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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生命
舊約副教授暨教務長 /林彩雲老師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積極落實「靈命、學識、生活、事奉」並重

的全人培育。神學院應如何培育學生具有蒙神喜悅事奉的生命呢？限

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僅對事奉的動機、態度、根基、能力、及事奉中

的誘惑等不同層面進行論述。摩西一生的事奉獲得神的肯定與稱讚，

他在神的全家盡忠 ( 民 12:7; 來 3:5)，是事奉者的榜樣。本文將著重摩

西事奉的生命及保羅勉勵提摩太的事奉作為重點，幫助我們事奉的生

命能榮神益人。

事奉的動機
摩西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曠野近 40 年的時間，歷經許多艱

苦，終於來到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摩西雖不能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

地，但他在摩押平原對大部分是新一代的百姓教導神的律法，並對他

們說：「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敬

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申 10:12)

摩西告訴我們愛神乃是我們事奉神的動機。他一生的事奉動機是愛神

及愛他帶領的百姓。神先愛了我們，我們應以感恩和愛來回應神，事

奉他。有時人在事奉的過程中，經歷神的賜福，有很好的果效，卻漸

漸地生發驕傲的心，甚至看重別人的肯定與掌聲，以致偏離起初對神

的愛之事奉動機。神是看內心的神 ( 參撒上 16:7)，求神幫助我們一直

持守純正事奉的動機。摩西除了以對神的愛來事奉神，也以對百姓的

愛來事奉神。雖然他所帶領的百姓常以自我為中心，發怨言爭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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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吃不飽。但是往往因不能分

辨一些特會的信息是否正確，

是否違反神的心意，反而受到

傷害。傳道人要忠心正確地傳

揚神及神的話語，需要花時間

研讀神的話語，按著正意講解

神的話語，使羊群可以吃得飽

足。往往傳道人因其他的事工

忙碌，花在準備講道的時間太

少，以致不能好好餵養羊群，

造成羊群瘦弱，常常經不起誘

惑而跌倒。因此神學院必需培

育學生注重神話語的優先次序，

有紮實的解經講道，他們才能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忠心

地餵養神的羊群。

事奉的能力
摩西事奉神的能力來自於

神。他碰到許許多多事奉的難

關，例如：百姓沒水喝，沒食

物吃，想吃肉時，都用埋怨或

爭鬧的方式來找摩西，摩西的

事奉秘訣就是倚靠神，求神為

他們解決困難。他經歷到「不

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

事。」( 參亞 4:6) 保羅勉勵提摩

太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

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

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

樣的善事。」( 提後 2:21) 我們

在事奉中不單要倚靠神，也要

保持聖潔，有神的同在和能力

來事奉神。

2. 忠心的事奉態度

摩 西 在 神 全 家 盡 忠 ( 民

12:7)，給後人留下忠心事奉神

的榜樣。作為神的僕人，我們

也不該存著雇工的心態，而是

熱心忠心地事奉神。在彼得前

書 5 章 2 節，彼得勉勵長老們

務要牧養在他們中間神的群羊，

按著神的旨意照管他們。這些

羊乃是屬於神的，是神託付給

他們牧養。將來他們需向神交

帳。同樣地，我們在教會事奉，

不管是帶領小組或是全教會，

都會牧養神託付給我們的羊群，

不要掌控羊群，而要按著神的

旨意照管羊群， 要有生命的榜

樣與美好的見證，以生命影響

生命。我們事奉神不是出於勉

強，而是甘心 ( 彼前 5:2)。要心

甘樂意地事奉神。作為神的僕

人，我們也不該存雇工的心態，

而是熱心忠心地事奉神。

事奉的根基
我們事奉的根基乃是神的

話語。保羅勉勵提摩太當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

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參提後 2:15)。神學院應培育

學生按著正意講解聖經的真理，

餵養弟兄姊妹，使他們能認識

神，長大成熟，發揮生命的影

響力。在台灣有此現象，許多

弟兄姊妹喜歡跑特會，因為他

是他對這群百姓始終不離不棄。

金牛犢事件發生後，神要滅絕

百姓，並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但摩西為百姓代求，甚至連自

己的名字從神寫的冊上被塗抹

都願意。這顯示摩西愛神所託

付他的羊群，願意犧牲自己。

求神幫助我們時常檢驗自己的

事奉動機是否純正，是否因愛

神及愛人事奉神。

事奉的態度
1. 謙和的事奉態度

摩西具有謙和的事奉榜樣。

神對摩西的評論：「摩西為人

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 民 12:3)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

