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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

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

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 6:19-20）

一、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舊約聖經提及神的靈曾經帶先知以西結去看耶路撒冷的內院門口

的景況，這裡提到因為聖所有偶像的座位，可憎的事，使神遠離祂的

聖所。接著又要他挖牆進去看，看到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

的走獸，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

老站立，各人手拿香爐，煙雲的香氣上騰。祂對以西結說到以色列家

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裡所行污穢的事，使祂的心難過，…（參結

8:3-12）面對舊約神的殿的污穢及偶像，神說，「使我遠離我的聖所」。

（結 8:5）

在新約時代，我們感謝主，這一位聖靈就不再離開我們，耶穌曾

為門徒求父神，父神就另外賜給門徒一位保惠師，就是聖靈，叫祂永

遠與門徒同在。（參約 14:16）也就是說，新約所描述的聖靈永遠不

離開我們，卻要與我們同在，來幫助我們。然而由於我們的「自我」，

使聖靈在我們身上不能做什麼。若是每一次祂感動我們，我們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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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曾這樣說：「從人裡

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

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

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淫、

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

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

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

人。」（可 7:20-23）同樣，保

羅也提醒說，情慾的事都是顯

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

邪蕩 ( 縱情放蕩 ) 、拜偶像、邪

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

結黨、分爭、異端、嫉妒、（兇

殺）、醉酒、荒宴等類。」（加

5:19-21）這一些都可考慮是「內

在垃圾」。我們的內在生命若

是充滿這一些東西，有意無意

之間，在我們的生活中，就會

污穢人。耶穌說，「…惡人從

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

出來。」（路 6:45）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 5:22-23）其實，聖靈的果

子以外的，都可考慮是「內在

垃圾」。

有垃圾充滿的地方會有蟲

鼠橫行：在 2003 年香港 SARS 

事件中，有一報導，『拾荒母

女家藏八噸半垃圾』-- 提及觀塘

翠屏南邨一對疑有拾荒怪癖母

女，多年來將撿回來的雜物堆

塞滿屋，令住所變成垃圾崗，

臭氣燻天，街坊不堪其擾並恐

我們仍然是自我行事，以致於

聖靈在我們身上不能工作，祂

在我們裡面，被擠到牆角，祂

一說話，我們不但不聽從，而

是一次一次的叫祂閉嘴，消滅

聖靈的感動，這是何等的可怕，

所以保羅提醒我們，「不要叫

聖靈擔憂」（弗 4:30）更「不

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

5:19）

耶穌曾潔淨聖殿，祂曾「拿

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

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

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

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

方。』」（約 2:15-16）耶穌為

父神的殿成為賊窩「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約 2:17）

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

聖靈住在裡面，是主耶穌用重

價買來的，所以我們當敏銳於

聖靈並順服於聖靈，以致於在

我們身上得以榮耀神。

二、認識生命中的內
在垃圾

什麼是生命中的內在垃

圾？就是我們內在生命中，不

好的東西。正如我們家中，每

天需要清除垃圾，否則我們的

住處會變成垃圾堆，我們不能

住在垃圾堆中，這會影響我們

的健康，我們會住得不舒服、

不健康，會生病。

傳播 SARS。多番投訴，至五月

17 日五個政府部門連同清潔公

司共動員五十多人，經八小時

努力清理出八噸半的垃圾，殺

死逾千隻蟑螂。這裡叫我驚嚇

的是「殺死千隻蟑螂！」到底

蟑螂會在那裡？有垃圾堆的地

方就會有蟑螂、鼠、蟲，這一

些東西。

耶穌說：「…，因為這世

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裡面是毫

無所有；(…f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is coming. He has no hold 

on me. 」（約 14:30）也就是這

世界的王在耶穌身上找不到掛

勾。若是我們的心充滿這一些

垃圾，很自然的，我們就會被

黑暗的勢力抓著不放，就是找

到掛勾之處，可以想像，我們

的服事、待人處事，就會產生

許多的問題。所以，一個嚴肅

的問題，就是黑暗的勢力在你、

我身上是否找到掛勾！若是在

我的生命裡面，有這一些「內

在的垃圾」，這世界的王、魔

鬼的權勢就在我們的裡面，找

到掛勾，找到居住的地方，影

響我們這一個人。

在以西結的異象中，我看

到原來每一個人，都有一間「暗

中的畫像屋」（結 8:12），只

有你、我自己知道裡面有什麼，

其實我們的主也知道，黑暗的

勢力也知道。我們內裡充滿的

是什麼？決定我們會是怎樣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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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心歸我」這一本書，作者史文森師母

