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一位武功高強的人物通常都會有其致命的“罩門”，只要別人往此處擊
一掌，他就必死無疑。

基督徒也是一樣，有其致命的“罩門”( 死穴 )，這個死穴就是「情緒」。有人喜歡三心兩意，說要
去宣教，但今天說要去泰北宣教，明天變掛了，說要去印度宣教，後天又變成要去非洲宣教了。這樣，
未能下定決心作工，別想要事奉神。「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雅各書 1:8)

有人愛發脾氣，他們的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不高，不知控管自己的情緒，發飆
後又覺得不對勁，再去向人道歉，但下次事情來了又繼續發飆，人際關係容易破裂。

有人則喜歡放縱自己，寧願多滑手機、流連上網、看小說等，這些瑣事佔去他大部份的時間，以致
沒時間看聖經、親近主，或許也並不愛看聖經，更別說是研經了。

我們要求主耶穌教導我們的情緒得以平衡，生命中要有紀律，且有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使得我們能
愛主、事主、凡事討主的喜悅；不但言語、行為，甚至心思意念，都要得蒙神的悅納，正如詩篇所言：「耶
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詩 19:14)

雖然基督徒信主後已有聖靈的內住，但我們仍然會感到無力，處處為惡者留地步，那是因為聖靈沒
有得著整個你，你的主權仍握在自己手中。故此，必須將所有的慾望、整個心思，都交給聖靈掌管，隨時
保有被聖靈充滿，否則仍是徒然。我們服事主的能力有多大、效果有多少，完全視你順服基督有多少而定。

此外我們也當留意自己的品格。每日都有正常讀經、禱告、與主親近的交通生活。這樣的信徒，應
該會留意自己的品格。這樣的人，他自我情緒管理也會提升。甚至我們覺得人的品格比他說的話更為重
要，不論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都作信徒的榜樣 ( 提前 4:12)。如此行，更可結出聖靈的果子，
這是從內心表現出來的；如果沒有結出聖靈的果子，表明你與聖靈的關係不對，也就是沒有活在聖靈裡面，
自我掌控的層面太多了，以致無法回應聖靈，徒然讓聖靈擔憂了。

當我們信主時，在心意、情緒、品格都有些「死穴」，我們的心意當更新而變化，經歷試驗與錯誤、
軟弱與低潮的淬煉，方可得以徹底的改善，追求完美，明白神的旨意；在我們靈性及道德上不斷長進，
以致進到善良純全的地步，討神的喜悅。神的旨意是指祂的教導與真理，神的旨意也是祂盼望我們變成
祂的模樣。我們常在自我的旨意 ( 想法 )、人的旨意與神的旨意上打滾，我們終究將神的旨意打了折扣，
勉強神來同意自己的想法，還硬要說：「這是聖靈的帶領」。

所以，情緒既對人是如此的重要，我們就分析如何將自我的情緒管理好。同時，好的情緒管理，是
人際關係中重要的一環，也會帶給你好的人際關係。

基督徒的「死穴」
院長的話

院長 黃朝哲 牧師



基督徒的「死穴」
院長的話

天生：創造者所賜予人（基本的情緒—喜、怒、哀、樂）。

生理的因素：飲食、睡眠等生理需求，身體健康狀況。

學習的因素：家庭及社會文化的期待，人際互動－觀察、模仿。

心理的因素：個性－人格特質，對人事物的評價－思想、態度。

例如：

　了解自己的情緒

　管理自己的情緒

　善用自己的情緒

　了解別人的情緒

　管理人際間的情緒（同理心）

總而言之，EQ 可分為下列：

　了解、辨別、管理、表達及善用自己的情緒。

　了解、辨別、管理別人的情緒，並作出適當的反應能力。

情緒管理的原因：

EQ 情緒智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事件 意義

信念、經驗、態度、期望、假設、解讀方式

情緒常常伴隨著一些複雜的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 高 )

情緒 ( 正面 )

