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兄姐們：平安！

欣逢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創校 15週年，
請容我也藉此一角走筆為文，獻上心中的感

恩！

15年來歷經三位院長：劉富理牧師、
林國亮牧師和陳敏欽牧師；兩位執行長：詹

正義牧師、呂紹昌牧師，秉持學院「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的異象，經營學院；傳承「跪下能禱告、站起能講道、出去能宣教」

的使命，栽培工人。

2015年暑假，學院搬遷到新莊現址，以「深耕新北、立足台灣、
放眼華人世界」為現階段的目標。

為了「深耕新北」，我們舉辦年度的「ABC教育大會」。期待透
過教導聖經、講論神學、裝備信徒、建造教會來幫助地方堂會，和地

方教會連結，建立彼此更深的關係。每年大會以系統神學的九大論述

作為主題：聖經論、神論、人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成聖論、

教會論、末世論，九年循環一次。

為了「立足台灣」，我們舉辦年度的「卓越正道教牧論壇」。期

待透過邀請學經歷豐富、洞察力敏銳的時代教牧領導同工，就「靈命

塑造」、「講道與教導」、「牧養與關懷」、「僕人領袖與執行力」

四個牧養教會所需具備的面向，邀請全台教牧同工來參加，成為他們

每年的在職進修，更深入地裝備，以期迎接快速變化的教會變遷，跟

上時代的牧會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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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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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放眼華人世界」，我

們在世界各地有需要裝備華人傳

道同工的地方，設立「海外神學

教育中心」。教會的建立和拓殖

都需要傳道同工，最直接和有效

的方式就是在當地裝備造就傳道

工人，以應付傳道人接棒和教會

植堂的需要。目前已經設立的海

外教學中心包括：紐西蘭的奧克

蘭、澳洲的雪梨、日本的東京、

創啟地區、和即將設立的東馬沙

巴。

展望未來，台灣正道將繼續

和台灣各神學院一起承擔責任：

裝備合神心意的時代工人，參與

教會牧養、普世宣教、基督教機

構和神學教育的事奉。

我們將繼續秉持過去的傳

承，使每一位神所呼召帶領來到

學院的學生，畢業之前，在靈命

的塑造、講道與教導、牧養與關

懷、僕人領袖與執行力四方面的

裝備，都能夠預備好，得以在神

所差遣前去的服事工埸，能帶領

教會，並且活出見證。

詹姆·柯林斯 (Jim Collins）
在所寫的「從 A到 A +」（From 
good to great)這本書中提到 : 「好
還不夠好，好是卓越的敵人」

（Good is not good enough, 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期待這是台灣
正道的座右銘：「卓越、專注」。

不只是把一件事情做好，乃是每

一件事情都可以更深入，可以進

入卓越。

為此，放眼未來，我們要繼

續「深耕新北」。期盼 ABC教育
大會不只是台灣正道的 ABC大
會，邀請地方教會成為夥伴，使

ABC大會也是夥伴教會的年度
ABC大會。資源整合，益處共享；
唇齒相依，營造雙贏。

我們要繼續「立足台灣」。

期盼卓越教牧論壇不只是邀請本

地的卓越教牧同工擔任講員，可

以跨越國界，邀請神在現今世界

中所使用的僕人使女：滿有聖潔

見證、專精聖經神學、敏感時代

脈搏、洞見教會真理，使聚會更

具國度觀、世界觀。

我們也要繼續「放眼華人世

界」。期盼海外教學中心可以更

深入的經營：從點到線到面的連

結、師資的擴充、神學碩士班的

增設、遠距教學功能的加強、實

習教育的補足、神學院校彼此之

間的合作、經歷申請跨國海外交

流遊學，使教學中心功能更紮實，

學生更具國際觀。

師資方面的擴充，我們期待

增聘新約、舊約、系統神學和實

踐神學的老師。經費方面的籌設，

我們期待開始台灣正道基金會的

設置，使學院在經濟上面的需求

有較為長遠的計劃。

雖然世界局勢千變萬化，然

而主道永存；神學教育，責無旁

貸。我們已經學會從永恆來看今

日，因為我主耶穌基督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神的目的，意在教會；神學

教育，責無旁貸；

裝備神僕，建立教會；廣傳

福音，直到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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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台語福音教會（今
日的台福基督教會）在美國洛

