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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識
舊約副教授暨教務長 /林彩雲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積極落實「靈命、學識、生活、事奉」並

重的全人教育，培育神國的僕人。由於不同期別的院訊會對此四方

面作個別的論述，本文將針對學識部分進行論述與反思。學生們蒙

神感動到神學院受裝備，就是為了更多地認識神及了解神的話語，

更知道如何傳揚神及祂的話語；畢業後也需繼續地學習，成為終身

學習忠心的傳道人。“道”就是神 ( 約 1:1) 和神的話語 ( 詩 119:89, 
105)。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將詩 119:89, 105 中的“話”都譯為

lo,goj，與約 1:1 中的“道”均是同一個希臘文 lo,goj。傳道人是傳

揚神及神話語的人，而要正確地傳揚神及祂的話語，就必需在生命

中不斷地經歷神的作為與改變，也透過神話語被開啟對祂的認識。

傳道人更需在神的話語上下功夫，提供足夠的營養，按時餵養弟兄

姊妹屬靈的生命，使他們能健康地長大，也使用神的話語引領人來

認識神。這是傳道人的蒙召使命。

竭力無愧的工人
傳道人如何成為一個經得起考驗、蒙神喜悅主的僕人呢？在提

摩太後書 2:15，保羅勉勵提摩太：「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

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保羅以命令語氣“當竭

力”提醒提摩太要盡最大的努力從事教導的事奉。“得蒙喜悅 ” 
( 和合本 ) 的原文是 do,kimon，其意思是「通過測試」，因此在神面

前得蒙喜悅就是在神面前經得起考驗。學者馬歇爾認為保羅的意思

是「指以提摩太所宣講的信息內容來測試他是否達標。」1 作無愧

的工人是要「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提後 2:15)。“分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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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傳講切合時代需要的信息，

