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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1 台灣信義會擔任台灣信義會擔任台灣信義會擔任台灣信義會擔任實習傳道實習傳道實習傳道實習傳道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神學委員會 95/4/21 訂定 

 

本文內容為「台灣信義會實習傳道實施辦法」中第二條 —「資格」中第二點所提到之

「台灣信義會擔任實習傳道基本要求」與評量方式說明。如此要求與評量的目的絕對不

是要刁難有心成為全職傳道的弟兄姐妹，讓他們知難而退；而是希望提供有心全職事奉者

一個裝備學習的方向，可以早一點打好靈命、學識、事奉的根基，如果日後清楚上帝的呼

召，可以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傳道人。 

 

一.靈命 

 

1. 有穩定的靈修生活 

 

說明：親近神，活在神的同在與引導中是每個基督徒每天生活的理想境界，而靈修生活

是學習親近神的基本動作。我們必須先餵養自己的靈魂才能夠照顧別人的靈魂。

寫靈修筆記有助於我們反覆思想神的話，而且將靈修心得記錄下來可以成為我們

日後分享信息的基本素材。 

基本要求：每週固定靈修五天以上。 

評量方式：繳交 � 兩個月的靈修記錄表 ( 可繳交其他現成的靈修記錄表或用「實習傳

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所提供的靈修記錄表 )，以及 � 五篇靈修筆記—每篇至

少300字以上。 

 

2. 有穩定的禱告生活 

 

說明：禱告也是親近神的基本動作，而傳道人最主要的職責是祈禱、傳道，不喜歡禱告

或不會禱告是無法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傳道人。 

基本要求：� 個人禱告—每天有固定禱告時間，有過禁食禱告的操練 ( 個人自己安排

的禁食禱告操練或參與教會整體推動的禁食禱告行動皆可 )。� 團體禱告—穩定

參加教會的禱告會，其中一個禱告會過去半年出席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評量方式：� 個人禱告—繳交一個月的禱告記錄簿 ( 可用現成的禱告記錄簿，將過去

一個月的記錄影印即可或用附件所提供的禱告記錄表，使用禱告記錄表有助於禱

告的學習 )，禁食禱告操練請你自行列出過去曾操練的時間。� 團體禱告—請傳

道人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該項目處簽名。 

 

3. 遵守十一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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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十一奉獻是基督徒承認自己一切所擁有的都是屬上帝的，自己只是管家的標記。

傳道人如果自己沒有十一奉獻，如何能教導信徒要遵行十一奉獻的真理呢？ 

基本要求：過去一年要有清楚的十一奉獻記錄。 

評量方式：請教會司帳執事 (或財務同工) 確認其過去一年有十一奉獻的記錄，並請在

「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該項目處簽名。 

 

4. 時間管理  

 

說明：教會成長的關鍵在傳道人的領導力，而傳道人領導力的關鍵在自我管理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基本動作就是時間管理，而一個人守時與否則可彰顯出其時間管理的

能力。守時與否基本上反應出兩件事，一是其時間管理能力，因為時間管理不好

才會遲到。二是反應出其忠心的程度，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忠心；守

時，在約定好的時間準時出現是忠心、信實的基本操練。當然有些不可抗力因素

會使我們無法百分之百準時，但是經常性的遲到卻表達出一個人生活的態度，約

會遲到是不尊重他人時間的表現，聚會遲到是不尊重神的表現。 

基本要求：1 參加聚會或與人約定時間沒有遲到的習慣。2 個人及團隊時間運用有計

劃，且某種程度可按計劃的時間完成。 

評量方式：請傳道人及信徒領袖在「申請實習傳道之牧者、信徒領袖評估表」該題目

的選項處打 ˇ 。 

 

5. 自我認識  

 

說明：傳道人要有自知之明，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明白自己的優點，有助於自我形象的