提及這樣的一幅圖畫：

  

本圖取自 Jean M. Swanson 著【你心歸我（Give 

Me Your Heart）】，吳亞青譯，台北，基督教以琳書房，

2000 年 12 月版十一刷。

我們所犯的罪，若是沒有清除，都將成為我

們的「內在垃圾」，成為黑暗勢力掛勾的地方、

也成為邪靈的溫床。

倪柝聲在他的「人的破碎及靈的出來」一書

中提到，每一位服事主的人，遲早會發現，最大

的問題是我這一個人。

猶大失敗的鑑誡：
猶大原是耶穌所呼召的門徒，也是個奉獻的

人，他和耶穌及其他門徒一起生活、一起出入。

一個走奉獻道路的門徒，最後落到這個地步？

思想猶大這一個人：「有一個門徒，就是那

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說：『這香膏為什麼

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呢？』他說這話，並不

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

其中所存的。」（約 12:4-6）

我們發現在猶大的生命中，有一個「破口」，

正如聖經的描述：「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

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約 13:2）魔鬼怎麼會把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

心裡？怎麼不會放在彼得、約翰或其他門徒的心

裡？是因為在猶大心裡有一個小小的「破口」。

猶大雖然跟隨耶穌，卻帶有「自己」的一些堅持、

意見及看法。可能就因這一點點的「自我」，不

願完全順服在耶穌的主權下，因此就成為一個「破

口」，使魔鬼進入，影響他出賣耶穌。所以聖經

這樣提及，「他（猶大）吃了以後，撒但就入了

他的心。」（約 13:27）是先有一個破口，使魔鬼

可以自由地出入，到一個時候，魔鬼就完全佔住

他的心，叫他去策劃賣耶穌的事了。

「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林

前 5:6）今日我們跟隨主的人，豈不也需要常常檢

查有何神不喜悅的東西（內在垃圾）在我們的心

中。不要小看只有「一點點」而已，因這一點點

的堅持將成為你我的「破口」，成為我們的「麵

酵」。這「麵酵」一發出來，會使我們原先愛主、

事主及奉獻的心志摧毀了。

讓我們檢視我們內裡所藏的是什麼？「暗中

的畫像屋」所藏的，是否使聖靈擔憂？是否成為

黑暗勢力的掛勾？

實例見證：一位修習靈命塑造的學員，他「暗

中的畫像屋」藏的是色情的網站。這影響他聽不

到神的聲音，影響他的夫妻關係，影響他在教會

中的服事。感謝主，因為聖靈光照，他靠著耶穌

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大能，清除一切內在生命的

垃圾，他從色情的轄制中，被釋放出來，他在基

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 文章未完下期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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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櫻華

( 活泉磐石教會 )

 黃文祥

( 南區 ) 高雄靈糧堂

劉春華

( 士林靈泉堂 )

鄧雅云

( 南區 ) 以馬內利教會

龔國香

( 南區 ) 高雄牧鄰教會

王碧霞

( 彰化主恩靈糧堂 )
黄松齡

( 新竹北門聖教會 )

林尚琬

( 台北真道教會 )

唐嘉鴻

( 台中旌旗教會 )

劉浩俍

( 彰化主恩靈糧堂 )

吳文龍

( 士林靈糧堂 )

黃惟饒

( 山海觀台福教會 )

曾羽琳

( 基隆喜信會 )

2018秋季新生

道學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職場碩士科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新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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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曾羽琳                     

是神奇妙的帶領，帶領我來

正道這個大家庭。我是第三代基

督徒，從小就在基隆喜信教會長

大，以致在我懂事時，國高中就

開始在教會服事兒童與學習，也

因著阿嬤堅定的持守基督信仰，

影響我很深。大學畢業後則順利

進入職場成為社會新鮮人，並在

社福單位服務了近六年之久，平

時忙於工作假日則是教會生活，

在事奉的過程中有許多成長的經

歷，但誠實說教會的事工常是忙

碌的，一個不小心就容易產生抱

怨與苦毒，甚至焦點轉向人。因

此在服事過程裡常常被神提醒，

提醒自己不要搶了神的榮耀，我

最喜歡的一處經文提到 :「不要只

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裏遵行神

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

不像服事人。」( 以弗所書 6:6-7) 

