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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新約助理教授暨助理教務長／曾思機老師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向來注重「靈命、學識、事奉、生活」上

的操練。本文將會從希伯來書 10 章 19 至 25 節（新漢語譯本）來

思考師生同工們在「生活」這方面的鍛鍊。

過“家居生活”
因為「律法只是將來美事的影子，不是那些事物的真像」( 來

10:1)，神就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開創了一條「進入至聖所」的新

路，讓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神的施恩座前 ( 來 4:16)。這條新

路是“血路”，因它是藉著基督釘十架流寶血所開拓出來的 ( 來

10:19)；這條新路也是“活路”，因它「有功效」及「引到生命」( 來

10:20)。1  這新路不單讓信徒得以藉著基督親近神，也藉基督組成

神的家；作者所說的家不是富麗堂皇的所羅門聖殿，而是教會群體。

使徒保羅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提前3:15)，信徒既是“家

人”，教會生活就是“家居生活”。初世紀的聚會皆在信徒的家舉

行，是名符其實的“家居生活”，作者用“家”來形容教會可說是

非常貼切。

順服家主的權柄
基督如今以偉大祭司的身份來管理「神的家」( 來 10:21)；在

希臘文聖經，作者用的是一個介詞，英譯為 over the house of God，

意思是基督在神的家有權柄（power or authority）；中譯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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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或許要用較長的時間，但只

要堅持就一定會衝線的。我也

鼓勵大家 � 套用許多年前一部

新加坡電影的名字 �「跑吧！孩

子」。

操練固定聚會
第三，信徒不可放棄聚會

( 來 10:25)；固定的教會生活讓

信徒得以操練「彼此關顧，好激

發大家相愛、行善」( 來 10:24)

及「彼此勸勉」( 來 10:25)。同

樣的，老師和同學萬萬不可停

止聚會；聽說某位在神學界很

有名的教授表示，他已經不需

要教會生活了，對此我感到遺

憾，要知道神學院生活不是也

不能取代教會生活。相反，神

學教育和學院生活是幫助神學

生，實踐合乎聖經教導的教會

生活。因此，即便神學生在該

學期沒有教會實習，週末也應

當到教會與眾聖徒一起聚會，

要知道一根木材很快就燃盡了，

只有當許多根木材在一起才會

燒得更久，而且燒得更猛；同

樣的，信徒們聚在一起時會激

發愛的火花，發展出愛神愛人

的“森林大火”。

因此，正道的師生同工們，

讓我們繼續順服家主的吩咐，

操練靈修生活，培養堅持忍耐

的品格，並且常常聚會，與聖

徒在一起。

（來 10:22）；神既然已經潔淨

了我們的心思意念和身體，我

們就應當帶著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的面前。信徒要在每日個人

靈修中透過讀經和禱告來親近

神，神學生更是要如此。其實

神學教育本身就具備“靈修”

的作用，從 1998 年開始上神學

課程至今，上課、作業和閱讀

已經成為我個人“靈修生活”