曠野四十年之久，在這 40 年的

服事當中，摩西以很謙和的態

度來服事神。他沒有用高壓統

治的方式來帶領百姓，常需處

理百姓所發的怨言，都以謙卑

的態度來到神的面前，祈求神

的幫助。甚至可拉黨叛變及他

的姐姐米利暗毀謗他的時候，

摩西沒有為自己辨屈，他等候

神為他申冤。可拉黨面對神的

審判，米利暗長了大痲瘋，然

而摩西心地寬宏，為她禱告。

神聽了摩西的代求，醫治了米

利暗。我們在事奉上應學習摩

西的謙和，而不是抓權，或誤

用權柄轄管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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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中的誘惑
不論是聖經人物或現代的

一些傳道人，甚至是被神重用

的牧者，在面對權力、金錢、

色情時，沒有逃避這些誘惑，

以致於跌得很慘，造成教會、

福音團體、或個人極大的傷害。

掃羅王沒安全感，無法勝過權

力的慾望，過不了權力關，忌

妒大衛，千方百計想除掉大衛，

更演變成不敬畏神，殺害了挪

伯的 85 位神的祭司及城中的居

民 ( 撒上 22:11-19)。掃羅也沒

有勝過金錢關，違背神的命令，

沒有除掉亞瑪力及他們所有的，

卻愛惜亞瑪力上好的牛羊並一

切美物。我們看到掃羅一直在

墮落之中，導致神離開他 ( 撒

上 28:16)，最後與非利士人爭戰

時，掃羅與 3 個兒子死在戰場

上 ( 撒上 31 章 )。以色列第一個

世上的君王以此悲慘的方式結

束他的人生。

大衛沒過色情關，墜入眼

目的情慾，與拔示巴行淫，為

掩蓋此罪而借刀殺人，殺害了

拔示巴的丈夫烏利亞。大衛經

歷到還四倍，他的四個兒子在

他有生之年死亡 ( 與拔示巴行淫

所生的兒子夭折、暗嫩被押沙

龍所殺、押沙龍被約押所殺、

亞多尼雅被所羅門所殺 )。神是

輕慢不得的。筆者在神學院的

課堂上常提醒自己及學生要經

常檢視自己有沒有過三關：權

力關、金錢關、色情關，要成

為神聖潔的器皿，不羞辱主名。

願主幫助我們時常檢視我

們的事奉動機、態度、根基、

能力、及避免事奉中的誘惑，

成為忠心良善的僕人，在這世

代發揮生命的影響力。

2019 正道卓越教牧論壇
於6月17日在劍潭活動中心舉辦「正道、

卓越、教牧論壇」，邀請榮譽院長劉富理牧

師、莊信德牧師、董家驊牧師及院長陳敏欽

牧師聯合講論中小型教會復興的動力，分別

以靈命、領導、牧養和講道四方面，分享個

人經驗給教會牧者。

當天近 200 位牧者、同工參與分享，相

信必定再次點燃牧者服事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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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畢業生

道學碩士科教牧博士科

基督教研究

證書科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職場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職場基督教

研究證書科

劉姿吟黃佳信

偕立賢張淑媛

莊阿香

賴硯斌

張乃菱

沈惠蘭

(南區 )

許銘村

黃勝興

郭貞吟

陳美志 涂信宏

吳聰輝

鄭文傑



第十一屆畢業典禮花絮
本院於 6 月 15 日下午在新莊區農會

禮堂舉行「2019 第五屆教牧博士科暨第

十一屆碩士科畢業典禮」，今年共有 1 名

教牧博士科、7 位道學碩士、4 位基督教

研究碩士及 3 位基督教研究證書科的畢

業學生，15 位畢業生一同信仰告白，大

聲宣告願意一生依靠聖靈走入被呼召的道

路，完成上帝所託付成為真正為主擺上的

「正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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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 -郭貞吟