情緒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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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情緒的自覺：
·察覺和認知自己的情緒
·分辨自己情緒的感受
·接納自己的情緒感受
·解讀自己情緒背後的心思
·了解自己各種感受的前因後果
·認知自己的感覺與行為間之差距
·增強自我反省能力
·健康正確的自我觀

 3. 將情緒導向正途：
·專注眼前的工作、活動和目標
·加強自我的意志力  負起個人責任
·增強克制衝動的能力
·善用壓力提高成就感
·建立正面積極的思考模式
·建立樂觀的處事態度
·增強自我控制的能力
·掌握及善用自我的優缺點（特別是缺點）
·營造有利的成功狀況

5. 人際關係：
·增強人際關係的分析與了解
·解決人際間的衝突
·人緣好、同儕關係良好
·開放分享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和人相處時懂得互相尊重
·掌握團體情緒  增強正面互動關係

·懂得處理及協調不合意見
·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合群考慮群體的利益
·容易和別人互助合作
·營造團體中和諧的氣氛

  2. 情緒的管理：
·適時適當地表達負面的情緒
·調適自己負面的情緒（如：運動、聽音樂等）
·改變造成負面情緒的思考模式
·循健康管道紓解負面情緒
·健康的面對壓力
·善於紓解及控制壓力
·學習新的情緒表達技巧
·學習放鬆緊繃的情緒

 4. 同理心：
·情緒判讀能力
·能從別人的觀點看事情
·能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能傾聽解讀別人的感受
·容易接納、體諒人的感受
·主動體貼關心別人
·適當回應別人的感受
·給別人正面的回饋
·欣賞與稱讚、分享、分擔別人的情緒感受

提升 EQ 的要素：

結語

除了要注意自己的 EQ 以外，最好還要有 GQ（God Quotient）( 與神關係指數 )，特別是基督徒，
認識神、信靠耶穌基督，並每日與祂有深切的相交、讀經、禱告的生活。

每位基督徒都應該有好的靈修禱告生活，與神有密切的關係，並將自己從神而來的 GQ 介紹、分享
周圍的親友，讓他們也能享有 GQ 的好處！也能認識這位神 ( 傳揚祂的名 )，這是每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事！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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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神學學士科 梁家裕弟兄 澳門神召會

在我還未重生得救以前，從小就是一個很調皮、愛玩的男生。
我的爸爸是澳門人，媽媽是香港人，他們年輕時因同在西班牙工作進
而認識、結婚。我出生在西班牙，大約 2 歲的時候，父母就帶我回
到澳門生活直到如今。我記得小學的時候，我的學生手冊老師每星期
都會留言不好的事情，例如︰上課不專心、頂撞老師、跟同學打架、

欺負同學等等。從小到大我都不喜歡讀書，小學六年級到國中常常留級。國中二年級認識了一些
同學，開始跟他們去喝酒，本來的我是不太喜歡喝酒的，但我希望可認識多一點朋友，透過他們
賺多一點錢，因為以前我覺得完成學位之後都要出來打工賺錢，不如早一點出來賺錢。有一段時
期我常常晚上去 KTV、Disco 喝酒，生理時鐘日夜顛倒，晚上外出，早上回家睡覺，身體開始慢
慢變差，容易生病。

    2012 年 9 月 14 日，我去香港找朋友，他邀請我一起去參加一位黑人演唱會。到了現場看
到很多人舉手唱詩歌敬拜神，我很驚訝的跟朋友說︰「你幹嘛帶我來這地方，是不是邪教來的？」
他回答我說︰「不是呀，是基督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嘗試感受一下。」不知道為什麼我就
很單純的聽話，嘗試感受一下，慢慢我的內心就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原來這是一場醫治佈道會。
最後牧師就叫我們把手放在生病的地方為我們禱告，我心裡就跟耶穌說：我想我的身體得醫治。
聚會結束了，雖然我的身體沒有得到醫治，但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樂和平安，從那時候起我就信耶
穌了。