   在工作第三年裡曾出現過

很大的倦怠感，每天都想著離職，

覺得自己身體與精神都快面臨崩

潰，身體的疲憊、心理的壓力在

面對工作的種種挑戰，加速我工

作的耗能，同時假日教會有繁重

的服事也讓我想逃避，我嘗試安

靜尋求神，禱告神再次加添給我

力量，使我知道我應該來尋求神

的心意，討祂的喜悅，不再是躲

藏與悖逆。我相信若是神的帶領

祂必為我開道路，因此我在邁入

工作的第七年勇敢踏出一步，離

開自己的舒適圈，選擇放下工作

專心來到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接

受裝備，期待更多認識神、認識

自己，找到神在我身上的命定與

方向，成為順服敬畏神的兒女，

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職場碩士科 /黃松齡

大約在 2011 年，一位不常

出現在教會的弟兄，來到主日聚

會，並在會後彼此交通時，忽然

跑來找我說：「松齡，昨天我在

禱告中神要我跟你說要你去受神

學裝備三年，且三年後要去中國

見證主的名」。那天之後，索性

就開始在每日靈修禱告讀經中求

印證，之後的某一天神透過經文

對我說話：「你不要一直喝奶要

吃乾糧。」( 希 5:12,14) 但內心真

實的悸動是無法掩藏的，眼淚不

聽使喚地一直流。在那一刻，我

想這就是神話語的印證及聖靈的

呼召吧！當時白天在台北三重地

區工作，沒多想，就在網路上搜

尋，找到在工作地點附近有個基

宣課程正好是三年且晚上上課，

並不會影響白天的工作又可回應

上帝的呼召。於是就順服神的帶

領在新莊區的教會去上基宣的課

程，也很順利地畢業。有次工作

出差到大陸，正好有個會議，雙

方在會議未開始時閒聊，對方副

總提到他覺得人有信仰是不錯之

類的…。抓到機會就和他分享基

督耶穌上十架為世人的罪受死且

三天後復活。事後印證，那位弟

兄叫我去受裝備，提到有關於神

的應許，話語一句也沒落空。

    嚐到主恩的滋味，深覺學

習默想神的話語，是應持續直到

見主面的。神學院的課程對我走

成聖的道路幫助很大，因此，這

些年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去選讀

神學相關的課程。由於正道神學

院離我上班地點近，且正好有職

場人員可修的神學及聖經課程設

計，加上新生訓練後，更讓我感

受到正道是一個充滿主愛的大家

庭，相信未來在學院的學習中，

定會常常經歷上帝的恩典。



培育中心介紹及課程資料，請上本院網站。培育中心電話 02-2902-3561 轉 25 林姊妹

培育中心 2018 年度秋季課程 ( 二 )

課      程 授課老師 上課時間

如何正確導引
新世代的兩性關係
 (1 學分 )

陳明玉牧師 / 博士 2018. 11/10、11/17( 六 ), 9:30~17:00

靈命塑造與操練
(3 學分 ) 劉富理牧師 / 博士

2018. 11/12~12/13 每週一、四晚上
6:50~9:50, 12/1（ 六 ）9:30~15:30
參加「禁食默想禱告營」

從虛空到豐盛的
人生—傳道書查經
(2 學分 )

劉王仁美博士
2018. 11/13~12/18 每週二晚
上 6:50~9:50 及 12/1（週六）
9:00~18:00

教會網站製作與教
會管理軟體
(2 學分 )

沈郭華傳道
10/29~12/17 每週一上午
9:30~12:30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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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季節 
美好的呼召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