2017 年初毅然決定回來學

院本部全時間修課，當時覺得

這對我而言，實在是一條漫長、

孤獨又艱難的路。但我靈裡相

信，神要帶領我走出自己的舒

適圈，為要進入祂的恩典國度。

回想今日能順利畢業，心

中有太多的感恩；不單是自己

不放棄的學習，也包括了許多

老師們以生命為典範的教導、

同學之間的分享、幫助與鼓勵、

學校同工在生活與行政事項上

的協助。更要感謝許多我所不

認識對學院的奉獻者與代禱者，

以及家人們的支持。在學院三

年，感受到最大的改變不是提

升學識、獲得學位，而是自己

與神的關係。神用溫柔、良善、

甜美將我改變，神的愛讓萬事

萬物都變得美好，即使在每一

次的試煉和挫敗中，神也陪我

走每一段路。 

感謝主使我順利完成道碩

三年課程。雖然心裡歡喜，卻

也擔憂自己好像還沒預備好，

然而此時，我彷彿聽見慈愛的

天父說：Baby, are you ready ？

我如同稚嫩的孩子怯生生地說：

Yes! Daddy, I'm ready! 又聽見父

神說：Great! Then let's go! 感謝

天父願意讓我與祂一起同工。

期待踏出學院後，能成為在神

國中殷勤撒種、澆灌的園丁，

擁有能夠分享、傳遞愛的生命。

是這份愛，讓我想對天父說 : 祢

要我去哪，我就去哪，一輩子。

道學碩士科 -偕立賢

在神學院將近六年的時間，

面臨離開的前夕，內心百感交

集，雖是捨不得但總要跨出去，

這樣才有機會喊說：「主啊，

救我！」。心中充滿對老師無

限的感恩，老師們無私的教導、

 臨別回首     畢業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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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栽培，巴不得把全身的

功力灌注在我身上，他們不僅

教導我聖經的真理，使我在學

識上提升、在靈命上扎根，更

用切身牧會經驗開闊我事奉和

生活的視野，更重要是將基督

在他們裏面的生命顯給我，好

教我效法他們跟從基督。

謝謝您們，您們辛苦了！。

願神在天上紀念您們的各樣服

事，傾福與您們！

就如來十二 1-2a「我們既

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

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

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

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耶穌。」使我在奔跑的

路程不孤單，因為我深知道有

人在為我禱告，謝謝您們。

道學碩士科 -劉姿吟

2016 年來到正道福音神學

院，入學時師長說 :「你們來，

不在乎學了多少知識，乃是在

這裡經歷神」。的確，三年的

裝備期間，經歷許多神奇妙的

作為，就如在實習教會認識的

媽咪，她已逝的十多年的女兒

正叫「劉姿吟」。因著上帝，

牽起了我們母女情緣，而與媽

咪的乾兒子成就美好的婚姻。

耶利米蒙召奉差遣傳講神

審判的信息。然而，愛聽好話

的人們聽不進他的忠言，反而

招來人們的痛恨、逼迫。面對

百姓的罪惡與神將降臨的懲罰，

他內心雖衝擊、痛苦，卻仍忠

心地服事、傳講神的話語。這

位先知是我最喜歡聖經人物，

期許自己未來無論在哪裡，也

要能忠心服事主，直到見主面。

在這畢業時刻，心中的感

觸難以用言語表達，引用 30 多

年前我國中時，班上才女同學

所作的詞曲內容表達此刻的心

情 :「六月是離別的季節，燒痛

每一顆離別的心，回想以前的

日子，我們是師生一場，老師

您殷勤的教誨 ...... 我牢牢記在

心上。」謝謝老師們的殷勤訓

悔，與同學們、眾代禱者的守

望、代禱。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陳美志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