回到澳門，就到了一間傳統教會聚會，但我只去了 2 次，就沒有繼續去。一方面因為那時候
在賭場工作，需要輪班；另一方面是覺得聚會有點悶。這段期間我還是去 KTV 和 Disco 喝酒。
有一次喝酒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痛苦，好像快要不能呼吸，我就馬上跑到洗手間，跟神
禱告說︰「如果這是祢不喜悅的，我就以後都不喝，也不來這些地方，求祢醫治我。」當我做完
這個禱告，很奇妙地，我的呼吸馬上變回正常，從此之後我就沒有再喝酒，也沒有去那些地方。
大約 4 個月之後，我香港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最近好嗎？有沒有去教會？我就跟他說了我的情況，
他邀請我去香港參加他教會的晨禱和主日祟拜。我禱告神說︰「如果是祢的旨意，就讓我順利請
假。」結果我順利地請到假，去參加朋友教會的晨禱和主日。會後，我向他反應很喜歡他們教會
的敬拜、禱告。因為他的教會是神召會，他就建議我回澳門找神召會的教會。我在網上找到 2 間
神召會，一間是神召會澳門福音堂，一間是澳門神召會。因為澳門神召會有晨禱，我就選擇到澳
門神召會 ( 大概是 2018 年 1 月末 ) 一直到現在。在這段期間我的心很渴慕神，記得有一次主日敬
拜，第一次深深的經歷神的愛、神的同在，非常的甘甜，我就一直哭，很想要服事祂。神透過祂
的僕人來裝備我，更新我的生命，這幾年，我也看到自己的生命不斷地被祂改變。

2014 年 11 月，我跟教會到台灣短宣，其中一間教會是蔡小寶牧師的三峽大磐石純福音教會。
當我們服事完之後，聖靈感動蔡牧師呼召：如果你願意一生服事神的，你就來到台前。那時候聖
靈在我裡面動工，我就一邊哭，一邊走出去，願意把我的一生奉獻給神，讓祂來使用我，成就祂
的心意。

當我再次回到校園的時候，我心裏就覺得我將來會去神學院接受裝備。一直到高中畢業後，
我就禱告等候上帝的帶領，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在網站看不同神學院的資料，也有牧師跟我推介
台灣神召神學院，我跟上帝說如果是祢為我預備的，就請祢帶領我。一直到去年的 7 月，我的心
裏有一個確據知道時間到了，是時候報名，也知道台灣神召神學院是上帝為我預備受裝備的地方。
希望在這 4 年的時間好好受裝備，成為合乎主使用的器皿，被祂使用，願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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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學務處

學院消息／實習處

感謝奉獻

院本部

上課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00~08：50 { 碩士 }
倫理學

黃朝哲 牧師
{ 碩士 / 學士 }

新約概論
黃朝哲 牧師

{ 碩士 / 學士 }
研經法

劉慈梧 牧師

{ 學士 }
屬靈恩賜學
齊明道 牧師09：00~09：50 { 碩士 / 學士 }

神學英文 II
齊明道 牧師10：00~10：50 { 碩士 / 學士 }

兩約之間歷史
黃朝哲 牧師

{ 碩士 / 學士 }
教牧危機處理

張忠 牧師

{ 碩士 / 學士 }
宣教學導論
柯山藍 牧師11：00~11：50 課間

敬拜
課間
敬拜

13：00~13：50
樂理 II

楊娣娣 教師

14：00~14：50
打
掃
時
間

{ 碩士 }
摩西五經

黃仁宇 牧師

詩班
楊娣娣 教師

{ 學士 }
馬太福音研究
黃仁宇 牧師15：00~15：50

司琴
楊娣娣 教師

16：00~16：50

台北分校

上課時間 一 二

18：00~18：50 課間敬拜

19：00~20：50
{ 碩士 / 延伸制 }

 聖靈與內在更新
鄭詩君 牧師

{ 碩士 / 延伸制 }

新約聖靈觀 ~ 五旬宗角度
劉慈梧 牧師

屏東神召會教學中心

上課時間 四

19：30~20：20 { 延伸制 }

聖經中的宣教
范義士 牧師20：30~21：20

一 .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課表

二 . 圖書館

      神召圖書館藏書：中文書籍 11,638 冊，外文書籍 2,294 冊，影音 202 冊，總計 14,134 冊，圖書
館期望未來兩年仍努力朝藏書總量可達至 15,000 冊目標邁進！