杉磯成立，在教會領受「為主圖

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的宣

教、植堂異象中，一間間教會

成立，由於工人缺乏，因此於

總會就在 1989年創設神學院，
裝備造就傳道人來植堂、宣教。

也就是在台福教會設立 19年以
後，設立神學院訓練工人。

1997年，神為我們開故鄉
福音的門，我們就回到台灣植

堂、宣教。台福總會在 2005年
定下 2015-100/10000台灣植堂、
宣教目標。就是因為這一個願

景，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就積

極策劃訓練工人來配合在台灣

的植堂。

2006年美國正道福音神學
院和中原大學連結為姊妹學校，

因此於 2007年，就在大學旁邊，
租借地方設立台灣正道福音神

學院，開始招生，正式上課。

感謝主，我們緊接在台灣植堂

10年後，設立神學院，積極栽
培國度工人來牧養分植的教會，

讓我們向神獻上感恩敬拜。

在中壢租借的地方到期前，

主施恩的手在我們身上，使我

們的同工在無意間和關渡基督

書院的負責人聯絡上。經過溝

通之後，他們發現我們回到台

灣設校的宗旨，是為了培育神

國工人，參與帶領骨肉之親歸

主的異象，這和他們在台灣設

校的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因

此，他們誠心讓我們租借一些

建築物。

2010年，我們就搬遷至基
督書院美麗的校園中，使我們

有了一切基本的硬體設備：教

堂、禱告室、教室、辦公室、

教職員及學生宿舍。我們向神

獻上感恩敬拜。

2015年，聖靈的感動，在
董事會的帶領，以及所有負擔

培育國度工人的弟兄姐妹同心

的擺上，我們購買新莊的現址，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49-3號
10F，成為我們的校址，真是座
落在佳美之處，這裡有足夠大

的空間，讓我可以繼續的成長。

感謝主，神又帶領我們擴展神

學院，有台灣南區教育中心，

日本教育中心、澳洲教育中心、

紐西蘭教育中心、創啟地區教

育中心，我們真是要向神獻上

我們的感恩及敬拜。

在這學院設立 15年的時
刻，讓我們向神獻上我們誠心

的敬拜。其實，台灣正道福音

神學院的設立，不只是服事台

福教會，更是與台灣眾神學院

一起培育福音工人。

唯願在前面的年日，台灣

正道福音神學院，能持守「為

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

的精神，繼續的培育國度工人，

搶救靈魂、造就門徒、建立教

會，擴展神的國度，完成神在

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在祂國

度裡的託付。

願一切頌讚、尊貴、榮耀

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羔羊，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

設校 15周年，讓我們向神獻上感恩敬拜！
榮譽院長 劉富理 牧師

正道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前瞻  李南山 董事長

 一步又一步，這是恩典之
路，祢愛祢手將台灣正道神學

院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這

是盼望之路，祢愛祢手牽引台

灣正道神學院走這造就神僕之

路。

一幌十五年過去了！台灣

正道神學院於 2007年 11月在
中壢中原大學後面的二層樓房

舉行創校禮拜。由劉富理院長

率同幾位有相同理念的教授開

始招生培育神僕。漸漸地，神

感動更多的人來就讀，原來的

地方就不夠用了。遂於 2010年
3月遷至淡水關渡基督書院，租
用該校的閒置學生宿舍。此時，

學生不僅有足夠的教室上課，

還另有一個可作禮拜的小教堂。

經過 5年半，神感動我們要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校區。在禱告

中神最後為我們預備了現在新

莊中正路的新校區。於 2015年
9月遷入，11月感恩禮拜。當時
這兒是張榮生副董事長的廠房。

神祝福他鴻圖大展，要搬到更

大更好的廠房，這六百坪的廠

辦大樓正好適合我們台灣正道

神學院使用。不僅交通方便，

地坪也夠用，真是神特別的預

備。神更是在購買時及時賜予

我們夠用的資金、夠用的恩典！

感謝讚美主！

這幾年

由於疫情的

影 響， 學

院的經營方

式反而有一

個極大的突

破，就是網

路遠距教學

的使用。同

時集合世界各處的教育中心，

一起讓學生在網路上課。台灣、

日本、中國大陸、紐、澳各處

的學生，同時間上線上課。反

而在人力、物力節省許多，效

率也增加許多。這真是神為我

們另開一扇門，走向盼望之路。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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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智慧的人生
今天我們處在這充滿變數

