的垃圾分為兩種：一

種是罪，另一種是過往的創傷。

因著沒讓耶穌做我們的主，使

垃圾就成為黑暗勢力掛鉤的媒

介，讓仇敵能趁虛而入。在默

想中，覺得自己像押沙龍，在

家中受委屈，家人卻當作無事、

不替自己伸張正義，從此對權

柄不信任。透過裝備讓自己學

習獨立自主，不再受家庭影響，

即使擁有了獨立生活和空間，

但心裡的厭惡卻沒有半點減少，

在聖靈提醒下，瞭解自己渴望

得到權柄人物的愛和肯定。劉

牧師提醒說不從原路回去，我

決定選擇用新的眼光看待家人，

我把相關的事件寫在紙上，在

牧師按手禱告下交託出去，當

下雖心痛，卻覺得身體輕鬆了。

耶穌，謝謝祢使我完全，讓我

再次在愛中被醫治修復。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戴良娟

參加「禁食禱告營」，劉

牧師分享他自身的經歷，我被

深刻的提醒，「要成為耶穌的

門徒，必須從親近主開始」。

的確，常常在危難時沒有神的

話語，然而神的話卻常是我們

幫助與安慰的來源，當神的兒

女呼求天父，祂就賜話語給我

們力量。如果我們浸在神的愛

裡時，自然而然身上就帶著基

督的馨香之氣；如果我們浸在

神長闊高深的愛裡，那我們流

露出來的就會是平安與喜樂。

當我們無時無刻與神同在，必

定流露出不同的生命。但願我

藉著操練親近主，成為身上帶

著神恩典記號的人。在營會中，

經歷聖靈醫治的大能，劉牧師

讓我們自己按手在身上有病痛

的地方，他為我們向主禱告求

醫治，也要我們同時向神呼求

醫治疼痛的地方。奇妙的事發

生了，我按手在痛了幾天的左

肩，以及常年不適的右大腿髖

關節，竟然立時不再疼痛，我

趕緊抓住機會再把雙手按在心

上，求神醫治讓我的心不再傷

痛，眼淚竟不聽使喚，簌簌的

流個不停。那一剎那，我知道

神的靈降在我身上，醫治了我，

身體和心靈，感謝主，一切榮

耀歸給祂！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劉春華

我一邊上班一邊來正道上

課，最近公司規定我們，每天

早晨要留一小時在公司，同時

會給我們一小時 140 元的基本

薪資。這樣一個月下來大概可

以有 3000 元的補助，我想要上

課也想要這 3000 元的補助，所

以我就每天簽了名就走，這樣

既可以有額外的收入，也同時

不影響上課。沒想到上了靈命

塑造，劉富理老師教導我們，

「凡是主所不喜悅的，我就不

想、不看、不聽、不說也不做」。

在經過掙扎之後我決定要做討

神喜悅內裡誠實的人，所以我

不再去簽到詐領這 3000 元，可

是很奇妙，神悅納了我的心，

竟然從另一個工作中補足了我

3000 元，我的心也變得平靜安

穩，體會到遵守主話語的重要，

以及世上沒有一樣的好處所得

的喜樂，能大過討主的喜樂。

靈命塑造課程 學生見證

若是您想改「電子院訊」或更改院訊收件份數，敬請通知
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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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2018 年 2 月 8 日在陳院長帶領下，教