今日牧者的召命也是如此。聖

經讓我們看到舊約先知書的先

知們，忠心地傳講切合當代所

面對的挑戰與需要的信息。今

日牧者的召命也是如此。傳道

人要帶頭學習研經認識神，正

確地傳揚神，和按照聖經真理

傳講及教導神的話語。

落實生活的學識
學識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

經後天學習而得的，其關鍵是

「學」，學識即學術上的知識

與涵養。但我們也需注意：「只

有神學知識，沒有活潑的禱告

和敬拜生活，那是冰冷的學問；

只有熱情的禱告，沒有神學思

考和分辨能力，其結果是迷失

方向。」6 好的神學是將信仰落

實在生活中，而非只停留在學

術理論裡。以生命活出神學思

想，耶穌基督囑咐我們進入世

界，以聖潔的生命積極地影響

世人 ( 馬太五 13-16)，就像耶穌

道成肉身，生活在人群中，服

事他們。求主繼續使用台灣正

道福音神學院注重「靈命、學

識、生活、事奉」的全人教育，

培育更多合神心意無愧的工人。

廉斯所說：「我們是在十字架

的憐憫中、並透過十字架的憐

憫，才得以認識上帝；倘若我

們在這點上與上帝相似，便可

認識祂。」2當我們更了解十字

架神的憐憫，我們就更深地認

識神，也更能有牧者的心腸來

傳揚神。

學者素養的牧者
「神學必需是以神的話—

舊約和新約聖經為基礎。神學

教育的目的乃是使人更認識神、

更像基督、更懂得如何傳揚神

的話，完成主給教會的大使命，

使人認識主，作主的門徒，遵

行神的話，活出敬畏和敬拜神

的生命。」3 奧古斯丁指出聖經

好像是神的臉，我們讀經就像

看著祂，且在祂面前溶化，即

是被祂的話滲透和感動。4 讀經

幫助我們更認識神，且生命被

調整。學習的動機是要更認識

神及有更多的裝備事奉神。不

是為了「分數」及成績而學習。

87 歲的佈道家葛培理牧師接受

訪問時提到，提到若是從頭再

活一次，他會多用時間讀經，
5 他年齡越大，越是體會讀經的

重要。神學生不要本末倒置，

讀了許多其他的書，卻少讀聖

經。反而，要更加勤讀神的話，

除了直接從神領受外，也要透

過歷世歷代的研經學者及神學

家，作更客觀正確的解經，才不

會瞎子領瞎子。加爾文說：「牧

者應該是學者。」現今的神學

教育更要培育具備有學者素養

的牧者，兼具牧者的心懷與學

者的思考，才能有效地使用神

的話語回應時代的挑戰和議題，

文是 ovrqotomou/nta，其意為正確

地使用或解釋說明。神的道是

需要神的工人用心研讀與了解，

並正確地解釋，使聽的人能明

白神的話，並被神的話深深地

吸引。若神的工人不用心在神

的話語上，隨己意亂解神的話，

造成人覺得神的話平淡無味，

毫無吸引力和能力，這樣的工

人就愧對於主。牧者往往因為

教會許多會友的需要，忙於關

懷與處理，若沒有好的時間規

劃和管理，則花在預備講道的

時間微乎其微，忽略用心研究

神的話語，缺乏深入閱讀經文

及其他書籍，輕率地講道或胡

亂發揮，或時常重複相同的講

道內容。會友得不到營養的餵

養，對神的話語也失去渴慕的

心。這不能怪會友不渴慕神，

而是傳道人要省察是否有好好

下功夫研讀神的話語，並正確

地解釋神的話語。

學識研究的裝備
神學院要培育能正確解釋

及應用神話語的工人，幫助學

生在學識方面更多的充實與精

進，更豐富地理解和傳講神的

道。因此老師給學生作業中，

許多是要作研究寫報告。學生

在作這些作業中，找參考資料

和過濾資料的能力、閱讀的能

力、分析歸納的能力、分辨及

評論的能力、獨立研究的能力

、表達的能力均被訓練。從當

中除了聖經以外，學生們可以

涉獵古今中外一些學者、神學

家對神話語的理解與應用。如

此可以豐富他們對神及神話語

的認識與應用，例如羅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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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認知到「任何決定都是

