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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時代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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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其芸牧師

   恭喜今天的畢業生，我覺得靈糧教牧宣教神

學院的名稱非常的整全、很豐富，有教牧、有宣

教、又是間神學院。

   今年是靈神第二十屆畢業典禮，我要鼓勵畢

業生們，「二十」是十加上十，「十」代表十全

十美，而「二十」就是加倍。祝福你們有加倍的

恩膏，雙倍的祝福，因為教會太豐富，而宣教也

太豐富了。祝福你們畢業後，能夠建立教會，完

成大使命。我自己是華神第十二屆的畢業生，我

畢業的那一天，我就向 神禱告，求神揀選呼召

我，使我成為一個不一樣的牧者，建立不一樣的

教會。

   我要鼓勵畢業生「作一個時代性的工人」，

而作一個時代的工人需有五個特質：

一、看重屬靈的生命

(創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

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

當。(創1:26-28)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

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

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

各樣行動的活物。」

   什麼叫做塵土，我自己定義它，就是什麼都

沒有；什麼叫做亞當，就是樣樣都有。上帝創

造亞當，讓他有一個經歷，就是從一無所有到

樣樣都有，而這關鍵是什麼？關鍵是 神給的一

口氣，我稱它為屬靈的生命，也因此人才擁有了 

神的形象跟樣式，人才成為 神形象跟樣式的代

言人。就是因為有著屬靈的生命，你才擁有管理 

神創造的職份、恩賜跟權柄，才能生養眾多遍滿

全地。

   我們作牧者的都要思考一件事，到底服事是

什麼？我認為服事有三項：(1)本位的服事(靈命

的服事)，(2)角色的服事(佈道的服事或稱文化

責任的服事)，(3)教會、國度的服事；其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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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靈命的服事」，是每個基督徒、每個傳