三 . 秋季班招生日期

台 中 院 本 部： 第一次招生 2019 年 7 月  1 日（一）
第二次招生 2019 年 8 月 19 日（一）

台北分校 招生：2019 年 7 月 13 日（六）
台南分校 招生：2019 年 8 月 10 日（六）

考 試 科 目：
聖經、國文、英文、心理測驗、口試 
( 教牧碩士以口試為主 )

一 . 請牧長同工能提供神學生至貴堂學習的機會，使
學生在服事的態度理念及生命的調整上，能獲得
牧長同工的教導與監督，以培育基督的工人。
本學期神學生教會實習：
張桔銘、管緯淇：台中神召會   /  
彭姿靜：神召會三灣教會  /  
黃伯彥：屏東神召會  /  
賴幸冠 、蕭淑君：台中思恩堂愛加倍教會  /  
黃偉銘：高雄神召會  /  
紀又文：浸信會我們教會台中堂  /  

梁家裕：三峽大磐石純福音教會

畢業典禮消息

第三十八屆畢業典禮謹訂於主後 2019 年 6 月 22 日
( 六 ) 上午十點整，假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 台中
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四樓 ) 舉行，會後於 B1 餐
廳舉行感恩餐會。

感謝黃聰達董事為學院奉獻校車一部，願主賜
福他的擺上！

嘉賓來訪

2019/3/11 日本神召會中央聖書學院師生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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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1 月份 2 個周六，學校全體師生會總動員投入年度的招生「薪火相傳」活動，誠如吳
董事長所言：希望聖靈的火能夠代代相傳，將棒子交接下去，承先啟後！

   一月 12 日在台北神召會，吳董事長致詞表示：報名讀神召神學院，不只是要叫你當牧師
傳道，而是來接受造就。學校在北中南都有教室方便就近受裝備，慢慢累積神學基礎，成為基督
尖兵，可在職場開拓小組這樣的無牆教會，延伸到社區、校園。儘管什麼都不會做，但是可學習
耶穌，耶穌曾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街頭很多失喪的人，那都是我們的目標。
很多的事工離不開神的話語，最容易吸取聖經的方式就是由有經驗的老師、牧師來教導你，歡迎
各位來就讀。

台北神召會莫凡匕牧師證道「新酒裝在心皮袋」，提到「醉在聖靈」裏，跟上聖靈浪潮，相
信神在新的時刻、新的季節，新的一年要做新的事在我們當中。非常期待在這個世代也看到五旬
節的火，祈求主把五旬節的火充滿澆灌在神召會，再次燃燒我們的生命及對傳福音給靈魂那火熱
的心。神召會神愛教會顏金龍牧師分享到今天仍跟隨的這位上帝，因為知道前方的道路，上帝供
應是絕不缺乏。勉勵年輕人及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踏入被亞太神學協會 (APTA) 所認證的五旬宗神
召神學院學習聖靈的大能，開拓、建立神召會。顏牧師呼召時說：「我們需要新酒，因為上帝說
已經把新皮袋為你們預備好了」。

一月 26 日在高雄神召會，黃朝哲院長致詞時說到：「神召會有很多教會牧者面臨接棒的需要，
將來神召會一定要有新的一代年輕人起來服事神，在耶穌基督再來之前，福音要不斷地傳下去，
勉勵年輕人進神學院有系統地接受裝備，將來成為傳福音的精兵。