屬靈的決定」，明白財富是神

託付的責任，工作是為事奉神、

榮耀神。深切感受到主權交託，

就是擔子交託，因為耶穌說「我

的擔子是輕省的」。

殷勤籌劃，足致豐裕
箴言 21:5 提到「殷勤籌劃

的，足致豐裕」，透過有效且

紀律地操練理財三寶：收支管

理、信用管理及風險管理，幫

助我們能避免負債、堅持儲蓄、

聰明投資。許多參與受訓的學

員反應：「開始記帳才發現錢

都不知道花到哪裡去、看重什

麼；理財方式真的是我內在屬

靈光景的外在表現。」「我經

營的公司因為金融海嘯倒閉負

債，我從不覺得我應該償還，

雖然欠債的對象都是相信我的

至親好友。當我開始將債務放

在禱告中下決心清償時，一張

張的臉浮現在我面前，我恍然

大悟，原來理財理的是關係。

在列出負債償還時間表後，幾

年來盤踞在我心中的大石頭終

於脫落。」「在有計劃的償債

下仍然要堅持儲蓄的教導，使

我們夫妻因原生家庭的緣

故，一個是「凱娘」一個是「省

王」，雖然彼此相愛卻常因金

錢觀差距大而衝突不斷，直到

共同學習、實踐、教導「冠冕

理財有道」的真理，婚姻關係

才變和諧。在享受財務的平安

與自由之外，更能幫助信徒從

靈命、生活和工作對準神，發

揮屬靈領袖生命影響生命的果

效。「冠冕理財有道」引導的

不僅是投資理財，而是藉著真

理和聖靈的光照，整理你的一

生，是全人的聖經理財觀。

讓主作主，歸還主權
有富足的信念才能產生富

足的行為，紮根在耶穌基督裡

才能結出富足的果子。「冠冕

理財有道」以基督為中心，以

聖經為基礎，「在每天寫作業

查考理財經文中，不知不覺改

變了我的信念系統，使我很容

易就能分別需要和想要，能夠

抗拒物質的誘惑。」而全人的

聖經理財觀的核心是「讓主作

主，歸還主權」。在連續十週

真理的光照、理財工具的實際

應用、同儕的支持與代禱下，

我走出沮喪，人生開始有了盼

望」…。

進入恩典之門
以賽亞書 45:3 說到「我要

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

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

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神樂意賜福給我們，並且「耶

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

加上憂慮。」(箴言 10:22) 因此，

我們要領受財富的智慧與知識

的啟示，並在生活中實際操練

落實，殷勤籌畫成為神忠心、

良善有見識的好管家。

蒙福理財作主忠心好管家
財團法人台灣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秘書長 /林玫馨

林玫馨老師與丈夫徐家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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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免費索取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十週年特刊「更新與傳承」
若是您想改電子院訊以及院訊收件份數更改，歡迎聯繫告知

聯絡方式 : 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王姊妹



以基督的心為心，才能與同工

合一，與信徒合一。並且上帝

所要的事奉是團隊的事奉，必

須將團隊同工的靈命及禱告生

命建立起來，才能產生合一的

強大力量。

從周牧師身上，我看到與

主合一後的豐富與包容，以致

於團隊中的牧者個性互異，卻

能有合一的美好事奉，真正做

到「榮神益人」，這是我學習

的榜樣。從柯志鵬牧師的信息

中，我學到「用喜樂面對苦難」

的正面態度。我是個國小導師，

目前正遇到一位非常叛逆的學

生，以及一位處處反對我的家

長，讓我萌生退意，想留職停

薪一年來逃避職場上的苦難。

2017 秋季學前靈修會 9/9-

10 在新竹聖經學院盛大舉行，

有 80 多位師長、學生以及同工

參與，邀請台灣正道神學院黃

榮鑑董事參與以及周神助牧師

分享主題信息「屬靈領袖在教

會與社會的角色與責任」以及

「合一的威力」。今年學前靈

修會除了邀請舊生與新生之外，

也特別鼓勵眷屬參加，期待透

過學前靈修會讓親屬對學院有

更多的認同與認識。

但聽完柯牧師的信息後，我恍

然大悟，要學習耶穌的態度：

「父啊，倘若可行，求祢挪去

那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仍

是要照祢的意思。」所以，我

要在我的班級持守「為主而做」

的精神，成為「職場宣教士」，

並天天為迫害我的人禱告，絕

不逃避，直到能「榮耀主名，

與人有益」！

學前靈修會

周神助牧師分享主題信息 , 勉勵同
學。

全院也跪下同心禱告，求神更多賜
福學院。

學生見證
職場碩士科 /葛瑞婷

很高興能加入正道神學院，

跟同學們一起學習上帝的道。

從周神助牧師的信息中，我學

到合一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我們要在上帝裡面，與主合一，

「深耕新北，立足台灣，放眼華人世界」
日本教育中心

(東京)

澳洲教育中心
(雪梨) 

紐西蘭教育中心 
(奧克蘭)

南區教育中心
(高雄)

美國正道師資全力支援
全球宣教工場實習機會
植堂精兵計畫獎助學金
便利學習裝備不分國界 新生報名請洽:(02)2902-3561#10 ruthwang@les.edu 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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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秋季新生

許秀芬

宋輝光

陳麗惠

洪韶謙

梁拾

吳欣宜

陳惠文

吳豐恩

黃婉絲

郭美瑛

李克成

黃佳信

楊琮甫

林淑卿

葛瑞婷

李頌榮

劉冠毅

劉代英

涂信宏

顏韶嬅

道學碩士科

職場碩士科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 ( 南區 ) 

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
證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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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見證 
道學碩士科 / 李頌榮 