道人「本位的服事」。一個好的門徒一定是一個

好的傳道人，但是不見得一個好的傳道人就是一

個好的門徒，關鍵在「本位的服事」。我鼓勵畢

業生作自己的牧者，常常把自己屬靈的生命獻在

靈命的祭壇上，每天操練紮實的靈修生活，而且

要交屬靈的帳，要看重屬靈的生命紮不紮實、確

不確實、真不真實、誠不誠實。

二、傳揚全備的福音

   傳揚全備的福音，必須把信仰的規模、救恩

教導的清楚。全備的福音，有五個福音的大能：

(1)免除了上帝律法的審判 (2)勝過世人的罪孽、

罪性跟罪行 (3)敗壞了撒但和撒但的國度跟權能 

(4)贏回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從撒但的手中奪回上

帝所創造的 (5)身體的贖回，使神的國降臨。

   我覺得，現在教會講全備福音長闊高深的領域

需要加油 我認為全備的福音不只是為慕道的朋

友，而是為了教會的弟兄姐妹。我們常禱告說，

願你的國降臨，但是你要遵主的名為聖，要讓神

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好像行在天上；我們常常

說改變世界，但應該先改變自己。如果你沒有被

改變的能力跟恩膏，你怎麼改變世界呢？全備福

音的傳講很重要，全備福音的紮根也很重要，因

為全備福音是經營生命除舊佈新的唯一方法，只

有全備的福音，才能解決人生命除舊佈新的問

題，然後彰顯了福音的大能。

   所以鼓勵畢業生思想，什麼叫做福音? 什麼

叫做十字架? 什麼叫做死人復活? 為什麼耶穌基

督要第二次再來? 好好的在你生命的裡面去經營

他，讓你的生命不斷不斷的改變，當一個教會生

命不斷的改變，突破的時候，就是上帝要使用教

會去改變國家、社會的時候。

三、建立強盛的教會

   強盛的教會包含健康、屬靈、卓越、優質、

結果子，有影響力的教會。我鼓勵你去思考要建

立怎樣的教會？從教會的比喻，我看見教會像新

婦、像家庭、像聖殿、像學校、像醫院、企業跟

軍隊。我的觀察，台灣這二十幾年來，我覺得我

們很努力的作新婦、內在的生命，我們很努力地

建造教會，好像家庭一樣；我們很努力地讓教會

成為萬民禱告的殿，我們很努力的建造神學院，

我們很鼓勵大家能經歷醫治釋放的權能，我發現

台灣的教會，大概在這五個領域裡面經營。但是

你如果要建立教會，要建立有影響力的教會，有

兩個特質，就是企業跟軍隊。所以我要鼓勵大

家，前面提到五個元素是很重要的基礎。在這個

基礎上面，把教會建立的像軍隊企業。台灣教會

的體質，從傳統教會到靈恩、小組、拓展、植堂

到使徒。你要去思考，你要成為怎樣的牧者？建

立怎樣的教會？你要建立有牆的教會？還是無牆

的教會？鼓勵畢業生要建立強盛的教會。

四、興起國度的人才

   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到底是教會決定領袖？

還是領袖決定教會？ 從剛才的經文，我們可以看

出 神興起每個人當領袖。而屬靈的生命要更豐富

目的在哪裡?就是要作領袖。作領袖的目的在哪

裡? 就是要生領袖。你們在信心上不要受限制，

因為在信的凡事都能；你們在服事上不要受限

制，要會做人做事跟做工，你們在生命上不要受

限，要得勝、得救跟得賞賜，你們在恩賜上不要



3

受限制，有五千兩，就賺五千兩，再賺五千兩。

有人說我只有五百兩，沒有關係，五百兩賺十次

就是五千兩了。你們在異象上面不要受限制 ，

耶穌說我都不限制你們了，你們要做比我更大的

事。

   我們要建立作猶大支派的教會，那就必須做門

徒訓練，我們教會非常強調在因信稱義的基礎上

面，不斷的門徒訓練，而且還要打發工人、收割

莊稼，打發全職的、打發帶職的工人，都成為工

人、都成為領袖、都成為門徒。

   我覺得領袖決定教會，教會生出領袖。我鼓勵

大家，不要做單一教會的牧者，因為只能建立一

間教會；你要建立使徒性教會，因為可以建立一

串一串的教會。

五、完成神聖的大使命

   我覺得要談使命，需要跟生命一起來談。因

為每個生命都是上帝造的，每個生命都有上帝創

造獨特的計畫，有他存在的意義、價值及目的。

什麼叫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創造這個生命的計

畫、目的和意義。什麼叫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上

帝拯救了基督徒，祂最重要的計劃是什麼呢？上

帝設立了教會，祂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就是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

   教會的盼望，不

在教會、而在外面。

我們講道講了一輩

子，傳道傳了一輩

子，你覺得上帝最關

心的是什麼？我覺

得上帝最關心的是：

靈魂有沒有得救、得

救的人有沒有變成門

徒、教會能不能復

興、神的國能不能降

臨。如果你的教會是以佈道為導向的教會，你會

經歷許多神蹟奇事，以完成大使命為主軸，教會

充滿了活力，所以教會的動力關鍵從哪裡來？從

完成大使命來的。

   我要鼓勵大家，建造以佈道為導向的教會。我

的觀察，台灣的教會生存力還可以，生命力很豐

富，生活力有不同的展現。但是台灣的教會，缺

乏生殖力。譬如說，健康的教會，好像一對夫婦

結婚，過了25年生不下一個孩子，這樣健康嗎？

我覺得不健康！如果教會健康，卻沒有生殖力，

這樣還是不健康。上帝創造了亞當，把屬靈的生

命給他，讓人擁有了 神的形象和樣式。上帝造了

亞當、夏娃之後，第二次就把造(生殖)人的責任

給人，使人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教會復興的關鍵在哪裡，就是把上帝請出來。

當你的教會，有神蹟奇事的時候，感謝讚美主，

教會就復興了。但是怎麼樣把上帝請出來呢？關

鍵在完成大使命。

(馬太福音 28: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I am with you always. 這裡突顯 ego eimi ，

指示你們只要傳福音，我的名字就在這裡。在舊

約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就是給他，祂

的名字跟杖。在新約也是如此，新約就是我把我

的名字給你。這個翻譯就是我常與你們同在 I 

am. I am who I am . Be with you always. 我

看到這裡，我就對教會復興有盼望。Be with you 

always. 教會復興很重要，教會復興是靠每位弟

兄姐妹，每個人出去，出去傳福音，出去建立無

牆的教會。有牆的教會很重要，無牆的教會更重

要；就是要完成 神的大使命，求主賜恩典給你

們，出去作一個時代的工人。◎

(本文為台北新生命小組教會主任牧師顧其芸，於

今年畢業典禮中之致詞)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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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真有說不盡的奇妙與恩

典！

    

   在我(錫恩)31歲那年，正為未來的前途迷惘時，主

親自呼召了我來全職服事祂，並不是說我是多聰明或口

才好，乃是主看見了我的潛能，在我的軟弱上，要彰顯

主能力的完全！

   剛進到神學院時，一切都很新鮮；有新來的老師(張

雅謙老師)、新宿舍、還有一群搞不清狀況的同學-- 我

們！最讓我震撼的，不是老師的教導或是團體生活的適

應，而是每週的打掃。”什麼？這週又輪我掃廁所？” 

