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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注重「靈

命、學識、生活、事奉」的全人培育。

創世記中約瑟展現的美好靈性，成

為當時神所重用祝福許多人 (包括
雅各一家、埃及及其周圍國家 )的
器皿。神學院要培育具有什麼靈性的學生呢？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

將著重約瑟的美好靈性特徵，幫助學院注重培育具有這些美好靈性的

神國僕人，使他們在此世代能為神所用、榮神益人。

約瑟展現忠心順服的生命
1. 約瑟對父親的順服與忠心。
約瑟的哥哥們去示劍牧羊，因先前西緬和利未曾用詭計殺死示劍

人 (創 34章 )，雅各擔心兒子們的安危，打發約瑟去探望哥哥們在示
劍牧羊是否安好 (37:13-14)，未料卻帶來約瑟的危機。約瑟二話不說，
順服父親的差遣並忠心地執行父親交待的任務，去看望哥哥們。約瑟

走了約五十哩到了示劍，雖然哥哥們離開示劍往多坍去，他並未就回

家，而是不畏艱難，獨自長途跋涉，歷經千辛萬苦，又走了十多哩，

終於找到哥哥們。1創世記 37章讓我們看到約瑟對父親的忠心對比哥
哥們對他的狠心。

2. 約瑟對主人的忠心
約瑟被哥哥們賣為奴隸，在埃及主人波提乏的家中辦事忠心，深

得主人賞識與信任。主人任命他為管家，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

裏 (創 39:4, 6)。當主母引誘約瑟與她同寢時，他拒絕主母，保持對
主人的忠心及無虧的良心 (39:7-10)，因主母的誣告，約瑟被下在監
裏 (39:20)。但在監裏神與約瑟同在，約瑟得到司獄的賞識與器重，管

1  鄺炳釗，《創世記 (卷四 )》(香港：天道，1999)，320。一哩約等於 1.60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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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強，乃在乎你對付試探的能力