的一部分，多年來藉著在原文

聖經上不斷專研學習，我感到

自己的靈命也在成長。我發現

靈命的進深就像開採油田，需

要往深處鑽研，若存敬虔認真

的態度及使用合宜的方法，聖

經和神學研究就成為我們靈命

進深的鑽油機。 

操練堅持忍耐
第二，信徒要堅持所宣認

的盼望 ( 來 10:23)，這是操練我

們忍耐的功課。這盼望可能是

指 34 節的「更美好而有長存的

家業」( 環球新譯本 )；應許我

們的神既是信實的，當我們忍

耐完成神的旨意時，就可以得

到所應許的 ( 來 10:36)。台灣的

信仰環境雖不至於是逼迫患難

( 來 10:32-34)，但生活中的困難

也不斷挑戰我們堅持的功夫；

神學生的生活也同樣充滿挑戰，

甚至更甚，在面對家庭、工作、

經濟、實習、課業上的壓力時，

神學生更是需要堅持忍耐。我

和師母因為是帶職讀神學的緣

故，完成道碩（本人）及研碩

（師母）也花了八、九年；期間，

我們彼此勉勵，曉得在場上賽

或「治理」，強調基督有治理

教會的權柄。我在美國牧會期

間，約有四年時間參與密穌里州

美南浸信聯會（Missouri Baptist 

Convention）的植堂，每年我

和師母都有機會在訓練營裡認

識許多植堂傳道人。他們所建

立的教會有些是很有“文化特

色”的，比較有印象的是牛仔

（cowboys）教會、哈雷重機騎

士（Harley Davidson） 教 會、

搖滾樂愛好者教會，及北美基

督徒較為陌生的家教會（house 

church），他們有不同的“教

堂”。牛仔和哈雷騎士的“教

堂”是野外大自然、搖滾者的

是酒吧（bar）、家教會的是公

寓或豪宅，儘管這些人在不同

的“教堂”裡聚會，他們皆組

成神的家，有基督管理他們。 

雖然跟這些人只算一面之緣，

但當下那刻在同一屋簷下與這

些牛仔穿著，或一身皮革、雙

臂紋身，肚腩大到可以當咖啡

桌用的哈雷大漢一同敬拜和團

契時，我和師母體驗到另一番

風味的“家居生活”。想到這

點，我就感受到我們的這大祭

司真是偉大，他使這許多不同

的人成為屬靈家人，都順服在

他的權柄下，過與世不同的“家

居生活”。

現從希伯來書 10 章 22 至

25 節說明在神家有三方面的操

練。 

操練靈修生活	
第一，我們要操練每天懷

著真誠和堅定的信心來朝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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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共同參與。

大會邀請北美華人基督教

育大會主席蘇文隆牧師，以及

台北真道教會張秉聰顧問牧師

以大會主題「聖經、信仰、生

活」分享主題信息，以及邀請

來自不同宗派、不同主題講員

分享，分別是王文基牧師、吳

光照牧師、延玲珍老師、林彩

雲教授、馬康偉牧師、張見宇

《ABC 北美華人基督教育

大會》(Access Bible Convention) 

至今耕耘十年，期間曾在洛杉

磯、巴西與聖荷西等地舉行，

效果卓越。今年鑒於十年來的

收穫與成果，首次在台灣舉辦。

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於 10 月

28 日在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盛

大舉行，豐盛的屬靈饗宴吸引

近 200 多位牧長、同工以及神

牧師、張怡玫主任、張昱國牧

師、郭貞蘭老師、陳季讓牧師、

陳忠儀牧師、陳敏欽牧師、曾

思機牧師、鍾惠敏牧師共 14 位

講員 ( 依筆畫排序 ) 。這群牧長

為了台灣的基督徒教育，共同

願意獻上一己之力，為參加學

員帶來不同的神學視野。

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全體講員合照

本院學生也共同參與協助 教育大會現場

教育大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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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感恩與回顧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Foccus 輔開思

5 月

洛杉磯感恩餐會

6 月

台北感恩餐會

正道卓越教牧論壇

7 月

中國感恩餐會

9 月

新竹醫治感恩餐會

10 月

雪梨感恩餐會

台東拓展餐會

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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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十年已過，台灣正道在眾人的支持下茁壯成長。從中壢、關渡到新莊，硬體上已有屬於

自己的院址。去年成立「台灣南區」與「澳洲」兩地教育中心，今年更設立了「紐西蘭教育中心」與「日

本教育中心」。

為了感謝大家對台灣正道的關懷與支持，以及進一步了解學院未來的展望，去年慶祝設立十週年，

在各地舉辦十場感恩餐會，以及「Foccus 輔開思」、「教牧論壇」與「台灣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每場皆得到熱烈回響。

