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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福音夥伴們, 兄姐們: 平安!

　　2021學年度畢業典禮已經於2022年6月18日舉行, 學院年度的工作也在典禮當中的高峰, 就是
畢業班同學的差遣禮後畫下句點. 這時提筆給您: 愛護, 關心, 支持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的兄姐們寫
信, 正是時候。
　　雖然新冠疫情仍然不斷以變種的方式充斥在在全世界各地, 但是世人們已經慢慢學會如何與病
毒共處, 教會和福音機構也要學習適應如何在疫情當下, 突破環境的挑戰: 福音要繼續的廣傳, 工人
要不停的造就, 裝備。每一屆的神學畢業生, 要不斷地被提醒: 環境雖然會改變, 但我們 "學習作傳道
人" 的真理, 永恆不變。 提摩太前書四章1到16節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第一, 做真理的守門者 (v. 1-5) 辨別真假先知, 辨別真假教師, 在他們還沒有進入大門之前, 就
在門前守住。

　　第二, 做真理的提醒者 (v. 6-11) 真道的話語要造就, 世俗的話語要棄絕, 敬虔的生活要操練,
殷勤的事奉要在乎。

　　第三, 做真理的實踐者 (v. 12-16) 看重呼召, 看重恩賜, 看重成長, 看重言行。　　

　　學院方面, 感謝神! 這學期神總共把264位同學交託給我們: 包括61位教牧學博士班和203位
碩士班的學生. 以地區來分, 分別是: 台灣校區131位, 海外校區133位。我們的專任師資極待加強
任, 但仍然感謝神, 透過北美正道的支援師資, 還有多位兼任老師的協助, 我們得以完成神的託
付。

　　畢業典禮如期於6月18日完成, 從原先計劃的全規格, 後來改變擬在網上視訊召開, 到最後決
定在校本部的A教室進行, 人數限縮在80人以下, 透過實體和視訊同步舉行。 雖然計畫趕不上變
化, 但處在covid-19世代, 我們都得學會應變的能力, 敏感的, 決斷的, 快速的做滾動式的調整。
　　畢業同學共有26位: 台灣13位 (教牧博 1, 道碩 8, 研碩 3, 職碩 1), 海外13位 (紐西蘭11位,
澳洲2位; 其中有12位研碩, 1位證書科). 最近連續聽到幾位不同教會牧者和關心正道的夥伴們稱
讚我們的畢業校友, 提到他們在牧養教會的態度和表現都非常的出色, 作為他們的老師和院長, 每
當聽到這些正面的稱許, 心裡都感到非常的激勵, 也覺得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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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服事方面, 個人來說, 從一月到六月總共在22個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分享了33篇信息, 涵蓋
了開學禮拜, 婚禮, 獻堂禮, 按牧禮, 傳道牧師就任禮, 畢業典禮, 以及主日崇拜等。在這段時間, 學
院的老師和同工也分別在11個不同的教會舉辦神學主日, 謝謝您: 我們的夥伴教會, 接納我們到貴
教會帶領主日信息, 介紹學院事工, 同時也謝謝你們以實際的行動, 用禱告和奉獻來支持神學教
育。

　　拓展方面, 感謝神的恩典, 今年恢復推動學院的延伸教育； 首先, 將「信徒培育中心」正名為
「門徒培育中心」裝備弟兄姊妹作主門徒。 我的妻子庭華師母, 毅然辭去16年在加州的學區教
職, 去年9月從美國回到台灣, 全時間在培育中心事奉。從今年1月到目前為止已開了10門課程, 總
共有216個人次參與上課, 其中有128個人是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正道神學院, 來接受聖經和神學
裝備。 正道期待繼續推動門徒裝備課程, 與地方教會配合, 盼望能夠滿足地方教會的期待, 並且對
地方教會有所貢獻。

　　另一方面, 在上一封問安信曾提到學院在思考推動
職場事工博士班的計劃, 經過半年的籌備, 學院老師覺得
目前還不是推出的時候, 決定先以加強職場事工碩士班
的課程內容為優先； 雖然如此, 今年的教牧論壇仍舊會
以職場與教會為主軸, 同時學院期待連結台灣北中南三
區有相同異象的基督教機構共同來關心這時代的議題。

我們會在 “職場與教會” 這一個主題下繼續前行。  
　　最後向您報告三個正在進行值得感恩的事工, 以及
分享一件家庭的歡慶時光：

　　第一, 有一些關心神學教育的企業業主, 他們覺得不
該只是支持神學教育而已, 個人也應當接受神學裝備才
是. 所以學院將為他們設計客製化的職場事工碩士班的
學程, 使他們的心願能夠得以達成。
　　第二, 與東馬沙巴聖公會神學院合作, 簽署合作備忘
錄. 這是一個講求合作的世代, 神學院也不例外: 資源的

　　這學期, 在教導方面, 仍然非常的忙碌, 參
與講道學, 教會增長, 畢業講道, 和教會禮儀與
實踐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接受中區區牧蕭彼得牧師的邀請, 為台灣台福
基督教會傳道, 長執, 同工們, 以 “建立教會的
六大課題” 為題, 開始了第一次的裝備課程, 總
共約有235位同工們報名參加。感謝神! 能夠
這樣服事地方教會, 是神學院功能的發表, 也覺
得非常的榮幸。神學院能夠這樣來服事地方教

會, 是我們極樂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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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正道福音神學院於2007從美國回台灣
設校, 今年剛好滿15歲, 下半年會舉辦一系列的
感恩和慶祝活動, 也會陸續的向您報告, 敬請以禱
告的心來期待。

　　最後, 今年4月專程回美國一趟, 藉此機會安
排在愛恩台福以及我的母會柑縣台福報告神學院

的近況並募款, 非常感謝兩個教會的牧師和兄姐
們的接納, 長年的代禱和支持。 就在這兩個主日
中間的星期六, 為我家的二兒子Caleb主持結婚
典禮, 全家再度團員，歡聚一堂！新人在婚禮聖
壇前相互的誓約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雖古老，卻特別感人! 也是每一位
在場主禮和觀禮的人, 再一次委身立約的時刻。
　　這時候的天氣, 北半球炎熱, 南半球寒冷, 無
論您身處何地, 願主耶穌的恩惠, 天父的慈愛, 聖
靈的激勵, 與您同在! 
願您平安!
　　　　　　　　　　      　主僕
　　　　　　　　　　　　　　       陳敏欽敬上

7-20-2022

交流, 師資的共享, 共創雙贏, 是未來的
潮流。 正道將提供沙巴聖公會老師的資
源, 沙巴聖公會將提供行政以及在地資
源, 協助正道在東馬開設教牧學博士班,
使當地的教牧同工有機會繼續接受進程

的在職學習, 以繼續深化靈命上的塑造,
強化解經式的講道, 質化關懷的牧養心,
活化僕人的領導力; 進化侍奉經驗及神學
研究, 提升教牧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配合
事奉經驗做學術研究, 使教牧同工在他的
專業上更上一層樓。

正道十五　與神共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