是否剛強。...甚麼是對青年人最
帶有危險性的試探？就是關乎男

女關係的試探。約瑟在這樣的試

探中得勝了。」4約瑟勝過了色情

關，留給面對性試探的人最佳榜

樣。

約瑟對神不動搖的信心
約瑟經歷哥哥們的忌妒、仇

恨、無情、無視於他的哀求，但

他仍堅持對神的信心。他沒有因

為所受的苦產生性格扭曲和充滿

怨恨。之後，被不明就裡的主人

波提乏下在監裏，在監牢中約瑟

的信心再度受到考驗。但約瑟沒

有自哀自憐或怨天尤人，反而在

監獄中幫助人，且耐心等待有朝

一日冤屈得以洗刷，他接受面臨

的苦難。苦難加深他對神的信靠。

如同約瑟所解的夢一樣，酒

政出監獄，官復原職，但卻不記

念約瑟幫他解夢的恩情，完全忘

了約瑟的請求，未救約瑟出監牢

(創 40:14, 23)。過了兩年法老作
夢，埃及的所有術士和博士無人

能給法老解夢，酒政這才想起約

瑟，向法老推薦約瑟可以幫人解

夢 (41章 )。酒政忘了約瑟，但神
沒有忘記約瑟，為約瑟提供了出

監牢和高升的機會，雖然他在監

獄中多等了兩年，但神使約瑟在

監獄中繼續操練管理的能力，好

讓他在未來能承當管理埃及的重

任。「約瑟的故事表達了年輕人

在信心上面對的最大考驗：敵對

神的快樂主義、大量的誘惑、身

體及心靈強烈的煎熬，以及蕩然

無存的靈命支持系統，…奴隸、

監牢、語言障礙、文化適應―這

份挑戰約瑟的信心清單很長，但

他在面對這些困境時，仍持守忠

心、正直，並委身於神。」5約瑟

一一地勝過這些考驗。

希伯來書十一章中約瑟被列

在信心偉人的行列中，約瑟臨死

前吩咐以色列的子孫將他的骸骨

從埃及搬回迦南地 (見創 50:25)。
由此可知他堅信神的應許。即使

理獄中所有的囚犯。在約瑟手下

的事，司獄一概不察 (39:23)。司
獄信任約瑟的忠心和辦事牢靠。

後來約瑟被法老王任命為埃及宰

相，雖掌控埃及的經濟與政治大

權，但對法老卻是忠心耿耿。他

作事殷勤，被擢升為宰相後，立

即遍行埃及全地 (41:45)，親自監
督糧食的積存，以備接下來的荒

年之需。因著約瑟的忠心辦事，

不單是埃及人，甚至雅各家和其

他外族人可以在荒年中存活，約

瑟功不可沒。

約瑟對神敬畏對罪拒絕
創世記 39章記載約瑟被法

老王的護衛長波提乏買下為奴，

他深得主人的信任，被派管理一

切家務。就在這成功的時刻，試

探卻迎面而來，且來自於主人的

妻。主母向約瑟以目送情，勾引

約瑟與她同寢 (39:6-7) 。約瑟面
對突如其來性的試探，若順從主

母，可能為自己帶來好處，但是

約瑟堅持道德原則，勇敢地拒絕

說：「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

呢？」(39:9)這試探不易抵擋之
處是主母日復ㄧ日來引誘他，造

成約瑟極大的壓力 (39:10)。這試
探另ㄧ厲害處在於千載難逢，屋

裏除了主母與約瑟並無他人在場

(39:11)，不會有別人知道。然而
面臨絕佳的犯罪機會時，約瑟堅

持敬畏神過於懼怕人，不為誘惑

所動，他的防禦在於對神的在乎。

他天天在神面前保持聖潔，活出

敬畏神的生命。當主母拉住他的

衣裳並引誘他與她同寢時，約瑟

將衣裳丟在她手裏，立即逃離試

探現場。「與試探周旋嬉戲，便

是跌倒的先聲。」2 
「性試探在職場裏很活躍，

權力和地位的試探也ㄧ樣。有時

我們能夠抵抗，但通常我們像約

瑟一樣，ㄧ定要逃跑。」3陳終道

牧師說：「ㄧ個基督徒的靈性怎

樣，不是看他會不會辦事、教育

程度如何，乃是看他拒絕試探的

能力如何！ ...你的屬靈生命是弱

約瑟從 30歲任埃及宰相後，又在
埃及活了 80歲 (參見 50:26)，忠
心服事神，直到死時，他仍然保

持對神不變的信心。

約瑟展現 
恩典與饒恕的生命
約瑟成為埃及宰相後，他擁

有報復那些惡待他的人之權柄，

但他並沒有對賣他為奴隸的哥哥

們、害他入獄的波提乏的妻子、

不明就裡將他下獄的主人波提

乏、忘記他的恩情兩年之酒政等

進行任何的報復。對這些不配的

人他給予恩典與饒恕。他給自己

的兩個兒子分別取名為「瑪拿西

(使之忘了的意思 )」和「以法連
(使之昌盛的意思 )」(參 41:51, 
52)。這兩個名字ㄧ方面表達了
約瑟要忘記過去的苦情與別人的

惡毒，不去報復，拒絕讓不公平

的經驗盤據在他心中。另ㄧ方面

他記念在受苦之地神的恩典與祝

福。他經歷神的豐富的愛與幫助，

加上對神敬畏的心，和明白神拯

救其家族的計畫，使得他以寬廣

饒恕的心來對待那些對不起他的

人。

創世記 45章記載約瑟最後被
哥哥猶大感動，情不自禁，終於

與兄弟相認。為何約瑟不懷恨哥

哥們對他的殘酷無情呢？約瑟說：

「…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保全生命。」(45:5) 「這樣看
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

乃是神。」(45:8)神的目的就是
拯救生命。神透過約瑟使埃及人、

雅各家、和鄰國的人在多年的飢

荒中可以存活。約瑟從神計畫的

角度來理解他的遭遇。他的人生

2 孫 德 生 (J. Oswald Sanders)，《 神 的
門生》，周李玉珍譯 (香港：證主，
1994)，43。

3 史蒂文斯，《塵俗靈程》，140-141。
4 陳終道，《聖經中的得勝者》(香港：
宣道，1988)，134-135。

5 賴瑞•福樂 (Larry Fowler) ，《下一個約
瑟》，恩約譯 (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
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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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完成神的召命。他對哥哥們

的饒恕使得和解成為可能。他能

與兄長和好並終於成為全家的拯

救者與供應者 (50:19-21)。

約瑟將榮耀歸給神
當法老王請約瑟幫他解夢

時，約瑟回答說：「這不在乎我，

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

(41:16)約瑟的的回答顯示他將
解夢之功歸於神，他只是神使用

的媒介，透過約瑟神將夢的含意

向法老啟示出來。約瑟幫法老解

夢，並提出解決因應未來荒年之

策後，被法老任命為埃及宰相，

治理埃及全地，此時他才 30歲
(41:43, 46; 45:8)。約瑟年輕就由
階下囚青雲直上，成為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埃及宰相。面對如此