提升；明白自己待成長之處，就有努力的目標，也提供屬靈導師協助其突破的方

向。 

基本要求：要能列出自己十方面的優點及十方面待成長之處。 

評量方式：� 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自行列出自己十方面的優點及十方

面待成長之處。� 請傳道人及信徒領袖在「申請實習傳道之牧者、信徒領袖評

估表」該項目處表達他們對其自我評估的看法 。 

 

6. 性格對付  

 

說明：品格是影響力的關鍵，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也就是由內在的生命決定，內在

生命就是品格或個性。我們要不斷地效法耶穌，結出聖靈的果子來，聖靈的果子

其實就是好品格。另外傳道人的事奉之一是幫助羊群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長，勝過

原本生命中的軟弱，經驗到真理使人得自由，生命比以前更豐盛。如果傳道人本

身沒有突破不好個性的經驗，那麼就很難鼓勵弟兄姐妹靠主改變不好的性情。 

基本要求：至少有一項自己知道不好的個性、心態或習慣，有過突破、成長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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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用300字以上的見證稿說明一項自己原本知道不好的個性、心態或習慣為何？

以及後來是如何突破、成長的。 

 

7. 人際關係 

 

說明：牧養教會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人際關係的挑戰，上帝的心意是要我們彼此相愛，這

是僅次於愛上帝的誡命。但撒旦則無所不用其極地要破壞人與人的關係，用各種

方式讓人彼此責怪、彼此抱怨、彼此仇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摩擦、衝突，

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我們不可能避免人際之間的摩擦、衝突 (差別在於嚴重的程

度而已)，但我們可以學習用好的方式去面對摩擦與衝突。如果說自己與人之間從

來沒有過摩擦、衝突，那是無知或自欺，這樣的人怎能成為好傳道人呢？ 

基本要求：至少有一次在與人的摩擦、衝突上，能勇敢地面對，有與人和好的經歷。 

評量方式：用300字以上的見證稿說明一次與人的摩擦、衝突為何？後來是如何面對的。 

 

8. 屬靈原則及習慣 

 

說明：我們的信念會決定我們採取什麼行動，我們的習慣會塑造我們的個性，有好的信

念與習慣會幫助我們持續地走在上帝的道路中，經歷上帝同在所帶來的祝福。 

基本要求：列出自己認為應該持守的屬靈原則 (至少五項，多多益善)；也列出自己已經

能夠持續維持至少半年的屬靈習慣 (至少三項，多多益善)。 

評量方式：請自行填寫「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所附的「屬靈原則表」及「屬靈

習慣表」。 

 

9. 基督化家庭 

 

說明：人必須先能夠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才能照管上帝的家。與家人的關係也反應出其

面對一般人際關係的原型。 

基本要求：為人兒女的要能孝敬父母。未婚者，男女關係要保持聖潔；已婚者，夫妻要

能彼此相愛，同心服事主。為人父母的要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 

評量方式：請傳道人及信徒領袖在「申請實習傳道之牧者、信徒領袖評估表」該項目

處表達他們對其家庭中人際關係的看法 。 

 

二.學識 

 

1. 對聖經有一定的熟悉度 

  

說明：傳道人最主要的職責是祈禱、傳道，所以對神的道要有一定的熟悉度。 

基本要求：� 聖經至少舊約讀過一遍，新約讀過兩遍。� 熟記基本金句三十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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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聖經讀過的次數。� 接

受金句測驗，七十分為合格，請傳道人協助進行該金句測驗。 

 

2. 上過基本裝備課程 

 

說明：傳道人接受裝備是終身學習的過程，內容基本上是由淺入深，所以要養成抓住各

種機會接受訓練的習慣，有目標、有系統地裝備自己。 

基本要求：受過至少五門基本裝備課程，堂會、區會、總會或其他符合福音信仰的機構

所開的課程、研習會、特會皆可計算在內。 

評量方式：填寫「受過裝備課程表」。 

 

3. 信義宗福音信仰的基本認識：  

 