職員工舉行了一天的「腦力激盪」，為學院做了

SWOT 分析，結論出更多創新的活動。在如此的架

構下，我們完成了一整年的活動。回顧 2018 年度，

不僅要為此獻上感恩，神的信實供應總不誤事，更

完成了一件，唯有神才能成就的大事—購置「南區

教育中心院址」。從此南區教育中心要走一條不再

一樣的路，相信可以為南部地區的信徒，帶來更多

的造就與更新。

延續過去的活動，六月份的「募款餐會」與劍

潭活動中心舉辦的「教牧論壇」，都吸引了各約兩

百位的牧長信徒參加。加上十月底的 ABC( 基督徒

教育大會 )，為學院的拓展，奠下更扎實的根基。

期待 2019 年能引起更多的迴響。

2018 年「第十屆的畢業典禮」，更是學院的大

事。當天董事、畢業生、在校生、家屬、親朋好友

齊聚一堂。有博士、碩士、證書科畢業生，好不熱

鬧。目前服事情形如下 : 教會牧會 3 人 ( 含博士 )、 

開拓教會 3 人、尋求中 5 人、繼續升學 2 人。願神

繼續帶領。

2018 年更舉辦『新的活動』如下：
(1) 為博士班畢業生舉行：『論文寫作分享會』。

(2) 邀請眾教會加入我們為教會代禱的名單：『365

教會壽星計畫』在其創立日，由學院代禱精兵

為其所需事項代禱。

(3) 為拓展南區教育中心：我們邀請支持者參與『感

恩禮拜』，因

著 這 樣 的 活

動，帶來南區

教育中心校址

購置的啟發。

(4) 舉辦數場『儲備海外傳道人』說明會：為台福

宗派在世界各地所需工人，提供了資訊的平台，

也為來參加的傳道人，提供另一種新的服事機

會。

 第二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滿滿的恩福—2018 回顧與展望

2018 教牧論壇

(5) 更新廣告資料的設計與內容修訂：您可以發現

今年的單張、發放的資料都已變更，要感謝神

差派年輕同工的加入，讓這些變更成為可能。

值得一提的事：
學院漸漸地與不同宗派或獨立教會建立起了關

聯性，也使用他們的會堂從事活動。更利用學生參

訪不同大型教會的機會，不但開拓學生的視野，更

邀請這些教會牧者，來參與神學院活動。期待今年

能有更多不同的教會，願意提供主日的時間作「正

道神學主日」。

另外，職場碩士科是目前許多信徒的需要，利

用晚間來神學院裝備造就、拿取文憑，好在教會做

更多的服事。因此學院邀請了所有近二十位的學生

『儲備海外傳道人』說明會

南區教育中心感恩禮拜



為學院長程發展 2017 年 9 月成立基金
歡迎您來共襄盛舉！

匯款銀行 : 台灣銀行 南新莊分行
戶名 : 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號：2450-010-0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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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2019，下列幾項預備在今年要開始嘗試的

事工，要特別請您雙手合十，在主前代求：

1. 教牧學博士學位增設組別：將從原來只有一般組

（沒有主修），另外再增加四個組：聖經組，主

修教導事工與解經講道；教牧組，主修牧養事工

與教牧領導；輔導組，主修家庭事工與諮商輔導；

宣教組，主修宣教事工與宣教植堂。

2. 正道卓越教牧講座在高雄校區開辦：這個講座在

台北已經舉行兩屆，今年要擴大到南台灣校區舉

行，使台灣南區的教牧同工也有機會就近參加，

在與牧養教會息息相關的四個重要議題（靈命的

塑造、講道與教導、牧養與關懷、僕人領袖與執

行力）彼此切磋學習。

3. 神學教育進入視訊和網路直播階段：每週三學院

的週間崇拜提供網路直播；每學期的神學課程，

選擇性的透過視訊、網絡、直播提供給有心參與

神學裝備的同學。

4. 招生工作拓展到印尼和馬來西亞：期待具國際視

野的正道神學院能夠繼續拓展，從台北、高雄、

奧克蘭、雪梨、東京、創啟地區，希望也能夠對

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印尼，也

能提供神學教育的貢獻。

5. 其他：學院將於三月上旬於日本東京第一次舉行

感恩餐會，4 月 10 日舉辦第一次的全院運動會，

也將於今年春天舉行高雄教學中心獻堂感恩禮

拜。

台灣正道神學院正跨入第二個十年，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求神繼續差遣、使用，成就她在階

段性、時代性、國度性的用途，為神造就更多合用

的器皿，興旺福音，建立教會，直到主臨。

參與『職碩評估和發展研討會』，會中熱烈的討論

與建議，都成為學院發展最佳幫助。

奇妙的是，今年外來參訪的外賓特多，特別為

『美國愛恩台福、美國和平台福』短宣隊的參訪與

奉獻，獻上感恩，求神紀念這兩間教會的愛心。其

他從歐洲、南美洲、中國…. 回來的支持者，同樣

要為他們的愛心，向神獻上感謝。

  最後，想要說的是「學院董事會」對神學院

的貢獻。董事們不但在金錢上支持，更是不虞餘力

地推展學院。去年年底，為了購買南區教育中心與

經常費所需，別開生面舉行了一場「義賣大會」，

有超過二十幅的字畫，並有好幾個骨董，為學院籌

措經費超過四十萬元，為此要大大獻上感恩。願神

賜福與這些董事們。期待在回顧豐盛的 2018 當下，

能更激發起教職員生，更大的信心、異象、使命感，

來回應眾人的『愛與期待』。

感恩音樂義賣會



聖誕佈道會
感謝神，在聖誕街前夕，由本院學生會帶領，全院師生分別至全家便利商店以及全聯福利中心門

口，透過快閃方式，將聖誕詩歌、福音單張以及福音的好消息，帶給街頭的朋友們，讓街頭充滿歡樂

溫馨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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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
2018 年學院收入與支出

收入 $18,514,000

支出 $18,396,000

結餘 $118,000

購置南區教育中心
購入款 $11,228,763

設備款 $400,000

已收奉獻 $6,100,000

尚有不足 $5,52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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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 12/9 秋學季最後一次教會觀摩在台