的富貴與高位，約瑟並沒有因此

而驕傲。他為次子取名以法蓮 (就
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因為他說：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41:52)他是一個對神感恩的人，
認為有如此的境遇完全是神的作

為和恩典，使他在異邦能有成

就，貴為宰相，得高升都是神的

恩典。這顯示了約瑟謙卑的美好

靈性。約瑟勝過驕傲的試探，而

能將成就歸功於神，沒有竊取神

的榮耀。

許多人在困苦時會倚靠神，

但飛黃騰達時就認為是自己的奮

鬥和努力。也有許多人在受苦艱

難時就埋怨神。雖然約瑟在十七

歲時夢見兄長向他下拜，但此夢

的實現至少是二十二年後 (41:46, 
52-56; 42:1-6; 45:6)。在這漫長

的二十二年中，我們在約瑟身上

看到在他受苦時，沒有任何一

句對神或對人的怨言，他忍耐等

候，以信心仰望神的拯救，使他

恢復自由之身。他敬畏神拒絕

罪，對那些對不起他的人展現恩

典與饒恕，在成功時他是一位向

神感恩，歸榮耀給神的人。在卑

微時約瑟敬畏神敬虔度日，在尊

貴時他依舊敬畏神敬虔度日。他

的道德與靈性沒有因為富貴而動

搖。我們看見他展現出的美好靈

性。期望神學院透過聖經及其他

課程、生命的榜樣、學院的崇拜

與禱告、與師生同工的互動、教

會的實習…等，幫助培育學生能

親近神，具有上述約瑟的美好靈

命，使他們在這個世代成為神合

用的器皿。

道碩科 / 張元鍵

近幾年，我心中一直想進神學院進修

裝備，以幫助我在傳福音時能更有果效地

把基督信仰說清楚、講明白給身旁的人，

但是因為工作服事的忙碌，又加上這兩年

開刀養病等原因，使我害怕退縮，不敢回

應神的呼召。然而，我禱告：「神啊，若

祢給我機會去讀神學院，我必會把握住。」

感謝主，當我年初去拜訪院長詳談後，院

長遞了份入學申請表請我填，我明白這是

主的意思，就當下填寫完成。我知道自己

還有許多挑戰要去面對，包括家庭生活、

身體恢復和完成課業等等，但我也知道當

我回應主的呼召時，主必會給我和我們家

夠用的恩典，使我完成學業，能為主做更

多的事並且完成主託付給我們家的使命。

如今，我是位神學生，要學習新的生活

方式、新的神

學知識等，這

樣的轉化不容

易，但我相信

這是神給我們

家的祝福。

道碩科 / 林彥宏 ( 南區教育中心 )
直到前年年底，我才越來越清

楚知道主耶穌要我進入神學院裝

備，但還不知道要去哪間神學院，

就找了幾間神學院和教會牧師的建

議，再加上和妻子的同心禱告，又

看到正道神學院的信仰告白第九

條，令我完全認同：「唯獨上帝才

是我們良心的主宰，信徒在信仰與

行為上，得以超脫一切違反聖經或

聖經以外人為的增添誡命。」最後就選擇了正道神學院。

於是我帶著戰戰兢兢的心進到學院，這主要原因是，

擔心自己的學習能力是否能夠學得好。但實際上在學校裡，

無論是滿香牧師、美志傳道和所接觸的師長、學長姊，都

讓我感到滿滿的溫暖，他們個個都是很會鼓勵人的大師。

開學第一堂課上雅慧老師的「四福音與使徒行傳」，

她說她每天都會在固定的時間，輪流的個別為學生的狀況

和有良好的學習禱告，因此她要我們把自我介紹、代禱事

項和教會服事事項傳給她，她好知道如何為我們禱告。這

讓我倍感溫馨。

在某一天的週六下午參加教會的英文讀經班，輪到我

讀以下這句：「Don't never be afraid or discouraged!」永遠
不要害怕不要沮喪！（書 1：9）當下覺得主透過這經文跟
我說話，消除了我內心的焦慮不安。感謝讚美主。

新生入學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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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盛教會 / 程月鈔