的環境，我們如何能有平靜安穩

安然居住的過生活，是每一個

人所嚮往和期待的。近三年來

COVID-19病毒不斷的突變加上
驚人的傳染力，打亂了我們生

活的步調，對人的生命和健康

也造成相當的威脅，不但影響

我們的生活也讓世人陷入恐懼

與失去平安。今年二月俄烏戰

爭開打衝擊物價引發經濟混亂，

貨架上的價錢一直在攀升調高。

加上地球暖化導致南北半球大

量融冰，北極熊需要去翻垃圾

找食物，海獅、海狗失去了原

本棲息的環境而被迫遷徙。世

界各國氣候極度異常，水災、

火災、地震、各種無法預測與

控制的失序狀態正一步步侵襲

我們生活起居作息的安全。

處在這世代我們更需要智

慧面對詭譎多變的日常。傳道

書中的主題：敬畏神、人將受

審判、要以神為生命中心、不

沉迷任何事、享受神所賜的生

命。1人生好像用手掌捕風，都

是虛空。缺乏從神來的智慧如

同船沒有錨隨波逐流，失去定

向。所以人活著不是與神爭論，

反而是要更多更深的認識這位

全能的創造主。唯有從短暫有

限的年歲，學習如何有智慧轉

向掌管天地萬物的創造主，領

受屬天的賜福，在永恆盼望之

中享受有神同在的人生，才是

真正有價值、智慧的人生。

若不認識神，人基本上是

無知又盲目的。人的智慧真的

有限，但活在世上懂得用智慧

態度面對生命，還是比愚昧來

面對生命好得多。認識在地的

生活需要有屬天智慧，才能讓

我們學習在生活中活出有智慧

的人生。

一、智慧人生需要用心
體會身邊的事物
傳 7：1-4 名 譽 強 如 美 好 的 膏
油；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
子。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
樂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
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
˙˙˙˙˙ 智慧人的心在遭喪
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

名譽對人的一生何其看重，

人死之時有好的名譽勝過人出

生的時候的美好。膏油代表歡

樂和富足。人在不順的境遇當

中更容易學習到智慧的心，經

文說：要往遭喪的家去，而不

是往宴樂的家去。因在遭喪之

家看到的是親人面對死亡的哀

痛，讓人了解到生命的短暫，

認識死亡是每個人必有的結局，

而在有生之年更懂得珍惜。

反之，在宴樂之家看到的

是歡笑享樂，以為人生命都是

充滿宴樂，毫無儆醒。「透過

這種弔詭式的對人生百態反常

的評價，傳道者希望讀者認識

到命的極限」2「先知死後知生」

影響人的生活態度更左右人的

抉擇。真正人生的智慧是讓人

了解到生命的短暫，學會用敬

畏、感恩的態度來生活。因為

當人忘記了感恩的心，認為一

切都是理所當然，人會陷入膨

脹自我及永無止境的慾望之中，

不但無法明白生命的意義且在

無知當中浪費生命。

二、智慧人生是讓我們
保有正直誠信的心態
傳 7：7-10 勒索使智慧人變為
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
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
你不要心裡急躁惱怒，因為惱

怒 存 在 愚
昧 人 的 懷
中。

作 者

忠 告 我

們，要有

智慧的態

度來面對

生命，之後更進一步提醒我們

一生的年日會碰到的亨通和患

難。這些景況常會在我們生命

中試煉、考驗我們當如何正確

選擇一條智慧的路，而不是放

棄智慧的心而過一個愚昧的生

活。

勒索也翻譯成「欺壓」，

是遭受患難的意思，愚妄的另

一個意思是「使…變為瘋狂」3。

勒索迫使人在不情願又無法拒

絕的狀態下行事，賄賂更是會

腐敗人的判斷，兩者都是讓人

在不公平，不公義的壓力下作

出愚昧的事。因此作者告誡我

們，處在患難中的人要存心忍

耐，不要急躁發怒 ;只有智慧的
態度能夠讓一個人在壓力與誘

惑中堅定心志依靠神行事，終

結時享受智慧的成果。

三、承認人的智慧有限
唯有專心依靠神
傳 7：11 智慧和產業並好，而
且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益。

傳 7：12 因為智慧護庇人，好
像銀錢護庇人一樣。惟獨智慧
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這就是
知識的益處。

若有產業加上有智慧的經

營，那是今天國家社會的福氣，

因為這兩樣結合的產業相信能

夠造福許多的人。好像今日台

灣的晶片產業確實成為我國經

濟非常重要的命脈，也造福了

學務主任 洪英俊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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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這些產業帶給人在工

作、經濟、家庭上的安穩。

而人生命中最寶貴的地方

是，當我們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之中，怎樣能夠有智慧人去面

對人生的挑戰或試煉，避開兇

惡、遠離惡事，這就是智慧的

益處了。作者在此也指出：「智

慧也是很好的產業，是傳給後

人的福份。」以色列人的智慧

文學試圖提供人生各層面的生

活方式，懂得依循這套生活的

人就有福了。4

結論
傳 7：13 你要察看  神的作為；
因神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

傳 7：14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
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  神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
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