父母是虔誠的傳道人，我從小看見許多人因著他們熱情傳揚福

音，進而認識、相信耶穌，生命被翻轉，讓我深受感動，興起效仿

父母踏上服事的道路。起初，我想邊在教會服事，邊在職場工作，

但是發現實在心有餘力不夠，而且自己對聖經的了解不足，父親便

鼓勵我讀神學院，可以有系統的學習神學；再加上參加青年領袖高

峰會大會時講員呼召，讓我下定決心進神學院受裝備三年，為主圖

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我的教會是隸屬台福系統，所以選擇同系

統的正道神學院。神學院所看重的三個核心價值就是「跪下能禱

告，站起能講道，出去能宣教」，希望可以台灣福音化，福音生活

化，這正是我欠缺而渴求的。盼望在這三年嚴謹正規的神學訓練，

能讓我成為合神心意的傳道人。相信正道神學院是神為像我這樣對

禱告跟傳福音有熱忱的人，所預備的最佳選擇。

道學碩士科 / 許秀芬 
14 年前我剛信主時，教會幾個弟兄姐妹被神感動去唸神學院，

那時候我也想奉獻給主使用。但是隔年在神安排下，我結婚了，有

了孩子，先生也在唸神學院，家裡的經濟全靠我工作維持，後又被

派到中國深圳工作，想回台灣唸神學院的念頭就按下。但心裡不免

問神，何時才輪到我去唸神學院呢？這個願望我等了 14 年終於實

現。三年前我辭去工作，全職做主工時，差會主管鼓勵我回台灣進

修，多瞭解神的話語，但我擔心神學院的入學測試，不知是否能通

過？我先生去年也到正道神學院唸道碩，瞭解正道支持學生作宣

教，所以今年 1 月份，我鼓起勇氣回台灣參加正道入學考試。因為

這兩年做全職主日學老師培訓工作，需要備課，就常常讀聖經。感

謝神預備我二年的時間，才讓我很順利考上正道神學院道碩班，我

們的神是有計劃的神，祂永遠不誤事。8 月 1 日我跟女兒一起回到

台灣唸書，全家人都一起當學生，我母親今年 7 月份也退休了，與

我們一起生活，她全心照顧家裡，讓我們三個專心讀書。神如此的

安排真是超乎我所求所想，我耐心等待 14 年是值得的。聖經馬太

福音 21:22 提到：「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這真需要很長時間耐心等候，也願這三年學生生活成為我一生中最

幸福的回憶。

職場碩士科 / 梁拾 
1988 年在美蒙神憐憫受洗

成為基督徒，初信時即對神的

話語十分渴慕，也蒙弟兄姊妹

愛心，讓我擔任查經班負責人，

服事時間越久，內心服事主的

渴慕也與日俱增。有一次走在

台北街上，突被聖靈強烈感動，

彷彿聽見主說 : 「梁拾，你是教

師，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必有神蹟奇事隨著你。」當下

立即流淚不止，向主回應，若

這是主對我的呼召及命定，願

主賜我力量，願以此生完成託

付。自此對聖經研究更為努力，

也應邀在教會、機構中分享講

道，現在回想起來能以有限不

成熟的生命與聖經知識，述說

神的話語，實在是神的容忍與

恩慈。 

2005 年自行創業，困難接

踵而來，壓力很大，每天都需

有神話語的安慰、提醒才能面

對挑戰。神的話不再是我凡事

順利時「講道的工具」，更體

會聖經所說神的話是我們「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2017 年

應約書亞管理學院之邀，來正

道神學院分享，課中與柯志鵬

牧師分享取得入學資料，返家

後經妻子鼓勵，禱告後，覺得

應接受完整神學訓練，對日後

服事應大有裨益。且正道二字

意與神對我的呼召「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有所呼應，因

此決定就讀，盼日後能以在此

所學，對聖經有更多啟發，在

服事上榮神益人。



2017 年經常費需要 ＄22,000,000

1-9 月收入 ＄14,949,372

1-9 月支出 ＄13,541,708

尚需奉獻 ＄-7,0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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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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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11/10 將參加由台灣浸信會神學