高雄神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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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宣教士，同時也是校本部新學期「宣教學導論」教師的柯山藍牧師在「神的計畫
vs. 人的計畫」證道中，引用「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箴言 16：8) 提
到人會受別人對我們的期待與自身的能力籌備我們的計畫，但可能神對我們的計畫有異於我們的，
祂要擴張我們，要我們去幫助更多的人，我們能接受嗎？我們願意跟隨耶穌嗎？不管神的計畫是
什麼，但保證祂的計畫比我們的好，因為神是最厲害的設計師，祂知道把祂的作品放在最適合的
地方。而神的計畫是富有挑戰的，為要擴展我們的信心、讓我們成長。過程中邀請了高雄神召會
薛牧懷弟兄與鳳山神召會陳柏翰傳道上台分享他們突破的生命中的挑戰。薛弟兄提到從傳統工作
的設計師，轉成教會全時間服事不支薪的同工；從樂於給予別人，換成被別人給予，是一個很大
的挑戰。當收到第一筆奉獻時，心想：「我需要靠人奉獻，才可以活下去」，心情是難過、感恩、
複雜的，很糾結。感謝神，就在這段時間被翻轉了。當挑戰來的時候，我去思想什麼叫做「給予」，
才發現以前都是物質上的給予。現在能給予的更多，是建立在人的生命、時間上。上帝用另外一
種方式滿足我的需要，從原本的挑戰變成了祝福，學習領受恩典，可以喜樂地接受奉獻，因為我
知道我在做什麼。陳柏翰傳道分享到，幾個月前還在三重神召會服事，如今在鳳山神召會牧會。
表明以往是在舒適圈作主工，掉進了只要「配合」牧師、別人的陷阱裡，很少想到神對我的生命
有何計畫、呼召。後來神提醒我要成為一個去接觸人，走出去，突破舒適圈的傳道人。以前的認
知是資源與幫助都在台北，我要做的事在台北才可以發展得起來，但神突破了我的眼光，神要在
哪裡做事，哪裡就有資源。因此我回應神的呼召來到鳳山神召會服事，順服神的帶領。柯山藍牧
師最後提到神要我們做的，祂會為我們負責，我們只要好好跟隨，勉勵年輕人起來回應神的計畫。
勉勵呼召的莫凡匕牧師申明了神不會問：你行不行？祂會問你：肯不肯？莫牧師引用以賽亞書
55：8-9：「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
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勉勵弟兄姊妹容許神插手在你的人生
計畫。

校本部神學生近年薪火相傳活動，特別準備了外文詩歌，師生從一開學起每周齊心協力地練
唱，除發音，還有發聲、和諧各部等練習，期望能有很好的獻唱，帶給聽眾不一樣的聽覺享受。
而今年的戲劇以影片來呈現，從劇本、演出、拍攝、後製，同學們分工完成。影片「做別人的英雄」
有在校生對弟兄姊妹成為主工人的呼籲，期待更多人進校裝備、學習。神學生見證分享了個人生
命的歷程，及回應神的呼召，委身神國的事奉。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 提摩太後書 2：21)。神召神學院歡迎您齊來領受神豐盛的生命，也將這份美好傳承下去！

台北神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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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12 月 奉獻徵信表

