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愛」是在「彼此」當中實踐

  基督徒生命常存的有信、望、愛，其中愛是被謂為最大的（林

前13：13）。因此，台灣正道的核心價值之六強調要過「實踐相愛

的學院生活」，就是在上課時，在交作業時，在繳學費時，在補請

假單時，在祟拜時，在彼此代禱時，在小組討論時，在走廊上碰面

時，師生同工把相愛落實在這些校園生活的層面上。

   大凡宗教或非宗教團體都提倡相愛。相比之下，基督徒包括神

學院生活要實踐的相愛有什麼「基督」的內涵呢？當耶穌被人詢

問：「夫子，律法上的誡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回答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 

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5-40）主耶穌的回答讓我們思考

的第一件事是：他把表面上較為負面，禁命性的「誡命」總結為更

正面，富激勵性的「愛」。原來基督徒不單是不去觸犯禁令，例如

「不可偷盜」（出19:14），更是要積極實踐「聖徒缺乏，要幫補」

（羅12:13）。關於主的回答，我們該省思的第二事是：祂把「愛人

如己」放在「愛神」之後。兩者的邏輯關係可理解為「首先」（和

合本的翻譯作「第一」）和「其次」。主耶穌的回答強調「愛人如

己」的根本基礎是「盡心、盡性、盡意愛神」。

實踐相愛的學院生活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核心價值之六

新約助理教授暨助理學務長 / 曾思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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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的兩個關鍵線索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的論述方

式也反映出類似的層次感：「

首先」是人與神，「其次」是

人與人的關係。就如保羅在羅

馬書1-11章著重論述的是因信

稱義的真理。罪人接受基督的

贖罪之恩，因信稱義，與神和

好。接著保羅在羅馬書12-16章

說明在這神人和好的基礎上，

信徒之間或與非信徒該建立什

麼關係，如何建立。因此，

羅1：16-17可以說是全書的鑰

節：「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

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

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

必因信得生。」這兩節經文提

供了明白羅馬書的兩個關鍵線

索。第一，無論是猶太人或外

邦人都是因信稱義，各人在神

在人面前都沒有什麼可自誇。

第二，外邦人和猶太人從前彼

此為敵，如今因福音的緣故彼

此和睦，成為一體。因此，保

羅在羅12：1 用了「所以」這個

連貫詞，把前面十一章與後面

五章的思想連接起來，表明猶

太人和外邦人既因信稱義得於

成為一個身體(教會)，各人就要

把自己的身體（複數）作肢體 

獻上給神當作活祭（單數）（

羅12:1-2）。這身體上的各肢體

要按恩賜事奉（羅12：3-8），

且要彼此相愛，並尋求與不信

者有和睦（羅12：9-21）。

實踐相愛的基礎

   因此，正道師生同工們實踐

相愛的基礎是神藉基督的救贖向

我們赦罪之愛。神對我們的赦罪

之愛既是顯明的（羅5：6-8），

我們實踐相愛就不會是「虛假。

」（羅12：9）正如老師對學生

真誠的愛有時是表現在課堂內苦

口婆心的勤勉上，仿佛當年保羅

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說：「你們

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

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

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 

你們。」（徒20：20）神對我們

的赦罪之愛既是把我們從罪中拯

救出來的（羅7：24-25），我們

相愛就會是「惡要厭惡，善要親 

近。」（羅12：9）正如同學們

在小組討論裡，彼此提醒要遠

離罪惡的事，彼此勉勵要持守美

善的事。神對我們的赦罪之愛既

有聖靈的澆灌（羅5：5）和印證

（羅8：16），我們實踐相愛就

會是「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

敬人，要彼此推讓。殷勤不可懶

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羅12：10-11）正如師生同

工們過去在街上發福音單張，組

成福音隊去短宣，熱心事主。神

對我們的赦罪之愛既有我們將來

得榮耀的盼望（羅8：18-30），

我們相愛就會是「在指望中要 

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 

要恆切。」（羅12：12）正如師

生同工們向來彼此代禱，並且問

候探望生病中的。神對我們的赦

罪之愛既是為了眾人連自己的兒

子也捨了（羅8：32），我們相

愛就會是「聖徒缺乏要幫補；客

要一味的款待。」（羅12：13）

正如學院為有經濟困難的同學提

供獎學金、工讀金；同學之間有

愛心奉獻等。

  感謝主！台灣正道師生同工

過去九年竭力實踐相愛的學院生

活。踏入第十年，相信神藉基督

的救贖及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的

赦罪之愛，將持續激勵我們在學

院生活中彼此相愛，見證神的

愛。

曾牧師伉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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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教育中心」的設立和