最後兩節提醒我們，神的

作為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人沒

有辦法改變，神的作為人沒有

辦法參透。因為  神的計劃是人
有限的智慧所無法全然了解，

祂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的

計劃乃是我們這被造有限的人

無法理解的。

福份和犯難都在  神的手
中，一切都是祂所允許才能發

生，這正是神的主權。人最棒的

智慧就是懂得順服  神的主權，
處在順境、豐富、健康的時候

以感謝的心好好的享受，當處

在逆境、缺乏、犯難的時候也

是感謝接受事實，憑信心相信

神的恩典夠用。 「傳道者在探
索人生的過程中從不放棄對神

的信仰，且重視上帝的作為」。
5當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我們

生活的條件愈來愈不易，但願

我們有智慧選擇一條認識至聖

者耶和華的道路，讓祂帶領我

們走蒙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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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道書 -試看人生》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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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道研經導讀 傳道書》高
路 易（Dr. Louis Goldberg）
著。天道：2010.03第六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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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文聖經註釋：傳道書、
雅歌》李熾昌、周聯華著。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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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雅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9.12 再版，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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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琳老師、陳信成牧師、莊澤

豐牧師及蘇文峰牧師分享信

息，師生同工都有豐富的得

著。

3. 2022秋季班學生實習教育課
程於 9/7 及 10/19 完成，這
學期的主題是宣教。透過學

生暑期短宣規劃與實踐，宣

教機構宣教士親身經歷的分

享，讓學生對宣教有更深認

識。

4. 本學期教會觀摩：10/2台北
台福教會、11/6新莊真理堂、
11/13天主堂，觀摩當中學生
們有不同的學習與看見。

5. 這學期疫情依然嚴峻影響學
生上課與小組團聚出席，為

學生及家庭的生活起居與學

習代禱。

拓展處
1. 十 五 週 年 感 恩 餐 會：

11/5( 六 )17:30 新莊新濠食
府、11/18(五 )17:30台中潮
港城、11/19(六 )12:00高雄
富苑喜宴會館。

2. 卓 越 教 牧 論 壇 高 雄 場
11/21(一 )9:00~16:30高雄富
苑喜宴會館。

3. 第六屆 ABC基督徒大會於
10/15順利圓滿完成。

院長室
1. 台灣設校十五週年感恩禮拜
於 11/5(六 )14:30假新莊農
會 4樓大禮堂舉行。

2. 完成東馬沙巴聖公會神學院
合作案第二門課程：講道學。

3. 主日講道：11/6柑縣台福基
督教會、11/13印城華人基督
教會、11/20台南美好教會、
11/27高雄榮光堂、12/18東
海大學基督教會

4. 教會服事：12/31-1/1 鳳山感
恩堂跨年退修會。

教務處
1. 11月開始的課程：教會領導
與治理 (蘇文隆牧師 )、全人
醫治 (劉富理牧師 )、自我認
識與成長 (王仁美師母 )。

2. 碩 士 班 寒 假 課 程： 
2023/1/13~19 牧 養 新 世 代
青 少 年 ( 洪 忠 夫 牧 師 )、
2023/2/13~28基督教教育概
論 (蘇文隆牧師 ) 、2023 1/3-
6、1/9-12職場神學—呼召丶
工作與事奉 (Paul Stevens牧
師和白崇亮老師 )。

3. 博 士 班 冬 季 課 程：

2022/12/26~30 出埃及記釋
經 講 道 ( 林 彩 雲 老 師 )、
2023/1/9~19有果效的教牧領
導 (蘇文隆牧師 )。2023 1/3-
6、1/9-12職場神學—呼召丶
工作與事奉 (Paul Stevens牧
師和白崇亮老師 )。

學務處
1. 9/2-9/3學前靈修會於新竹聖
經書院順利舉行，王文基牧

師和陳敏欽院長帶來美好的

信息。主題：誠信嚴謹的學

習態度。講員：王文基牧師、 
陳敏欽院長。

2. 本學期 9-10月的週三崇拜，
邀請了張謝淑惠老師、許中

良牧師、李文正牧師、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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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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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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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4 萬 62％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1,026萬 　 38％

行政處

門徒培育中心
1.十一月份新課程 / 2022
 •  11/1 「自我認識與成長」

(王仁美老師 ) 
 • 11/2 「全人醫治」課程 +

醫治特會 
(新莊靈糧堂 11/11-13) 
(劉富理牧師 ) 

 • 11/12「新約導論」 
(莊祖儀醫師 ) 

2. 一 ~四月份新課程 / 2023
 •  1/6 「靈性陪伴」 

(彭怡珍老師 ) 
 •  1/2 「聖經媽媽學」 

(許娟娟老師 ) 
 •  2/2「門徒培訓： 

選育用留」(柯志鵬牧師 )

 •  2/7 「約伯記」 
(蕭雅鴻老師 ) 

 •  3/4 「教會領導學」 
(蔡宗國博士 &  
陳筱宇牧師 )

 •  4/10「簡易護教學」 
(王文基牧師 )

 •  4/13「句法分析讀經法」
(陳敏欽牧師 )

門徒培育中心粉專



2022 第77期    2022年11月出版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