恩賜！感謝神的幫助、供應、

引導、保護和醫治，謝謝支持

我讀神學院的親友，也謝謝這

段時間幫助關心我的人！願神

繼續引導前面的道路，能榮神

益人。

因神奇妙的引領，就讀台

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在靈命塑

造、神學、聖經和其他課程中

收穫甚多，還有一些師生的生

命見證使我感動，感恩能更多

學習且有好的應用，要按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在生活、學識、

靈命、事奉上能更多長進。願

所有的裝備都能在適當的時機

為主所用，成為自己和別人的

幫助。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 南區教育中心 )- 沈惠蘭

劉富理院長教導的〝靈命

塑造課程〞，幫助我擺脫了內

心的苦毒、怨恨、不饒恕的根

源，使我的情緒不再受到挾制。

王仁美師母教導的〝自我認識

與成長〞，和林國亮院長的〝家

庭婚姻輔導〞，幫助我認識原

生家庭的根源和情緒與關係。

林彩雲老師和曾思機老師教導

的〝聖經課程〞，幫助我認識

上帝慈愛公義的屬性以及祂對

世人的心意，使我更加的敬畏

上帝。陳敏欽院長所教導的〝講

道課程〞及〝教會增長課程〞

幫助我更有系統的整理講道主

題與大綱，以及如何發現教會

同工恩賜來幫助教會增長。蘇

文隆老師的〝基督徒教育〞幫

助我有系統的整理主日學課程。

感謝正道神學院所有的老

師和同工們，從你們身上所展

現出來謙卑、柔和、愛主美好

的品格，是我最佳的學習榜樣。

感謝神學院每一位主知名的奉

獻者，因著你們的奉獻使我們

有美好的學習環境。

職場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 

黃勝興

祝褔第 11 屆畢業生：美夢

成真，跪下能禱告，站立能講

道，行走能傳道。願常在主基

督裏滿有基督及能力。被主的

愛充滿、被主的話充滿與被主

的靈充滿。



5. 2019 秋季學期新莊校區日間將開 15
門課，夜間職場碩士科 3 門課。南

區教育中心碩士科將開 6 門課。

6. 2020 年 1 月教牧博士科冬季班已排

定兩門課：「基督教靈修與牧會實

踐」及「婚姻輔導與家庭協談」；

6 月夏季班已排定兩門課：「屬靈

爭戰」及「地方教會信徒的靈命塑

造」。歡迎牧者報名教牧博士科，

再進修。

海外教育中心：
海外教育中心 2019 的下半年開課情況 : 
日本 4 門；澳洲 6 門；紐西蘭 6 門課。

1. 紐西蘭教育中心將開下列課程：

7/29-8/9「神、聖經與基督」及「教

會與末世」由李建儒老師授課。

2. 日本教育中心將開下列課程： 8/2-
15「神學治學法」及「約書亞記」

由林彩雲老師授課，10 月份「保羅

書信」由蔡筱楓老師授課。

3. 澳洲教育中心將開下列課程： 8/19-
30「先知書研究」及「約書亞記」

由林彩雲老師授課。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感謝神「2019 年北區感恩餐會」已

順利舉行，當天近 280 人參與，感

謝大家參與並支持神學教育發展。

2. 感謝神「2019 正道卓越教牧論壇」

已於 6 月 17 日在台北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順利舉行，當天近 200位牧者、

同工參與分享。

3. 感謝神！ 7/11-12「2019 青年宣道

大會 - 機構博覽會」已順利舉行，

當天將近 160 位學員填寫資料卡，

近 100 位學員願意更多到本院聆聽

課程，願神賜福參與的學員。

4. 10/26「第三屆 ABC 基督徒教育大

會」將在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舉

行，歡迎牧者鼓勵教會同工報名參

與，您定會有新的體驗與認識！

5. 歡迎加入「正道之友」：一般夥伴

( 一月一千奉獻 )，「正道長老」( 一
月一萬奉獻 )，「國度企業夥伴」(一
年利潤 10% 奉獻 )。願神紀念每一

位愛心奉獻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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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務處
1. 體驗正道週 (5/28-6/1) 有 14 位弟兄

姊妹來體驗台灣正道的不同課程。

2. 今年的畢業典禮已於 6月 15日 (六 )
下午三點假新莊農會四樓禮堂舉

行，1 位博士科及 14 位碩士科共有

15 位畢業生，約有 300 位參加畢業

典禮。

3. 新莊教牧博士科兩門夏季密集課，

及碩士科兩門暑假密集課，已於

6/28 順利完成。謝謝劉富理牧師及

王守仁牧師的辛勞授課，同學收穫

良多。

4. 秋季碩士科入學考試，新莊校本部

於 7/2-7/3，南區於 7/4 舉行，皆已

順利完成。

學務處
1. 學生會於 6/12 在新莊院本部為本屆

的畢業生舉辦歡送會，師生職員齊

聚一堂，場面既搞笑也感人，讓畢

業生留下美好回憶。

2. 宿舍良牧之家於 6/5 晚舉辦學期末

聚餐，藉此歡送畢業的「家人」。

除了菜餚豐富，還有娛興節目，大

家渡過一個笑聲融融的晚上。

3. 2019 學年秋季學前靈修會將於 9 月

6 日至 7 日（週五和週六）假苗栗

西湖渡假村舉行，主題是「新學年

的挑戰和進步」。

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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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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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

經常費	 2,200 萬 971 萬 44%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1,229 萬 　 56%

								徵				才

學院正招募系統神學
老 師、 拓 展 助 理。
有 意 者， 歡 迎 洽 詢
行 政 處 朱 處 長。
amychu@les.edu，	
02-2902-3561 轉 15

購置南區教育中心

購入款 	$	11,228,763	

設備款 $	400,000	

已收奉獻 $	7,350,000	

尚有不足 $	3,478,763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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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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