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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呼召傳道工人的時候，不只是呼召人來宣揚上帝國的信息，
更是呼召人來成為祂的信息。作為一個傳道人，一旦走上榮耀的傳道旅
程，就須秉持「信息即生活；生活即工作；工作即信息」三合一的信
念，終生奉為座右銘。若傳道人知行無法合一，無法在生活上有見證，
那所傳的道就枉然了。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14到26節提醒年輕的傳
道人提摩太一生務要以祈禱傳道為是，並要在下面三件事下功夫：

I.我們當在真道上做無愧的工人（14-18節）
保羅勸勉提摩太說：「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

人」(v.14)。做一個無愧的工人，首先，要能夠不為言語爭辯(v.14)。
保羅並沒有進一步談到爭辯的內容，他只提到那是沒有益處的，也會敗
壞聽見的人，單單這兩個原因已經足夠了。話多不一定有好處，而且如
果只有空口的談論而沒有實際的行動，就更不好了。況且世界上許多的
問題如果能夠憑空談而得到解決，許多問題早就都解決了。

第二、要能夠按著正意講道(v.15)。保羅提醒提摩太要正確的處理
真理。解經學上經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無法把聖經字裡行間的意思讀出
來，反倒常常把自己想說的意思讀到聖經裡面去；不是嘗試著去尋求原
始作者的含意，而是試著要把自己心裡想說的話、要告訴別人的事，離
開經文文脈的意思，只是借用聖經的經節作為點綴，目的只不過是說自
己想說的話而已。

按著正意的紮實講道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核心價值之八
院長 / 陳敏欽牧師

56



教導系統神學的老師都明白，要教導系統神學
之前，他必須先是一位熟悉聖經神學的老師；而熟
悉聖經神學的老師必須先是一位懂得如何解釋聖
經，明白全本聖經含意的老師。能有這樣的老師來
教導研讀聖經，明白聖經，且應用聖經的學生是有
福的，因為他們所學習到的是正意解經，而不是曲
解聖經。經過這樣訓練的學生，就是在學習如何正
確的處理真理；一個在這樣的環境中受到薰陶的學
生，當異端邪說出現的時候，馬上可以辨明。

任何一位受過嚴謹研經訓練的傳道人，絕不敢
自創信息自說自話，也絕不敢在聖經以外去找尋資
源，作為傳講信息的根據；只有藉著正確傳講神的
話，才能夠帶領不信主的人來到基督的面前；也只
有藉著傳講神的話，才能夠使信徒的靈命在基督裡
面成熟長大。

第三、要能夠遠避世俗虛談(v.16-18)保羅提醒
提摩太：空洞的談話會使人更不敬虔，要避免，否
則，它會像癌細胞（毒瘤）一樣，繼續擴大延燒，
越蔓越廣越遠。第17節提到兩個假教師的名字，許
米乃和腓理徒，他們的錯誤在於說「復活的事已
過」，這是指將來基督徒死後的復活。如果基督再
來的時候，基督徒的身體必然復活的教義受到扭

曲，這樣的教導也必然會危害到基督教的信仰而導
引一些人走入歧途。事實上，保羅說已經影響到一
些人的信心了。

容我再說，正確認識真理，處理真理，教導真
理，何等重要。它可以幫助信徒，當贗品一出現的
時候，馬上可以當機立斷，即時制止。

II.我們當在德行上講靈命塑造(19-22節)
上帝的心意和目的是在教會，所以保羅在19節

提到上帝的根基指的就是教會。論到教會，保羅繼
續說：教會的上面有刻文，寫著：「主認識誰是他
的人」及「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教會
包括兩種人：一種是已經把自己奉獻給神，學習走
主道路的人；一種是學習過聖潔生活漸漸離開不義
的人。這兩種人基本上在生活中有三個特徵：第一
是「脫離」(v.21)卑賤、污穢；第二是「逃避」
(v.22)私慾、肉體；第三是「追求」(v.22)公義、
信德、仁愛、和平。這三個基本動作：「脫離」、
「逃避」、「追求」需要內化在一個傳道人的身
上，成為平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一個習慣動作，這一
個動作越純熟越能夠被主更大的使用。