雪梨台福基督教會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1986年美國台福總會，

領受「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

萬靈魂」的植堂異象9025第25間

教會，於1990年在澳洲雪梨成

立。1997年台福在紐西蘭奧克蘭

已成立三間教會，由於在移民教

會中尋找傳道人成為教會最大的

困難，於是1999年六月美國台福

神學院，擴大帳幕把觸角延伸到

紐西蘭，在紐西蘭成立紐西蘭

台福神學教育中心，要我負責

神學中心的行政事務，當時有11 

名碩士科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10名證書科學生，後來這些碩

士科學生大部分課程都到美國校

本部完成學業，也分別在紐澳與

美國、台灣牧養教會或參與宣教

事奉。

    2002年七月我開始雪梨台福

的牧會服事，也發現在雪梨開拓

植堂有同樣的困難--牧者難尋，

於是在2003年三月尋求美國台福

神學院的協助，在雪梨成立「雪

梨台福神學教育中心」，為了雪

梨地區植堂做預備，提供一個不

需全程赴美國台福神學院研讀的

機會。不過後來因美國ATS的制

度規定，無法在海外招收碩士科

以上的學生，因此這十多年雖然

也持續開了許多課程，但只能造

就裝備各教會屬靈領袖，雖然我

們也陸續開拓幾間分堂，但仍然

感受到傳道同工的缺乏。

   直到2015年十一月七日前往

台灣，參加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新校舍奉獻感恩禮拜及陳敏欽牧

師就任院長的時候，與陳院長再

次談到台灣正道神學院在雪梨開

辦碩士科的可能性，院長也很正

面認為可行，會在院務會議中去

評估。在這期間我們正值教會擴

堂(二次建堂)，最後裝修工程將

完成時，接到院長的通知可以開

始進行招生工作。

   感謝主！雪梨台福教會在今

年十月二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的

前夕，台灣正道神學院在雪梨也

同時成立「雪梨正道神學教育中

心」舉行開設禮拜，並由陳敏欽

院長開始教授「教牧書信」與「

教會增長」等二門課程，有13名

碩士科學生報名，接著十一月三

十日開始，前美國正道神學院副

院長蘇文隆牧師將接續來教授「

基督徒教育」及「福音書與使徒

行傳」二門課程。感謝神的恩

典，也感謝台灣正道神學院為雪

梨區眾教會所做的調整與配合，

願神大大賜福堅固我們手所做的

工。

   耶穌說「舉目向田觀看，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願

主藉著「雪梨正道神學教育中

心」的成立，我們願看見神再次

恩待我們在神學教育的事工上，

能裝備培育更多的國度人。 

澳洲教育中心（雪梨）簡介
雪梨台福教會主任牧師 / 陳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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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慶

呂怡芳

李小瑜 伍佑英

郭貞吟

陳悅真

黃啟碩

戴良娟 譚克丞

陳柔諭

尹藝行

王瑪麗

伊麗玲

    小時家境十分艱苦，經常看到父母爭吵，家中沒有平安喜樂。雖然有許多壓力和困擾，但求學過

程卻相當順利。大學時認識一位基督徒姊妹，她帶我參加校園團契，很快地受洗成為基督徒。

   1991年移民澳洲，雖然經濟物質都不匱乏，但心中卻沒有安全感，經常浮現一些負面的想法。有

天突然發現，自己的婚姻、家庭出現很大的問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無法掌控的，我的人生走到死胡

同。當我完全絕望無計可施的時候，只能來到神面前禱告，我問神，這樣的人生到底出現了什麼問

題？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端，當我極度絕望的時候，學習放手，讓神來掌管這一切。謙卑的來到神的