感謝神！在今年賜下豐富

恩典與出人意外的平安。自從我

們從主領受一個異象、一個負

擔，設立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參與培育福音工人、搶救靈魂、

設立教會、造就門徒、擴展國

度，我們真是經歷到神施恩的

手，一步步的帶領直到今天。

一個禱告「持守異象—積極培育工人，回應神國使命」



頂樓景致

週三禱告會

 良牧村民聚餐

運動時光

良牧廚房

11 月

11 月

奧克蘭感恩餐會

高雄感恩餐會

台南感恩餐會

台中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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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牧之家生活花絮	
良牧之家，有教師家庭宿舍及學生宿舍，二樓有廚房、餐廳、交

誼廳及桌球室，樓頂有空中花園，籃球羽球場及 BBQ，遠眺觀音山、

淡水、八里，美麗的景觀盡收眼底，這就是上帝為我們台灣正道福音

神學院預備的佳美之地。

唯願「正道」能持守那從

天上來的異象，更加積極的培

育神國工人，參與推廣主所下

達的大使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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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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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牧之家住宿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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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學碩士科 /翁秉弘

因為我的家鄉在三重，原先沒有住宿舍的打算，但因著牧師的

鼓勵之下決定選擇入住良牧之家。一段時間之後，深感能住進良牧

之家是何其幸運，一是因為離學校近，上下課方便，身體疲憊時更

有感受；二是能夠與同學一起生活，不論是討論功課、運動、煮飯，

彼此更能充分地交流；三是良牧之家有同住的老師與長輩，不只在

學術上指導，還能向他們學習待人處事、生活技巧。透過與室友的

朝夕相處磨練品格、學習彼此的優點，相信必定會成為未來事奉路

上的好夥伴。

道學碩士科 /李克成

今年九月起，我來新莊的正道福音神學院，攻讀道學碩士班，

很慶幸學院備有宿舍「良牧之家」。我每週就有三天住在這裏，很

高興能跟這麼多良牧之家的家人朝夕相處，有熱情款待的、有噓寒

問暖的、有諄諄教誨的，一下子多了這麼多的屬靈朋友，心中感受

到溫暖與感恩，當然更要感謝提供這個場所的奉獻者，求主記念。

還有堪稱是良牧之家的靈魂人物 - 阿香師母，舉凡飲食生活細節，

每位良牧之家家人她都關心；以及每週三晚上的禱告會，家人彼此

交通代禱，實在珍貴又難得。感謝主，因著良牧之家的家人們，讓

我更加有信心，迎接未來三年學院各種的學習與挑戰。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 /郭貞吟

在學院的宿舍「良牧之家」

已經住了將近一年，從不熟悉周

遭的環境，到現在越來越喜愛，

不僅溫馨便利，也很有家的感

覺。良牧之家不像一般的學生

宿舍，這裡不僅有神學院的學

生，還有學院的老師及同工們，

有時還能遇見短期入住的宣教

士及海外來的學生們，所以在

這裡有很好的交流及分享。

每週三晚上是良牧之家的

禱告會，我們在宿舍一起敬拜

神，並為彼此的需要感恩、代

求。每週二傍晚是我們的運動

聚會，有桌球、籃球等活動。

每週不定期還有師母們所預備

的愛心餐點，特別是對我們一

群單身、經常外食的住宿者，

這真是最大的福利喔！

住在良牧之家是神的恩典，

提供了神學生一處便利，且身

心靈皆得餵養的住處，也常有

機會與老師及同學們交流分享，

在知識與生命的學習上多有益

處，真正是名符其實的「良牧

之家」呀！



2017 年財報 金   額 2018 年目標   金   額

長程拓展基金 $3,000,000 師資培育基金 $2,000,000

1-12 月經常費收入 $17,406,000 長程拓展基金 $3,000,000

1-12 月經常費支出 $17,704,000 經常費 $22,000,000

經常費尚有不足 ($-298,000) 2018 年全年需要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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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12/20 聖誕活動，全校師生配合