一個能夠過著聖潔生活的人，其本身就帶著奇

第九屆畢業典禮
感謝主!十年將過，台灣正道在眾人的支持下茁壯成長。從中壢、關渡到
新莊，硬體上已有屬於自己的院址。去年成立「台灣南區」與「澳洲」教
育中心，今年更設立了「紐西蘭教育中心」。逐步邁向『深耕新北、立足
台灣、放眼世界』的使命。

為了感謝您對正道的關懷與支持，並讓您更進一步了解學院未來的展望，
謹定於2017年6月18日下午三時假台北劍潭活動中心「群英堂」舉行第九 
屆畢業典禮，並於當晚六時假「宴會廳」舉辦十周年慶感恩餐會。

期待您的蒞臨    一同歌頌主恩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董事長  李南山 敬邀院 長   陳敏欽

請與神學院拓展處聯絡 
02-2902-3561 分機26

需要主日證道講員嗎？
若是您能來參加畢業典禮或十周年慶感恩餐會，敬請於五月底前電話或email。謝謝!

連絡電話:02-2902-3561 分機12     Email:meijichen@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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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能力，它可以補足一個人許多的缺陷，事實上
這也是一個人能夠傳講的最好的一篇講章。每一個
主日的早上，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聽著他們的傳道人
傳講信息，在每一個星期的週間，他們也看著他們
的傳道人怎樣活出信息，若是在這兩篇信息當中差
距太大，弟兄姊妹們是否會聽從他們的傳道人所傳
講的道？值得深思。從古至今只有一個人，他在話
語和行動之間沒有任何的距離，那一個人就是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我們每一位屬上帝的兒女，所要努
力的目標就是更像我主耶穌：說話和行動之間的距
離越來越縮短；更像我恩主，常常預備好自己，以
生命影響生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III.我們當在牧養上按個人腳步(23-26節)
信徒通常會期待牧師在帶領教會時，除了個人

的靈命要深，講道要好，還有牧養要強。教會信徒
的種類形形色色，保羅勉勵提摩太說：「主的僕人
要溫溫和和待眾人」(v.24)牧養教會是一種藝術，
每個人的需要不同，特質又是那麼不一樣，絕對是
要因材施教：或免去辯論(v.23)，或按真理教導
(v.24)，或存心忍耐(v.24)，或著重挽回(v.25)，
這都需要上帝的幫助。祈求聖靈引導，賜下深度的

洞察力，以牧養每個人不同的需要。
今天許多的教會找不到傳道人，也有許多的傳

道人找不到教會。一位牧師可以在一個地方教會長
期穩定牧養羊群，這對牧師對教會都好，因為認識
羊群需要時間，適應牧師也需要時間，常常更換傳
道人的教會，對雙方來說都是不幸。傳道人離開教
會的原因非常複雜，若是以牧養小教會覺得沒有成
就感和重要性而離職，或是把牧會當作是職業而不
是呼召，喜歡就來，不喜歡就走，那就非常的遺
憾。

其實在教會長期牧養能熟悉羊群的屬性，了解
羊群的光景，並適時適度的用正意分解的道，也就
是屬靈的乾糧，來餵養羊群。久了，伴隨著上帝話
語的教導，彼此之間從相識、相知、相惜，到彼此
學習，一起成長，這其中有喜、怒、哀、懼、愛、
寬恕與成長，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教會生活圖畫。

正意解經就是從一段聖經去發掘其中要表達的
真理，並應用在傳道人自己個人的生活上，應用在
教會中每一位信徒的生活上。當世界看見教會的傳
道人和信徒一同在他們的生活中活出聖經的真理，
這就是一篇他們所能聽見的最有力的講章。

卓越靈命
卓越牧養
卓越領導
卓越講道追求

劉富理	牧師  
<卓越靈命>

周神助	牧師  
<卓越牧養>

夏忠堅	牧師	
 <卓越領導> 

陳敏欽	牧師		
<卓越講道> 

2017 正道卓越教牧論壇
Logos A+ Pastoral Conference

名額: 300名 (額滿為止)
費用: 200元 (午餐招待)
報名: www.lestw.net.tw
聯絡: (02) 2902-3561  分機24

2017年6月19日(一)
上午9時 ~下午四時

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6號

若您想改收電子院訊或增減紙版院訊
請洽02-2902-3561分機12 或 advancement-tw@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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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動鷹巢蓄勢待發
2016年10月台灣正道神學院院長陳敏欽牧師到