出版者：神召神學院    發行人：黃朝哲    地址：40852 台中市南屯區中台路 366 號

電話：04-2389-1006    傳真：04-2389-3451    電子信箱：http://aogst.aog@msa.hinet.net

劃撥帳號：0028315-8    戶名：財團法人中國神召會台灣區議會 神召神學院    網址：http://www.aogst.tw

國內外教會奉獻

台北神召會 $530,000 

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50,000 

神召會聖愛堂  $13,000 

台北神愛教會  $19,323 

三重神召會  $3,600 

台南神召會  $40,000 

美國宣教士聯誼會  $12,600 

台北神召會

鄭詩君  $2,000 

陳瑩芳  $1,500 

黃麗華  $2,000 

藍郭月霞  $2,000 

張李秀霞  $1,000 

吳雪嬌  $1,500 

簡永芳  $3,000 

蔡頌一  $1,500 

林麗英  $3,000 

張錫鑫  $1,000 

林王梅雀  $2,000 

黃華欽  $2,000 

黃葉冬子  $3,000 

黃希聖  $1,000 

莊安祺  $1,000 

吳君豪  $4,000 

陳常良  $500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主知名  $7,500 

中央神召會

蕭綺萱  $5,000 

中壢神召會

陳欽華  $6,000 

李榮昌  $5,000 

李淑俊  $1,500 

溫家明  $1,000 

詹碧雲  $1,000 

余瑞美  $500 

王曾瑞霞  $200 

葉玉秀  $100 

主知名  $2,300 

龍潭神召會

冼家榮  $2,000 

新生神召會

蔡美錦  $33,000 

新竹神召會

陳惠珠  $5,500 

鄭旭里  $3,600 

孟憲正  $1,000 

莫惠如  $1,000 

台南神召會

施惠佳  $350 

主知名  $1,500 

高雄神召會

林達鴻  $3,000 

主知名  $1,000 

屏東神召會

李光昭  $3,500 

張玉珍  $10,000 

張羽伶  $5,000 

裴穎祥  $2,500 

邱嘉寶  $1,400 

邱芳珠  $1,000 

卓蘭神召會

邱彼得  $2,000 

李萬國  $2,000 

蘇姜蓮  $2,000 

賴鳳珠  $500 

譚艾琳  $500 

主知名  $500 

宣道會中壢堂

楊環閣  $2,000 

陳文深  $1,000 

陳孟宜  $1,000 

王慧莉  $200 

主知名  $7,700 

神學院

劉慈梧  $2,000 

個人

中華信望愛基金會  $70,000 

熊嘉玲  $50,000 

謝香妃  $20,000 

詹麗娟  $12,000 

陳致中  $10,000 

林顥軒  $6,000 

紀宜君  $3,000 

紀又文  $2,000 

陳麗華  $1,000 

蔡明晞  $1,500 

主知名  $500 

其他奉獻

同工奉獻 - 黃朝哲牧師  $5,810 

同工奉獻 - 劉慈梧牧師  $12,130 

同工奉獻 - 黃仁宇牧師  $8,955 

同工奉獻 - 蔡美錦  $1,580 

同工奉獻 - 鄞姿怡  $5,818 

同工奉獻 - 曾曉君  $4,600 

同工奉獻 - 吳雙  $5,190 

同工奉獻 - 黃伯彥  $1,000 

同工奉獻 - 彭姿靜  $1,000 

同工奉獻 - 賴幸冠  $2,000 

同工奉獻 - 蕭淑君  $2,000 

同工奉獻 - 管緯淇  $300 

同工奉獻 - 多媒體  $7,000 

宣教士為助學貸款事工  $150,000 

台北神召會為黃偉銘實習費  $60,000 

場地費用 - 大墩教會尾款  $1,000 

場地費用 - 福樂豐盛協會  $5,000 

意外險保費 - 賴幸冠 . 蕭淑君  $1,120 

意外險保費 - 蔡美錦 . 高欽明  $1,500 

影印收入  $1,000 

影印費 - 台中復興神召會  $200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資源回收收入  $70 

申請成績單 - 陳寶釵  $400 

多媒體事工

主知名 ( 名片 - 蕭淑君 . 賴幸冠 )  $102 
媒體專款事工 - 主知 ( 張珮琪 )  $70,000 

校友奉獻 $484,000 

個人勞健保費  $54,565 

利息收入  $201 

本期收入  $2,190,914 

本期支出  $2,660,726 

本期結欠 -$469,812 

總計結欠 -$2,052,954 

感謝您的奉獻

願神加倍的賜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