面前，求神幫助醫治我，內心有了平安，很真實地感受到上帝的愛，這樣的愛讓我有安全感，祂是我

人生的避風港。

    本來對就讀神學院並無太大信心，因為年齡體力都日漸衰退，但是教會的牧師不斷地鼓勵及支

持，經過再三的考慮及禱告，決定申請入學就讀。對於神學院的課程充滿了熱忱及期待，希望不

但在學識上更加添，也要在學習過程中更經歷神的供應及恩典。我深知道自己有許多軟弱及不足

的地方，我的人生經常與主摔跤，但是神有憐憫、有慈愛，希望在聖靈的光照下，我能夠再次更

新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願主更興盛、我更卑微。

新生見證
學習放手 讓神掌管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 伍佑英（澳洲）

澳洲教育中心（雪梨）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新生



把神學教育傳到台灣的每個角落

台灣南區教育中心簡介

北區信徒培育中心（春季課程）
報名請洽：02-2902-3561＃34    lti-tw@les.edu
http://www.lestw.net.tw/manage.php?gid=11

課程（學分） 教師 日期時間 報名截止

靈命塑造 劉富理牧師
5/22-6/21 週一、三晚上 7:00-9:40

共計10次 5月5日

PMBA教牧領導管理課程
（結業證書）

約書亞管理學院
師資團隊

週一上課 每兩週一次 4/24-7/31
9:00-17:30 共計8次

4月15日
牧者免費

自我認識與成長(2學分) 王仁美
5/16~6/27 週二晚上 6:45-9:45 

6/24 週六 9:00-18:00
5月5日

教會管理(1學分) 曹永杉牧師
2/15~3/22 週三晚上 7:00-9:40

共計6次
2月5日

理財有道(2學分) 徐家聲、林玫馨
2/16~5/4 週四晚上7:00-9:00                                                                 

(5/4週四晚上7:00-9:45) 共計12次
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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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神學院怎麼會在高雄設

立教育中心呢？起源之因有三

其一，在南台灣的台福教會眾

多，佔全省台福教會的比率最

高，當中有傳道人及弟兄姐妹渴

慕可以有更多進深的學習、接受

裝備造就的呼聲，因此就有了設

立南區教育中心的負擔。

    其二，在南台灣，雖然許多

的縣市都有神學院的設立，但想

要更多元化且深一步的受裝備，

就會受限於師資多數是聚集在北

部這個現實條件，若想進修神

學，往往需要到北台灣，學生必

須要克服距離的差距，因此南區

教育中心設立，就是期待能把師

資的豐富性帶往南台灣。

   其三，在過去日子的信徒培

育科的造就過程中，一直有學生

在問，正道為何不在南部開設碩

士科，讓他們可以受到更多更嚴

謹的訓練，因此這也是為何正道

要南下，來徵召精兵的緣故。

   期待正道在南台灣前進！可

以把具有潛力、福音熱忱的信徒

培育起來，並且轉化成為前往台

灣及世界各地傳揚福音、建造信

徒的主工人。（編輯室）

教育中心上課剪影

把神學教育傳到台灣的每個角落

台灣南區教育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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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於農家，高職二年級，