一開始還真不習慣，在家很少打掃的我，也只好乖乖捲

起袖子去刷馬桶，也體會經上說的:「你們中間誰願為

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20:27 ) 透過這樣的勞

動，服事主的心志也被鍛鍊出來了；既然都能掃廁所

了，還有什麼不能為主做的呢？在神學院的3年，也結

交了許多良師益友，透過老師同學的交流，大大豐富了

我們夫妻的生命！

   2007年結業後在母堂服事，遇到了不少挑戰：包括

在牧養上遇到許多棘手的問題：夫妻吵架、親子關係緊

張、欠大筆債務的、要自殺的、與異端糾纏不清的…，

好像許多難題一一而來，很多時候只能和太太一起跪在

上帝的面前呼求；感謝主， 神是信實的，總為我們開

路，不論是透過聖靈感動或是團隊同工們的建議，許多

事迎刃而解，也讓我們夫妻學習了許多。印象最深的一

次是要辦聖誕節佈道會，場地租了，但當天卻臨時有很

多慕道友不能來，就趕緊再去街上發傳單、邀請路人，

結果仍有許多人來了，把座位擠得滿滿的，也讓許多人

聽信福音。哈利路亞！神真是信實的 神！

   後來神學院畢業一段時間，正為以後的服事方向禱

告時，很奇妙地主透過一位屬靈長輩，讓我們認識幽默

風趣的阿吉牧師及春幸師母，一談之後非常投和，我們

也很認同教會的異象&理念，就毅然決然地舉家從台北

搬來台中。在搬家的過程，神也顯出祂的信實與恩典，

在我們來台中禱告及尋找7次以後，終於讓我們找到了

現在的房子- 四房雙衛的寬敞格局、附近有公園可讓小

朋友盡情玩耍，最棒的是走路到教會不用5分鐘，好像

作夢一樣！感謝主的恩典！

    來到生命之道靈糧堂服事，首先感受到這個團隊的

多元性！不只有台中本地的同工、有外地的同工、還有

外國(馬來西亞)的同工，個性不同、恩賜不同、文化不

同，所以剛開始時，溝同難免有摩擦、甚至擦出激烈火

花的時候；不過牧師師母總是以一個包容的心來看待，

經過多禱告多溝通，慢慢大家就越來越有默契了。還有

另一個體會，就是這裡弟兄姊妹的向心力很強！記得剛

來服事時，我負責一個外面的活動，需要弟兄姊妹幫忙

搬椅子整理場地；面對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服事，想不到

一呼召居然有許多弟兄姊妹樂意參與，甚至後來還有額

外的自願軍要來服事，就在大家通力合作下，很快就把

場地預備好了！教會弟兄姊妹的主動熱情&向心力，真

讓我印象深刻！

     

     另一個印

象深刻的，就是

2009年教會第一

次舉辦千人受洗

活動！那時剛來

這裡服事不久，

以前我也少有這

種大型活動的服

事經驗，教會阿

吉牧師居然把這

樣的主責工作交

給我，真佩服牧師的信心！所以在整個第一屆的千人受

洗活動當中，主也讓我經歷了許多、學習了許多、也擴

張了許多！舉例來說，光是這幾千人的場地預備、交通

及動線規劃就夠讓人頭痛了，還不提節目安排，以及與

不同宗派的各個教會溝通協調，在在都格外需要主的恩

典！感謝主，在眾同工的齊心努力下，一切都就緒了，

但是12月19日受洗當天，居然出現了台中少見的攝氏8

度的低溫！同工們都頭皮發麻了，這麼冷要怎麼下水受

洗？想不到因著寒流，許多電視媒體都爭相報導，反而

讓台灣更多人一起見證、經歷這樣的受洗運動！

   透過眾同工的齊心努力，許多不可能的事一一實

現，主的奇妙與大能常常在服事中，我喜歡這樣的服

事！◎

服事主的冒險旅程
第十五屆校友 潘錫恩/林惠萱

        生命之道台中靈糧堂

校友巡禮



   靈神第十九屆畢業典禮已於6/24(日) 晚上舉行，並邀請三重靈糧堂
萬小運牧師為畢業生勉勵。今年共有28位畢業生，祝賀親友數百人，場
面莊嚴、感人又熱鬧。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8931-5200 Ext 404,408,409

印刷品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學院要聞

1.奉獻在本堂及分堂，註明為神學院並指定項目：

  (1)建校基金 (2)宣教基金 (3)急難基金 (4)經常費

2.利用郵政劃撥01582918,戶名「靈糧雜誌社」，

  劃撥單上亦註明神學院與項目。

3.匯入國泰世華銀行東門分行 3 2 5 0 8 1 8 1 3 6 1,

  戶名「台北靈糧堂」請在匯款單上註明神學院及項目，

  並請將匯款單傳真至神學院。

4.本堂兄姊已使用認同卡者，可勾選神學院並註明項目。

奉 獻 管 道

開學消息

感謝主，今年錄取的新生首次弟兄多於姊

妹；神學本科24位、牧靈諮商碩士科25人、

選修生13位，共計62位。

8/20-8/24 新生訓練

9/5-9/6 註冊

9/11-9/13 師生退修會

張、黃老師帶隊 泰北新生命

林老師帶隊 緬甸

葉老師帶隊 柬埔寨

喬老師帶隊 澎湖

各隊皆經驗了神豐富奇妙同在，

並將在學前退修會中分享！

 暑期消息 福音隊 8/2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