美門正道及新莊台福教會到學

院及輔大附近報佳音，並一同

享用聖誕餐及交換禮物，活動

中充滿歡笑及祝福。

8. 2017 年秋季課程已結束，2018
年開學禮拜將於於 3/7 舉行。

培育中心
1. 培育中心 2017 年度冬季班請沈

郭華傳道在院本部於 1/22~2/12
連續四個星期一開「牧會用的

電腦技巧」課程，藉此服務傳

道人，善用電腦資源，於服事

上更省力。

2. 培育中心 2017 年度春季班於院

本部、桃園區及台中、高雄擬

開 16 個課程，除了信徒培育課

程之外，也有些課程是合適傳

道人在職進修之用。培育中心

的宗旨在配合教會，裝備信徒，

合乎主用，希望教會善用正道

培育中心，讓我們成為您牧會、

服事的好伙伴。

行政處
1. 感謝神，2017 年神豐富的供應

我們的需要。2018 年的預算為

2700 萬元，我們繼續需要仰望

神的供應。敬請各位愛護台灣

正道神學院的弟兄姊妹一起為

我們的需要禱告，並用財務支

持我們。

6. 歡迎弟兄姊妹贈送神學書籍，

幫助學院提供紐西蘭、澳洲和

日本地區學生學習的參考資料，

使他們的學習更加豐富。贈書

請聯繫圖書館同工正易弟兄 ( 電
話：02-2902-3561，分機 27)。

學務處
感謝神，2017 年第四季一連串活動

如下 :
1. 11/10 七所神學院校聯誼活動於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順利完成，

各校師生們有美好的連結。

2. 2017 秋季學期由學務長帶領學

生到台北台福、台北真道教會、

江子翠行道會、新生命教會及

淡江教會等，進行觀摩見習，

已於 11/19 順利完成，獻上感

恩。

3. 11/22 舉行感恩節活動，讓董事

及全院師生們渡過一個溫馨又

歡樂的感恩節，一同數算上帝

的恩典。

4. 12/6 全院崇拜邀請國際主僕協

會的韓偉炫牧師分享『完成那

未盡之業』，使師生們相當激

勵，願主引領我們完成那未盡

之業。

5. 12/6舉行職碩最後一次晚崇拜，

聚會前一同享用晚餐，有美好

的交通。

6. 本學期安排 6 位學生的畢業講

道已順利完成，由陳敏欽院長、

林彩雲老師及曾思機老師講評，

願神引領畢業生未來的路。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感謝神為慶祝設立十週年所舉

行的十場感恩餐會， 11/5 紐西

蘭、11/25 高 雄、11/26 台 南、

11/27 台中，已順利舉辦，感謝

眾弟兄姊妹參與及支持。

2. 「正道麻吉」為幫助更多教會

認識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以

及詳細了解優勢與獨特性。積

極徵選對台灣正道有負擔、渴

慕真理，願意受益於本院優質

課程的弟兄姊妹成為 「正道麻

吉」。正道麻吉將享有信徒培育

課程六折優惠，需由牧者推薦。

詳情請洽：02-2902-3561#12 王
姊妹

教務處
1. 一月份教牧博士科順利完成冬

季的兩門課程，夏季將開兩門

課程：7/2-6「聖經中的家庭觀」

由林國亮牧師授課；7/9-13「家

庭危機的剖析與因應策略」由

葉高芳牧師授課。教牧博士科

夏季新生報名截止日為 4/13 日，

歡迎教會牧者前來進修。 
2. 碩士科的秋季與一月份寒假密

集課程已順利結束，2/1-2 為春

季招生入學考。春季學期將於

3/1 日開始上課。春季與暑假密

集課，新莊校區日間將開 18 門

課，職場碩士科開 4 門課，南

區教育中心開 5 門課。

3. 澳洲教育中心：1/15-25「靈命

塑造與操練」由劉富理牧師授

課；「自我認識與成長」由王

仁美老師授課。4/9-20「釋經學」

和「教會與末世」由黃永森牧

師授課。

4. 日本教育中心：1/15-19「摩西

五經」由林彩雲老師前往授課。

5. 紐西蘭教育中心：4/9-20 教牧博

士科「人才培育與教會增長」，

碩士科「教會建造與行政管理」

和「基督教教育概論」由蘇文

隆牧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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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牧博士	夏季班招生
本院與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互為姊妹學校，具有「亞洲神學
協會」（ATA）認證，注重靈命、學識、事奉、生活之操練。