3/8今天我邀請了我孫子同學的爸爸，
大概 50歲左右，開一間大型的家庭五金的
雜貨商店。我也邀請我的永恆福音的同學

與我一同前往。老闆很配合我們，聖經都

是他唸的，我們有預備聖經給他，第一課

講到創造的神，我們按照課本的指示唸，

感謝神，他真的有在傾聽，不是用敷衍我

們的態度。問他問題，他也認真回答。

我之前有跟他接觸談信仰，當我跟他說耶穌愛你，他也會開玩笑回

答我 :我也愛耶穌，儘管市場人來人往，他都不會害羞。我知道他這次
是給我面子，給我時間。因為我之前星期日主日結束，都會去他店裡跟

他聊天，我認為友誼佈道非常重要，至少他知道我是信耶穌的。我很感

謝主藉著創造的課程，我第一次正式的進入信仰的話題，我也很感動。

我要感謝我的同伴，他們是很有力的隊友，我今天少帶了一些資料，但

他們都會馬上補齊，我們彼此壯膽，也感動非常喜樂。本來很害怕被打

槍 (被拒絕 )，但三個一起壯膽，即使被打槍也不害怕了 !因為他是做生
意的，我會再找時間跟他談下一次的課，我知道他一定會說好，請繼續

為我們禱告。我也要鼓勵大家，不要考慮太多，真的按照老師上課的內

容，一步一步的講，聖靈會與傳福音的人同在。

 西盛教會 / 溫王和美

首先我要感謝主，我以前是一個調劑處方的藥師，

不需要太多跟人有互動，加上原本個性不擅與人交際

聊天，平常只待在家，信主後，多了上教會而已。因

此與人接觸，傳福音，是我很大的軟弱與挑戰。但我

想主已經為我預備道路來學習永恆福音的課，我也深

信主會剛強我的心。

當我看見與我同教會一起上課的同學已經開始積極的行動，我就在

一天晚上打電話給他們，邀請他們與我搭檔，彼此可以壯膽。

三月九號當天，我們三人相約一起到離家很遠的榮總醫院附近的麥

當勞店去，跟事先邀約的三位慕道朋友見面，來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的

家人在醫院病重，我也認為這是很好的機會。這三個朋友準時抵達後，

我們彼此介紹認識並共享午餐後，就開始進入實際操練傳福音的課程，

過程當中，他們很專心地聽課，更看見他們有一顆喜悅的心，接受上課

的內容。

上完課之後，我們也反問他們，今天你們認識的這位神，給你印象

最深刻的，是怎樣的一位神呢？三個人都回答得很好：是創造世界的神、

是有計畫有秩序有智慧的神、是永恆美好的全能神。

上課時討論到，當你們三個人覺得空虛的時候，你們如何處理？

其中一位說：打麻將來消遣，但事後還是不快樂。另一位也說他平

時常覺煩躁，不能釋懷，很多事放不下。還有一位說：他每天顧店很忙，

幫助先生的事業，店裡的事都是他在操作。我們希望他可以星期天來教

會享受安息。之後我們也約好，下次要講其他的內容，讓他們更認識信

仰。

我希望可以帶領他們三位來到教會得到神的救恩。感謝主，讓我們

有機會來向他們傳福音，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日本教育中心 / 範洪毅

感謝主以及臺灣正道福音神學

院，不僅使我能夠在海外（日本）

接受最完備的神學裝備，更有機會

在院訊中與大家分享學習心得。

我來到日本留學後大學四年級

信主，心中受感動獻身全職服侍。

恰好看到正道神學院日本教育中心

的海報，經過了 2年的預備，終於
從今年 2022年開始，蒙神帶領機
緣巧合下接受培育中心課程。

「永恒的福音」是在培訓中心

接受的第一門課程，雖然是一門教

導如何傳福音的課程，可是從一開

始老師李少鳳牧師就帶領我們重新

認識福音，重新堅固自身的信仰。

全部課程從未離開耶穌基督為我們

死，三天後從死裏復活的福音。我

承認自己屬於比較年輕的基督徒，

有時仍然會軟弱，這門課程首先幫

助我再一次確認了自己的身份，更

加鼓勵了我勇敢的站出來為主作見

證。

其實在沒上課之前，我也時常

與教會的牧師同工們上街頭發單張

傳福音等做一些宣教事工。上完這

門課程後透過永恒的福音這本書，

更加系統性的學習到了如何更有果

效的領人信主。把福音講的完整充

實，將生命傳遞給眾人。正如老師

一直在課堂上所提醒 --人不是永
生就是永死。再次深刻感到真是要

快快加緊腳步，將福音傳給上帝所

托付給我們的人們。

感謝主，願更多弟兄姐妹來到

正道接受裝備，成為合神心意的時

代工人。

永恆的福音個人佈道訓練 學員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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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跟著教會推動的裝備課程，首先