紐西蘭召開校友會。會中確定將在2017年2月開課
教牧書信與教會增長，並要招收博士生。陳牧師委
任我擔任紐西蘭區召集人，並鼓勵我進修博士班，
當時我想不出可以拒絕的理由，只有硬著頭皮向陳
牧師承諾，將盡全力配合。隨即就開始預備招生事
宜，當中得到紐西蘭區會全力的支持，刊登當地基
督教報社媒體晨星報，透過奧克蘭Bamboo與牧者聯
禱會發送消息，推廣鼓勵當地牧者帶領教會弟兄姊
妹參加，凡教會牧者旁聽一律免費，感謝四海讀經
班創始人張菁容傳道願意從旁鼎力協助，鼓勵學員
們報名參加，感謝台福教會的牧者、靈糧堂的牧者
與當地教會的牧者親身參與鼓勵會友們參加，形成
一股復興的浪潮。

遠距教學一大創舉
特別感謝中區恩慈台福教會提供寬敞乾淨便利

的上課環境，提供價值不斐的遠距教學實況錄影設
備，感謝區長陳琴孟長老與區牧陳椒添牧師大力的
支持，這套遠距教學設備一方面可以提供奧克蘭以
外不同城市的學員同步上課學習，也可以幫助白天
上班族因工作不能上課，在家自行網上學習，而上
課學員更可以在課後重新聆聽複習，增加學習的效
果。這套遠距教學實況轉播與錄影已經在紐西蘭建
構出數位化、網路化、視訊化、互動化的零距離教
學環境。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自從1999年8月開始成立紐西蘭神學培育中心

以來，至2006年之間，已經培養出十位牧者與宣教

從預備到成全超過人所求所想
紐西蘭教育中心 / 龔偉鴻牧師

陳敏欽院長與碩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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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陳文禮牧師牧養雪梨台福教會（美國台福總會
副會牧），陳鎮松醫療宣教士、劉若君自由傳道、
龔偉鴻牧師牧養長堤台福教會與木槿灣台福教會、
吳文瑞牧師牧養東區台福教會、陳訓權牧師牧養恩
典之家、陳椒添牧師牧養中區恩慈台福教會、蘇瓊
蓉傳道牧養西區恩霖台福教會、蔡德月傳道牧養南
區豐盛台福教會、張菁容傳道教導四海讀經班（有
八十位學員）、在紐西蘭地區滿地開花結實纍纍，
後來因有不同機構在此地舉辦神學課程而暫停，感
謝陳敏欽牧師臨門一腳，攪動我們的心，鼓勵我們
在紐西蘭區重新開始，恢復碩士班並第一次開設博
士班課程，期間雖然與創欣神學院幾乎同期開課，
但神看著是好的，因為神知道這地百姓的需要，祂
親自為紐西蘭華人教會預備雙份的祝福。

超過人所求所想
原本預計上課人數：碩士班十位，博士班兩

位，旁聽生二十位位，憑信心購買教科書二十套，
博士班兩套，經過四個月的預備與迫切禱告，神所
賜的，超過人所求所想，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陳敏欽牧師剛開完美國台
福總會擴大總委會，就風塵僕僕從美國趕來紐西蘭
授課。從2月22日至3月1日馬不停蹄，教授兩門
課程—碩士班教牧書信與教會增長，博士班教牧書

信解經講道與牧會的藝術。毎天從早上9：10上課至
下午2：50，接下來要與碩士生面試，中午沒有休
息，晚餐後立即上課，從晚上6：20至9：50，加上課
後回答同學們的問題，並幫助一些有病的學員做醫
治釋放的禱告，回到家休息備課已近凌晨，展現出
陳牧師超人的體力與對學員的關愛與上課的熱忱。
感謝陳敏欽牧師殷勤的教導，生動深入活潑有力的
解經講道句型分析法，淵博的學識，感人的生命見
證，實際牧會的經歷，學員們如沐春風，有豐富的
得著與信仰的省思，使許多原本只報名旁聽生，都
紛紛加入博碩士班。本次上課學員：總共有二十四
位碩士生、六位博士生、三十六位旁聽生，十九位
牧者旁聽（包含五位基督城的牧者，一位中國北京
的弟兄透過遠距教學實況轉播與我們同步上課），
合計有八十五人參加課程，神的預備真是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因為神早已預備一群願意委身裝備自己
的門徒，他們早已等待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期待將來能實際配合台福禧年2020-
200-20000宣教植堂目標的異象與使命，每天禱告兩
分鐘建立教會兩百間，每月奉獻二十元植堂基金一
千萬，每年歸主一領一聚會門徒達兩萬，為神國度
培育更多的牧會人才，完成主的大使命--開拓植
堂宣教傳福音建立基督的教會。