院主辦之「七間神學院校聯誼

活動」。

行政處
1. 朱美英姊妹自九月份起擔任行

政處長，林琪雪姊妹轉任信徒

培育中心主任。

2. 拓展部專員彭曼璇因健康因素，

無法繼續任職，自 9/20 起離職。 
3. 南區拓展部副主任陳雅慧傳道

自九月份起留職停薪，休養身

體。

「有果效的教牧領導」由蘇文

隆牧師授課。

學務處
1. 感謝主，9/8 有二十多位新生參

加新生訓練。9/9-10 有 80 位師

生參加學前靈修會，並邀請周

神助牧師專講，彼此有美好連

結，成為本學期美好的開始。

開學禮拜柯志鵬牧師以”喝苦

杯”勉勵同學並守聖餐，崇拜

後全體一起為學院祈禱。

2. 9/11美國正道畢業生張伯笠牧師

來訪，勉勵新生「為主擺上」。

3.  9/13 學院崇拜邀請美國正道林

慈敏老師前來分享，主題「苦

與甜」。

4.  9/27 學院崇拜邀請校友新城靈

糧堂王政弘牧師前來分享，主

題 「做更大的事」，並與學弟

妹們一起參加小組與用餐，有

美好交通。

5. 10-11 月間由學務長帶領新生，

完成「教會參訪活動」並與教

會連結。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為慶祝設立十週年所舉行的十

場感恩餐會，下半年餐會場

次：9/2新竹、10/21台東、11/5
紐西蘭、11/25高雄、11/26台
南、11 /27台中，歡迎就近參

與，支持神學教育發展。

2.  「台灣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ABC大會)」於 10/28在學院舉

行，共有16牧者老師主講各類

專題，感謝協助大會的每位同

工，願 神賜福。

教務處
1. 碩士科秋季學期有 20 位新生入

學， 2 位保留學籍。秋季學期

所有課程順利開成，共開 24 門

課 ( 日間新莊 14 門 / 夜間職場

碩士科 4 門 / 南區 6 門 )。信徒

培育中心秋季共開 4 門課。

2. 新的圖書館專員鄧美倫 8 月 1
日已上任。求主賜她恩典與智

慧，能盡快熟悉環境，增進圖

書館服務師生的深度及廣度。

3. 紐西蘭教育中心：8 月的「摩

西五經」課程有 53 人參加，並

有 28 人通過碩士科入學考試。

10/30-11/10 即將開劉富理牧師

的「靈命塑造」及王仁美老師

的「自我認識與成長」課程。

4. 澳洲教育中心：7-8 月的「摩西

五經」課程有二十餘人上課，

目前澳洲碩士生有 16 位。9/20-
9/30 陳敏欽院長前往教授「一

般書信與啟示錄」與「講道學 I」
課程。

5. 日本教育中心：碩士科招生

中。陳敏欽院長 10/10-10/13 及 
10/30-11/2 前往東京教授「一般

書信」課程。

6.  教牧博士科冬季班的新生報名

截止日期為 11/3，歡迎教會牧

者前來進修。2018 年冬季將開

兩門課程：1/8-12「宣教策略」

由江榮義宣教士授課；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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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徵    才
學 院 正 招 募 系 統 神 學、

新 約、 舊 約 老 師。 有 意

者， 歡 迎 洽 詢 行 政 處 朱 處

長。amychu@les.edu， 

02-2902-3561 轉 15



處亂世 選正道
正道麻吉

  為幫助教會更多認識台灣正道的獨特性及

優勢，並受益於我們的優質課程，學院正積

極徵選對台灣正道有負擔、渴慕真理，願意

接受各種裝備的弟兄姐妹，成為「正道麻吉」。

透過經歷正道課程的學習見證，成為正道的

最佳推廣夥伴。

正道麻吉在任期間，凡在台灣正道上信徒培育LTI課程，
學費一律六折優待。(需由各教會牧者推薦)

詳情請洽:02-2902-3561#12 E-Mail:advancement-tw@les.edu 王姊妹

40%
OFF

2017 第58期    2017年11月出版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感恩餐會

2017 年教牧博士
冬季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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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11 月 3 日
報名 : 王姊妹  acdemic-tw@les.edu

電話 : 02-2902-3561 轉 10

11/25（六）pm6:00 – 8:30
高雄 - 大八飯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86 號

11/26（日）pm6:00 – 8:30
台南 - 台南大飯店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 1 號

11/27（一）pm6:00 – 8:30
台中 - 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 4 段 2 號

報名：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王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