北懷恩堂。 
2. 12/19 秋學季最後一次院崇拜。之後

師生到學院週邊報佳音；中午在院

內舉辦聖誕感恩會，歡送劉仁欽牧

師和林琪雪主任。晚上宿舍良牧之

家有聚餐，歡送劉仁欽牧師和師母。

3. 12/28 學生期末輔導結束。

4. 12/28 秋學季教會實習結束。

5. 2/22 新莊院本部舉行春季新生訓練。

6. 2/27 舉行春季開學禮拜。

海外教育中心
1. 澳洲教育中心和紐西蘭教育中心

2019 年上半年各開 2 門課。日本教

育中心開 3 門課。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365 感恩奉獻計畫』只要將您的生

日饗宴費用節省下 $1,000 奉獻給神

學院，我們將在您生日的那一天，

由本院的「代禱精兵」為您代禱祝

福。詳情請洽：02-2902-3561#12 王
姊妹。

2. 「正道麻吉」為了讓眾教會更多認

識與了解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本

院積極徵選對台灣正道有負擔、渴

慕真理的弟兄姊妹成為 「正道麻

吉」，在教會成為最佳的推廣窗口。

正道麻吉將享有信徒培育課程六折

優惠，需經由牧者推薦。詳情請洽：

02-2902-3561#12 王姊妹。

教務處
1. 博士科冬季班、新莊及南區教育中

心碩士科秋季學期與寒假密集課均

已順利結束。碩士科春季學期將於 2
月 25 日 ( 一 ) 正式上課。日間碩士

科春季有 16 門課，暑假密集課 2 門；

職場碩士科有 3 門課，暑假密集課 1
門。培育中心 4 門。南區教育中心

有 4 門。

2. 碩士科春季學期的招生入學考試新

莊地區 是 1 月 15-16 日 ，南區教育

中心 是 1 月 17 日。

3. 教牧博士科 2019 年夏季班，新生入

學報名截止日是 4 月 8 日。歡迎有

興趣的牧者踴躍報名。

4. 5/27-31 為體驗正道週，歡迎有心事

奉神且想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來體驗

正道的不同課程，此週的週二及週

四晚上夜間職場碩士科也歡迎來體

驗課程。

5. 實踐神學專任教師在聘請跟進過程

中。

6. 圖書館內已購買滅菌機，並已開始

圖書滅菌工作。

地址 :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10 樓之 1
為此，懇請您一起來參與『神學教育的擔負與奉獻』

台灣正道神學院需要您的支持與奉獻 !
總需求 :  一千一百萬元
奉獻時，請註明 ( 為南區校舍奉獻 )
我們可以為您開立「抵稅用收據」

感謝上帝的恩典與董事會的支持。
我們擁有了南區教育中心的校址 ! 歡迎來參訪 !感恩 !

機構團體個      人
中華信義神學院   
中台神學院
台灣神學院
衛理神學院

陳敏欽院長

林彩雲老師

吳得榮牧師

江昭陽牧師

圖書館贈書芳名錄
(2018/08-2019/01)

感謝您們的贈書，圖書館將盡快

完成編目館藏的作業，以饗師生。

欲贈書者請與學院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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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0-8710-00333
歡迎您一起來為神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 (元 )

2019 年目標 截至 1 月
18 日止 百分比

發
展
基
金

師資培育基金 200 萬 $0 0.0%

長程拓展基金 300 萬 $0 0.0%

經常費 2,200 萬 110 萬 5.0%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1890 萬 95.0%         徵    才
學 院 正 招 募 系 統 神 學
老 師。 有 意 者， 歡 迎
洽 詢 行 政 處 朱 處 長。
amychu@les.edu， 
02-2902-3561 轉 15

培育中心
1. 春季班北部將開 4 門課程，在聖經，

神學及實踐三方面裝備信徒，分別

是「詩歌智慧書」，「神學精華：

基督教核心信仰」，「敬拜神學與

實踐」，「初級兒童主日學師資培

訓」。



處亂世 選正道 培育中心
2019 年度春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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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教牧博士夏季班招生
本院與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互為姊妹學校，具有「亞洲神學
協會」（ATA）認證，注重靈命、學識、事奉、生活之操練。

劉富理 - 心靈重整及全人醫治 (4 學分 )
 2019 年 6 月 18-23 日，週二 ~ 週日，
全人醫治特會：週五 ~ 週日晚上

王守仁 - 羅馬書解經講道 (4 學分 )  
2019 年 6 月 24-28 日，週一 ~ 週五

詩歌智慧書  3 學分

林彩雲博士
2/26~6/11 (4/16 除外 )，每週二晚上 7:00~9:40

神學精華：基督教核心信仰 2 學分 

許志銓牧師
3/14~5/23 (4/4 除外 )，每週四晚上 7:00~9:40

敬拜神學與實踐 2 學分  

張舒莉牧師 / 博士
 2/25~5/6 (4/15 除外 )，每週一晚上 7:00~9:40

初級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  2 學分

羅志成牧師、許秀芬傳道
 3/8~3/30 每週五晚上 7:00~9:40，
每週六 9:00~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