陳敏欽院長與教牧書信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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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我願意，我在這裡
道學碩士科 / 許詠欣 

我是在2009年的12月受洗信主的，受洗後，心
裡常常會有一種渴望，就是很希望可以服事上帝。
記得有一次教會的主日邀請了華神院長來分享信
息，我其實不記得當天證道的內容，只記得在最後
的時候，院長問大家說願不願意服事神。當下，我
在內心大聲地說：「上帝，我願意，我在這裡。」

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在教會當全職的行政同
工，但心裡常常會想著我到底要不要去念神學院，
每次想到這，心裡都想：好，我明年就去念！但當
時間真的到的時候，我又會因為害怕或其他原因，
便告訴自己：應該不是今年吧…。

直到前年，我在申請國外打工度假簽證的期限 
前兩天，申請了出國的簽證。我向上帝說，祢可不
可以再給我一年的時間，等我回來後就去讀神學
院。就這樣，出國回來後，剛好正道有春季班的招
生，再加上，出國這一年期間，很奇妙的，有三位
親朋好友，他們都向我推薦正道神學院，所以，我
就報名了，感謝上帝所預備的一切。

我知主要用我
南區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 葉昭儀　　

在2012年進但以理學院之前，我清楚知道主要 
用我。多年來，我深信祂的智慧無法測度，即便祂
讓我2015年上半年度業績得了全公司第一名，我知
道祂不是要我只這樣作見證榮耀祂的作為而已，祂
說2016年是擴張境界的一年，3 / 5 神說：「他追趕
他們，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誰行做成就這
事,從起初宣召歷代呢？就是我耶和華！我是首先
的，也與末後的同在」(賽41：3~4）。

3/20的主日，講員提到 William Borden 在世
僅25年的生命，被稱之沒有宣教工場的宣教士，他
的故事深深觸動了我，「中國人，你在那裡？」那
個主日的早晨，是先生恢復和我去主日聚會以來，
我毫無顧忌感動得淚流滿面，我跟神說：我希望先
生自已來開口問我，4/11他終於問了我：你什麼時
候要去讀神學院？神果真是奇妙的！

同在去年的八月受邀參加第九屆華福大會活動
中，正道陳院長是我們的小組長，經由他的介紹得
知正道南區正好開始要招生。十月我進福音協進會
為主當兵全職事奉，裝備自己讀神學院勢在必行，
由於我的負擔在職場宣教，需是一家高標準的神學
院才得以取信於職場專業人士，我的主管和牧師調
查得比我還清楚，而且很樂意幫我寫推薦函，我就
一步一步的歷經千辛萬苦進來了，謝謝神的帶領與
預備！

2016年春季新生

李臻妮
南區基督教 
研究碩士科

葉昭儀
南區基督教 
研究碩士科

魯曉光
南區基督教 
研究證書科

許詠欣
北區道學碩士科

范金瑩
北區道學碩士科

謝淑君
北區道學碩士科

李麗旭
北區基督教 
研究碩士科

王泉勝
北區基督教 
研究證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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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 
培育中心

靈命塑造（2學分）

教師:劉富理
從聖經真理尋找靈命成長的原則，調整與神的

關係，處理內心深處的問題，透過認罪、饒恕

作心靈醫治與重整；藉著親近主，遵主而行，

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5/22~6/28，週一、三晚上 7:00-9:40   共計10次

自我認識與成長（2學分）

教師:王仁美
從神學、聖經肯定人在神眼中的價值，瞭解自

己的長處及缺欠，進而走向成長之途，發揮神

在個人生命中的計劃及旨意。

5/16~6/27，週二晚上 6:45-9:45    
6/24 週六 9: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