正道麻吉
Match

徵
活動內容:  誠徵貴教會一位熱誠的兄姊

徵選資格: 1. 願意對於神學教育熱誠推廣，看見他人成長

                2. 願意盡心為本院做推廣工作

工作內容: 1. 協助本院拓展處推廣、傳遞之資訊，傳達於教會信徒

                2. 協助反映教會信徒渴慕學習之課程

獎勵辦法: 1. 參加正道神學院在北、中、南區，舉行之信徒培育課程(LTI)，

                 『一律六折收費』

                2. 不定期贈送神學院出版之刊物或小禮物

加入方法:  請填寫申請單(務必貴教會牧者、或主責同工推薦) (表格如附)

詳情請洽: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拓展處 王姊妹 (02)2902-3561 分機 12

報名截止：4 月 13 日 ( 五 )
入學報名請洽：(02)2902-3561#10 acdemic-tw@les.edu 王姊妹

2018 年 3~6 月培育中心課程 裝備自己 合乎主用

新莊院本部課程（上課地點：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49-3 號 10 樓）

台中地區課程（上課地點：《愛家台福基督教會》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 237 號 9F-1）

桃園地區課程（上課地點：《中華差傳》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 110 號 15 樓）

高雄地區課程（上課地點不同）

課程名稱（學分）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教會與末世（2） 3/1~5/17 週四
（4/3, 5/4 不上課） 李建儒牧師

哥林多前後書（3） 3/7~6/20 週三 張昱國牧師

舊約綜覽（3） 3/7~6/20 週三 黃和美宣教士

教會的人力資源管理（2） 4/2~6/4 週一 林琪雪傳道

後現代青年事工（2） 4/10~5/10 週二、四 魏健行牧師

課程名稱（學分）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敬拜與讚美（2） 3/8~5/17 週四
（4/5 不上課） 郭貞蘭老師

關懷與探訪（2） 3/9~5/18 週五
（4/6 不上課） 黃淑美牧師

新約綜覽（2） 3/13~5/22 週二
（3/27 不上課） 黃朝哲牧師

課程名稱（學分）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

舊約綜覽（2） 4/9~6/11 週一 陳雅慧傳道 新園台福基督教會
高雄市路竹區新生路 34 巷 35-2 號

後現代的教會牧養與
傳福音（2） 4/10~6/12 週二 李夢琴牧師 火車頭教會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 50 之 1 號

基督徒關輔事工（2） 5/12, 19, 26, 6/2
週六 9:20~17:05 劉仁欽牧師 新高台福基督教會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8 號 3 樓之一

課程名稱（學分） 上課時間 授課教師

靈命塑造與操練（2） 3/1~5/10 週四
（4/5 不上課） 屠德銘牧師

好管家、管好家 ~
服事能力再提昇（2）

3/1~5/10 週四
（4/5 不上課） 陳忠儀牧師

簡易系統神學（2） 3/6~5/8 週二 馬康偉牧師

向外勞傳福音（2） 3/6~5/8 週二 張仁愛傳道

婚姻與家庭（2） 3/21~5/30 週三 劉仁欽牧師

上課時間：均為晚上 7：00~9：40，除非另有說明
上課費用：修學分，每學分 $1,700    不修學分（旁聽），每學分 $1,000
優　　惠：● 傳道人、全時間大學生、正道碩博士生及校友，八折優惠
       　　   ● 同教會五人以上同時報名九折（折扣不能同時使用）
報名截止日：開課前 10 天
報名專線：02-2902-3561 轉 34 蔡姊妹 Email: lti-tw@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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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國亮 - 聖經中的家庭觀 (4 學分 )

 (2018 年 7 月 2-6 日  週一 ~ 週五 9:20-15:40)

葉高芳 - 家庭危機的剖析與因應策略  (4 學分 ) 

 ( 2018 年 7 月 9-13 日  週一 ~ 週五 9:20-15:4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