為美好。」(傳 3：11)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劉春華

2 年前經華神同學的邀請，

參加正道神學院所舉辦的 ABC

大會，當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樣的活動，只知道神感動我，

我就來了。大會中間有很多屬

靈的饗宴，我也在當時對正道

的老師留下很好的印象，覺得

正道的老師們學有專精，不只

靈命好、學養更好，相信能夠

在正道學習是一件很美好、很

幸福的事，即使當時的我還沒

有這麼清楚明白神的呼召。

在之後的 2 年，神不斷的感

動我，透過同學、牧者的鼓勵，

神不斷的為我開門，即便經歷

了很多的掙扎與困難，但神的

手始終帶領我穿越重重的困難。

學院也給予我們很多的方便和

協助，特別是在學費這部分。

除了神的愛，也讓我們看到學

校師長及同工的愛，讓我感受

到正道真是一個充滿愛的學校，

更加堅信這個呼召是神親自的

帶領與同在。

學院的教育理念是「跪下

能禱告」、「站起能講道」、

「出去能宣教」，師長們不只

是學者，也同時擁有很多牧養

的實務經驗，藉由全方位的授

課，結合實務的應用與神學。

大部分同學都早已在開拓教會

或已在宣教工場及教會服事，

雖然同學人數不多，但每位同

學都是神親自挑選呼召而來的，

透過彼此美好的分享，更加感

受到這真的是一個用生命影響

生命，用生命見證生命的團體。

   最後，謹祝福蒙神呼召的

弟兄姊妹，歡迎你們也來加入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台灣正

道絕對是一個充滿使命異象，

栽培神國工人的好學校。甚願

有更多被神呼召的人來受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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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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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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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目標 截至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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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萬 83.3%

經常費 2,200 萬 1299 萬 59.0%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901 萬 41.0%

培育中心
1. 接續夏季的「危機關懷」與「電腦

文書進階班」之後，2018 年秋季

班，培育中心第一期開了「牧會用

的影音製作電腦技巧班」、「兒童

主日學師資訓練」、「教牧領導進

階班」、「基礎聲樂與樂理」，以

及台中「協談與輔導」共五個課

程，第二期將開「如何正確導引新

世代的兩性關係」、「靈命塑造與

操練」、「從虛空到豐盛的人生�—

傳道書查經」、「教會網站製作與

教會管理軟體」等四個班。

2. 因應亞洲神學協會的規章，培育中

心從原來 30 個學分可獲得「結業證

書」，60個學分可獲得「畢業證書」

改為 36 學分可獲得「結業證書」，

並且將必修課和選修課更清楚地制

定出來，讓有心裝備自己的學員修

課更有方向和目標。

行政處
1. 學院在高雄苓雅區中正一路購置南

區教育中心，以利教學。請為所需

資金奉獻、代禱。

7. 感謝主豐富的恩典，為南區教育中

心預備了交通便利屬於自己的地

方，包括有辦公室、上課教室、圖

書室、禱告室。

學務處
1. 感謝神 !9/7-9/8 學前靈修會於桃園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順利舉行，並請

陳敏欽院長分享，師生同工有美好

的連結與得著。

2. 9/19 宿舍舉辦迎新餐會，歡迎新生

入住。

3. 9/26 學院崇拜邀請葉明翰牧師分享

如何在民間宗教中領人歸主。

4. 10/17 學院崇拜邀請台北復興堂柳

子駿牧師分享『人生不要設限』。

5. 10/24 學院崇拜邀請福音協進會夏

忠堅牧師分享。

6. 610/30-11/2 邀請陳獻平牧師駐校，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與牧師交流。

7. 11/9 神學院校聯誼於衛理神學院舉

行，有七間神學院參與。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感謝神！「第二屆 ABC 基督徒教

育 大 會 」 於 10 月 27 日 ( 六 ) 舉
行，近 200 位來自各教會牧者同工

參與，感謝各工作坊老師與協助同

工，願神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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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博士科：2019 年冬季班開始招

生，歡迎牧者前來報名進修。

2. 碩士科明年的春季班即日起開始招

生，報名截止日是 2019年1月4日，

入學考試日期是 1 月 14-15 日。

3. 2018 學年度秋季碩士科，日間共開

14 門課，寒假密集課開 2 門課。職

場碩士科開 5 門課。南區教育中心

開 5 門課。

4. 澳洲教育中心：2018 年碩士科共開

7 門課，教牧博士科開 2 門課。

5. 紐西蘭教育中心：2018 年碩士科共

開 6 門課，教牧博士科開 2 門課。

6. 日本教育中心：2018 年碩士科共開

4 門課。

機構團體

個      人

• 台灣神學院 • 芥菜種基金會

• 靈命日糧 • 內湖台福基督教會

吳明煌

林彩雲

林淑卿

林琪雪

邱保惠

邱慧妹

陳吉松

陳金獅

陳獻義

趙民堅

鄧鳴琴

蕭如潔

賴呂巧姿

張舒莉

主知名

圖書館贈書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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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贈書芳名錄（敬稱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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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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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第62期    2018年11月出版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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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