說明：我們是屬於信義宗的教會，所以要對上帝透過信義宗給眾教會的屬靈產業有一些

認識，特別是因信稱義的福音。所用的方式是自行閱讀，讀書也是終身學習很好

的方式，透過大量閱讀，我們可以從歷世歷代許多偉大的屬靈導師有許多美好的

學習，我們要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看、往上爬。 

基本要求：至少讀過所列信義宗參考書籍中的三本以上。 

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所讀完的參考書籍。 

 

三.事奉 

 

1. 佈道 

 

說明：領人歸主是傳道人的事奉很重要的一環，也是教會成長的基礎。傳道人不一定要

有很強的個人佈道恩賜，但一定要有傳福音的操練及領人歸主的經歷，如此才能

鼓勵及訓練弟兄姐妹傳福音。 

基本要求：� 至少帶領過一個以佈道為取向的福音小組或策劃過一次佈道性的行動。� 

至少帶領過三個人作決志禱告。 

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 � 所帶領的福音小組或所

策劃過的佈道性行動，以及 � 帶領過作決志禱告者的名單 (可以是一對一帶領

作決志禱告或在小組、福音聚會中集體呼召決志者)。 

 

2. 造就  

 

說明：使人作門徒是大使命的核心，我們不單要領人歸主，還要幫助他們與基督的身體

連結，而幫助初信者受洗歸入教會是最基本的栽培工作。 

基本要求：上一項帶領過作決志禱告者，至少造就一個人到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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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所帶領受洗者的名單。 

 

3. 關懷、探訪新朋友 

 

說明：教會如果要有實質成長，除了要大開前門歡迎新朋友進來之外，還要想辦法關好

後門不讓新朋友來了又走，關懷、探訪新朋友是把他們留下來的基本動作。 

基本要求：來到教會的新朋友，至少有三個人因著其關懷、探訪而留下來穩定聚會。 

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因著其關懷、探訪而留下來

穩定聚會的者名單。 

 

4. 教導 

 

說明：在使萬民成為主門徒的過程中，其中一個環節是凡主所教導我們的，都要教訓他

們遵守。教導信徒明白真理也是傳道人重要事奉內容之一。 

基本要求：至少教導過一門課，學生在三人以上，每人平均出席率超過三分之二，時數

十小時以上。若教會是採取一對一陪讀為主要造就方式，請列出一對一帶領的人

及所上過的課程 (完整上完才算)，至少三人次以上。 

評量方式：填寫「教導課程表」，並附上學生出席表 (可用教會現成的上課點名表或填寫

所附表格)；或填寫教導操練表(一對一造就)。 

 

5. 傳信息 

 

說明：人信道是從聽道而來，而必須有人傳道，眾人才能有道可聽。傳道人顧名思義就

是必須要會傳道。 

基本要求：操練過五分鐘以上的短講 (小組、團契、牧區或任何正式聚會皆可)。 

評量方式：請交一篇曾經實際傳講過信息的「逐字稿」。 

 

6. 帶領敬拜、團體禱告  

 

說明：傳道人不單自己要會禱告，也要會帶領別人禱告，因禱告是教會復興之鑰，歷史

上任何一次屬靈的復興都和迫切禱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基本要求：可以帶領小組、牧區或團契的敬拜、禱告會。 

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所曾帶領的團體禱告聚會。 

 

7. 操練領導力 

 

說明：傳道人的重要職責之一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用另外一種形容方式就是要有領

導力，不單自己願意成為主耶穌的門徒，也要影響別人願意成為主耶穌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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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有成功帶領小組的經驗 (至少能帶領三位穩定的小組核心同工一起牧養組

員)，或團契有明顯的成長 (一年下來聚會人數增加超過 10% 或 5人)，或自己可

以帶領三位門徒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位可以穩定帶領其門徒 (一人以上)。 

評量方式：請在「實習傳道的基本要求完成表」上自行填寫該項目。 

 

四.弟兄姐妹的印證 

 