報名了永恆福音的談道訓練。課程中收穫豐富，

我深深感覺到神藉著傳福音的工作，開闊我的眼

界，讓我明白祂掌管一切。

我在醫院工作，需要輪三班，記得第一次上

課的時候，我剛值夜班結束，睡眼惺忪的到教會

跟大家一起上課，但我一點都不疲倦，想到自己

可以裝備學習，心中充滿熱情。課後我照常邀請

宿舍的年輕人到教會來，期待他們有機會能夠信

耶穌。

這當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讓我心驚膽跳。

我邀請的新朋友，在聚完會後我和她一起回到宿

舍，她下車後我去機車棚停車，沒想到一回來，

發現她摔倒在地上，頭上鮮血直流，直接被送到

急診處，原來是他被水溝蓋

絆倒。事發後我的心七上八

下，第一時間不知道怎麼

跟她的家人交代，也怕被責

怪，另一方面她傳統信仰的

背景，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是

因為上教會帶來的不幸。但

我心裡就是仰望主、禱告

主。沒想到過幾天之後，她的母親帶她回宿舍，

一點都沒有責怪我，反而謝謝我平日照顧她的女

兒，這個年輕人也跟我說，聚會當天唱的詩歌讓

她受感動，她會繼續跟我去教會聚會。將一切榮

耀歸給愛我們的主，祂實在是信實可靠的。

西盛教會 / 陳玉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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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會長：張啟宇弟兄，己於 
5月 4日崇拜後辦理新舊會
長交接。

2. 正道全修生 2021春季獎學
金申請終止，共有六位全修

生提出申請經審核後給予勉

勵。

門徒培育中心
1. 門徒培育中心於 4/16下午

2-4點舉行「科學理智與信
仰講座」，由蔡宗國老師主

講。會中，有近 180 位學員
(包括慕道友 )以視訊或實體
方式報名參加，感謝聖靈的

工作、引領、和更新！

2.  門徒培育中心 4-11月的進行
課程分別有：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2022秋季碩士科招生說明
會：5/21線上、6/11實體加
線上舉行。

2. 為設校 15週年，將於 9/17
舉辦十五週年感恩禮拜及相

關慶祝活動，主題為：正道

十五，與神共伍。第一場感

恩餐會於 11/11(五 )18:00於
新北新莊「新濠食府會館」

舉辦。    

3. 台灣正道 15週年慶卓越教牧
論壇主題為「職場與教會」；

講員： 
卓越靈命（白崇亮老師）、

卓越牧養（鍾興政牧師）、

卓越領導（佘日新老師）、

卓越講道（陳敏欽牧師），

時間：台北場 7月 25日（新
莊頤品飯店）、高雄場 11月
21日（高雄富苑餐廳）。

教務處
1. 5/9~11正道神學體驗日。

2. 暑期課程：

 碩士科：全人醫治、創世紀、
啟示錄、從聖經學習養育孩

童的秘訣。

 教牧博士科：全人醫治與心
靈重整、創世紀釋經講道、

啟示錄釋經講道。

3. 新任教務助理張彩虹姊妹於
4月 6日到任。

4. 教牧博士科第七屆暨碩士
科第十四屆畢業典禮於

6/18(六 )14:30線上舉行，需
事先報名。

學務處
1. 新學期學生會選舉於 3月 23
日選出新同工，3 月 30 日
選出新會長：蔡佳玫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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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萬元 )

2022 年目標 截至 4月 30日止 百分比

發
展
基
金

師資培育基金 300 萬 300 萬 100%

長程拓展基金 200 萬 0萬 0%

經常費	 2,700 萬 766 萬 28.37％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1,934 萬 　 71.63％

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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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advancement-tw@les.edu 葉傳道

 • 師母學 (張李少鳳師母 ) 
4/16

 • 神學導論 (王文基牧師 ) 
6/20 

 • 從聖經學習教養孩童的秘
訣 (羅玉霞老師 ) 6/27

 • 舊約導論 (莊祖儀醫師 ) 
7/2

 • 全人醫治 (劉富理牧師 ) 
10/31 

 • 自我認識與成長 (王仁美
老師 ) 11月中

門徒培育中心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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