同學邀我參加教會團契及聖誕節

活動，也曾去幾間教會禮拜，更

參加了小組及合唱團，教會的弟

兄姊妹都很熱情的帶領，卻沒能

安定下來。在許多教會遊走，找

不到歸屬，就這樣過了20年。直

到參加了屏東台福教會的社區活

動，並進到當中上了受洗課程，

終於在2008年12月28日受洗。

   進入教會什麼都不懂，就被

邀請參加家樂福小組，那時沒信

主的先生也願意跟著我參加，先

生原本是非常虔誠的一貫道信

徒，在小組中他感受到弟兄姊妹

家庭的互動及關係，漸漸的改變

與我、孩子的相處模式，小組也

不斷的為他禱告，一年後便受洗

成為基督徒，受洗後的改變更是  

神滿滿的祝福。不管在家裡或教

會，他都是用愛的行動來支持，

原本瀕臨破碎的婚姻，因著認識  

神，翻轉挽回我的婚姻，心中除

了感謝還是感謝。將榮耀讚美歸

與  神。

   在主的帶領中也參與教會的

服事，在2013年有機會加入普世

豐盛宣教中心短宣隊，在主的保

守中克服了從小暈車的體質，在

顛簸的路上身體沒有不適，下

車還能夠有精神、有活力的帶每

一場敬拜讚美。從許多小事中看

見神美好的恩典。因為是探路先

鋒，時常會遇見需要支援的教會

和培靈會，經歷到需要對神話語

有相當的了解，才能夠勝任，看

見余茂洋牧師、師母及薛麗仙老

師可以在短短的一個晚上寫出一

篇講道的文章，一大早兵分三路

到不同教會講道、見證，當時我

不但佩服更是羨慕。記得余牧師

講了一句話:宣教人有三要，「

站著能講道、跪著能禱告、躺著

能睡覺」。使我更覺自己能力不

足，更堅定了念神學院的意志。

想裝備自己得著靈命的供養與成

長，對神學有更多認識，為神做

工，成為建造人的人。只要  神

要用我，我都願意全力以赴。

認識神找到歸屬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 楊淑卿 南區

11/4 七校神學院聯誼於信神

11/10 校友會成立大會

10/30 台南餐會 10/29 高雄餐會

新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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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動態

院長室及拓展處

■南區感恩餐會：10/29及10/30

的感恩餐會，高雄場有110位，

台南場有142位參加，感謝眾教

會及奉獻者和校友們的支持，願

神記念大家的支持與奉獻。

■十週年慶典籌備會：第一次

籌備會已於10/7召開，會中並決

議明年將舉辦十週年logo設計和

校歌徵選；發行特刊；製作紀念

品、T恤及舉辦感恩餐會和系列

特會活動等，2017/1/13將召開第

二次籌備會。

■董事會議：已於11/14假學院召

開，會中通過2017年預算及基金

會設立事宜。

■第三場「輔開思」訓練將定

於2017/1/14舉行。第四場1/21舉

行。

■正道福音神學院校友會成立大

會已於11/10在台中圓滿舉行，目

前第一屆有40位會員加入，歡迎

校友繼續加入正道大家庭。

行政處

■學院目前正在整合2017年度計

畫和預算。

■因應事工的需要，學院新成立

「教牧中心」，發展教牧事工及

舉辦特會。

■人事動態：

a.因出納同工離職，自九月       

起，會計同工林玉秀姊妹轉

任出納，另聘徐玉枝姊妹擔

任會計同工。

b.闕淑麗師母自十月起任教牧

中心副主任暨拓展專員。

c.張碧雲姊妹自十月起加入

本院擔任行政暨培育中心專

員。

d.陳美志姊妹自十月起轉任教

牧中心暨拓展助理。

e.歡迎新同工

徐玉枝

玉枝姊妹從九月中起擔任「

會計」，有多年非營利事業

的會計經驗。

張碧雲

碧雲姊妹十月起擔任「行政

暨培育中心專員」，過去在

行政管理、財務會計和行銷

拓展上有豐富經驗。

教務處

■感謝主，今年九月台灣南區

教育中心(高雄)及澳洲教育中

　經常費
　　全年需要 19,000,000
　　1~10月累積收入 17,071,166
　　1~10月實際支出   13,558,945
　　尚需奉獻    1,928,834
　建校基金

建校總費用 已募建校基金 尚需奉獻

156,041,235 151,970,300 4,070,935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元）

心(雪梨)已開始碩士課程，分

別有7位及13位碩士科新生上

課。

■碩士科寒假密集課開設兩門

課程：1/16-20「婚前輔導與婚姻

協談」由林國亮牧師授課；1/13

、23-25「啟示錄」由吳榮滁牧

師授課。

■教牧博士科2017年冬季開設

兩門課程：1/9-13「婚前輔導

與婚姻協談」由林國亮牧師授

課、1/16-20「啟示錄解經講道」

由吳榮滁牧師授課。

學務處

■今年七校聯誼活動於11月4日

下午在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完

滿結束，與會者約250人。本校

院長和師生同工共有31人出席參

加。在信神細心的安排下，七校

師生一同敬拜神，領用聖餐，分

組討論，參觀校園，瞭解信神的

事工等等。

■秋季有兩次週間崇拜特別為宣

教禱告。一次由本校學務長林彩

雲博士分享及帶領禱告，另一次

由普世豐盛協會總主任徐忠昌牧

師分享該協會的宣教事工。在兩

次的禱告會中，師生同工們一同

跪下為普世宣教禱告福音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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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0871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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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

碩士科(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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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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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碩士科(夜間) 職場碩士科  職場研究證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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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請洽：lessouth@les.edu  電話：07-711-1022
                      www.lestw.net.tw

2016學年北區、南區碩士科春季班招生
報名截止 : 1月9日(一) 

入學考試 : 1月17日(二) 開課日期：2月13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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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