此方面為選修題，不一定非要評估不可，但是若能進行更為理想。希望堂會能安排機

會讓有心擔任實習傳道的弟兄姐妹在聚會中分享見證，然後設計回應單，用幾週的時間回

收。如果有超過十位以上的弟兄姐妹願意用按月或一次奉獻金錢(金額不拘)支持其擔任實

習傳道期間的生活費，一方面這是弟兄姐妹對其服事心志及恩賜的印證，「因為你的財寶

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太六：21)，我們答應要為其事奉代禱可能是禮貌性的回應，

如果願意奉獻金錢，並且填寫回應單(有憑有據)，代表經過較慎重的考慮。另一方面若已

有超過過十位以上的弟兄姐妹願意奉獻金錢，對堂會要支持實習傳道的生活費，經濟壓力

可以減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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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參考書目 
 
 

◎ 馬丁路德的生平與思想 
 
周天和。《路德點滴》。香港：道聲出版社。 

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改教先導馬丁路德傳記》。古樂人、陸中石譯。香港：道

聲出版社。 

傅瑞爾。《路德傳奇—馬丁路德的生平與思想》。徐炳堅譯。台北：道聲出版社。 
 
 
 

◎ 路德神學 
 
克爾。《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出版社。 

李廣生導讀、選讀。《馬丁路德—心靈小經典》。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台北：禮記出版社。 

科特˙艾倫。《九十五條與有關改教文獻考》。王建屏、鄭秀清合譯。香港：道聲出版社

年。 

保羅˙阿爾托依茲。《馬丁路德神學》。段琦、孫善玲合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

社。 

俞繼斌等。《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韋真爾。《十字架的神髓──路德的靈命觀》。李廣生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 

路德˙馬丁。《路德選集(上冊)》。徐慶譽、湯清合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路德˙馬丁。《路德選集(下冊)》。徐慶譽、湯清合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華達。《律法與福音》。關偉基，劉倩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 

喬治˙霍萊。《信與愛—路德的社會倫理觀》。香港：道聲出版社。 

《協同書》。香港：路德會文字部。 

 
 
 

◎ 信義宗教會史 
 
古勒本。《教會歷史》。李少蘭譯。香港：道聲出版社。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陳佐人譯。香港：基道書樓。 

奧連。《改教運動與大公教會》。鄧肇明譯。香港：道聲出版社。 

鄧紹光主編。《回到根源去—福音信仰與改教精神》。香港：基道書樓年。 

蕭克階。《認識信義宗教會》。香港：道聲出版社。 
 



A1-1 

 8 

 
 

◎ 福音神學講道法 
 

傅立德。《恩上加恩》。台北：道聲出版社。 
楊寧亞。《生根建造信息系列 1—十誡》。台北：道聲出版社。 
楊寧亞。《生根建造信息系列 2—使徒信經》。台北：道聲出版社。 
楊寧亞。《生根建造信息系列 3—主禱文》。台北：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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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台灣信義會現所使用的傳統崇拜禮儀，每一項神學意義都作了說明，雖然翻譯者自己添加的部分有

些許錯誤，但很有參考價值。現已絕版，但推薦以影印方式使用，台灣信義會的傳道人應該有這一本小

書。 
2 信徒級的崇拜入門書籍，由基督教各宗派自行介紹本身的崇拜特色。關於信義宗的崇拜，只有將近 20
面的簡介。宗派的廣度夠，但對於崇拜的神學深度、歷史背景、禮儀的項目，都介紹的很淺顯。 
3
 這是世界信義宗對於崇拜研究的論文集，在崇拜方面有精闢的神學分析，並對信義宗崇拜的本色化、

更新與發展，皆有神學性的實際建議。 
4
 介紹了各宗派的崇拜，是信義宗學者從崇拜沿革發展的角度所寫，較有一貫性與歷史深度。 

5
 這本學術性著作詳細探究了信義宗的傳統和神學在禮儀上面的的影響、應用與實踐。 

6
 雖然不是信義宗出版的書籍，但卻很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基督教崇拜的歷史與禮儀。同時也涵括了古今

各基督宗派，比「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那本書更好。這也是國外一般超宗派的福音神學院選用的教科

書。內容超宗派，但大體符合信義宗的福音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