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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感謝神的恩典，以及過去所有忠心代禱，奉獻

支持，關心神學教育的華神之友。自創校以

來，因著上帝的保守和憐憫，華神得以蒙神使

用。四十年來，華神一共培育了一千六百名全職傳道

人，他們在世界各地堅守崗位，忠心事奉；在各地的

延神教育上，華神也裝備了至少八萬人次以上的信徒

領袖。這些數字看來不少，但我們不敢有絲毫自滿。

面對福音尚未傳遍全地，我華人同胞得救信主的比例

猶低，這樣巨大的挑戰，使我們深知責任的艱鉅。為

此，華神必須不斷更新成長，以造就更多合神心意的

時代工人來滿足這個世代的需要。

投考華神的學生，都是學有專精、靈命活潑、愛神

愛人、矢志奉獻，情願放下世上的纏累，接受神國最

嚴格訓練的基督精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藉著立

案、擴校及師資培育這三個方向的努力，華神盼望在

未來的四十年間，能夠培育出四千名以上的全職傳道

人，並幫助普世的華人教會裝備至少二十萬人次以上

的信徒領袖。這個目標，既是神的託負，也是華神無

可推諉的責任。

感謝主！人類的盼望在於耶穌的福音，社會的希望

在於教會的復興，教會的興衰和信徒的生命則在於

傳道人的質與量。因此，您對華神的關心、代禱和支

持，是關乎教會發展和福音廣傳的絕對關鍵。在這重

要的時刻，盼望您能和我們同工同行，並常常為我們

代禱。

財務需要與奉獻方式

一、一般經常費：每年需要八千萬元。

可指定項目如下：

(1) 經常費用（人事、行政、教學、圖書、資訊、

培訓特殊地區等開支）

(2) 學生助學金（供應經濟上有需要的同學）
(3) 宣教基金（幫助神學生海外短宣經費、及支持

宣教士等）

(4) 設備增添維修費

二、八德校區建校經費：第一期工程經費四億元（未

來進一步擴建約需二億元）；共建 4,000坪建築

等；即每坪經費為 10萬元。您可以坪數為單位，

為建校經費認獻。

三、專任師資培育計劃：經費三千六百萬元（2013年

至2022年共十年）

計劃培育神學博士十二位，每位每年支持美金二

萬元（約台幣60萬元），最長支持五年為限。領

域包含新約、舊約、系統

神學、教會歷史及實

踐神學等；此十二

位師資之加入，

可將現有師資陣

容增加二分之

一，並足以滿

足新舊兩校同

時之需要。

■副院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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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迎接新的一年，我們能獻給神的是什麼呢？

                華神即將邁開大步，向著標竿直跑，

                誠願「我心尊主為大」，並為我們禱告，所做都榮神益人。

【院長室】

1.為華神大家庭的靈命長進代禱，更愛主事主、更彼

此相愛。

2.華神盼望增聘師資，正逐步推行儲備師資計劃。求

天父賞賜給華神學有專精，有美好靈命，並忠心事

奉主的老師。

3.期盼2013年能在教育部立案的申請上有顯著的進

展。

4.求天父供應我們包括經常費八千萬元、儲備師資計

劃與擴校第一期建築經費四億元求神供應。

【教務部˙神學碩士科】

1.為三月份兩次神學講座籌備禱告，特別記念兩位講

員Craig Blomberg、Oswald Bayer，求主使用講員

所分享的內容造就教會。

2.為舊約新老師何世莉的簽證申請與適應新環境。

3.學院所需的新約、宣教專任師資，求主繼續帶領預

備。

4.請為同學們的身心靈代禱，課業壓力、教會服事、

家庭生活等等，求神賜恩，使他們在進修中得大喜

樂！

【企劃處】

1.為推廣華神的異象與理念，微電影「往前！可安」

已於十二月完成。期盼這部微電影能在世界各地華

人教會帶出屬靈的影響力，並支持華神未來擴校與

立案事工。

2.三月在高雄與花蓮將舉辦兩場研經特會，分別為8∼

9日（花蓮場）、16∼17日（高雄場）。請為籌備

事工代禱。

3.為2013全年華神院訊的編排與邀稿禱告，華神有回

應時代議題的責任，求主使用文字事工傳遞屬靈供

應。

4.請為企劃處團隊守望—同工群有企劃、美編、文

字、多媒體影像等事工，求主加添智慧與心力，在

服事中經歷有主同在的恩典。 

【總務處】

1.為日益擁擠的校舍禱告，不論是宿舍、教室、用

餐、兒童活動的空間等，都有極大的需求，求神賜

下智慧，使安排都能合宜。

2.所有需要在外奔波的同工，舟車往返都得神保守，

同工們以喜樂的心服事。

3.感謝神賞賜會計同工張亭亭姐妹產業，產假期間，

求神恩待代理的同工工作順利，沒有差錯。

【牧育部】

1.為學生在實習過程中，能積極學習並操練傳道人事

奉上的基本功夫，學習健康教會的運作及發展模

式，墊定他們日後服事的良好基礎。

2.為同學能善用學院提供四次的專業輔導補助，在原

生家庭、核心家庭、人際關係、領導角色等方面有

正面及更深入的自我覺察及調整，以期日後成為健

康的傳道人，帶出美好的服事果效。

3.為同學們在不景氣的環境中，仍能經歷神信實的供

應，在經濟上不致缺乏。

【延伸部】

1.求主繼續保守、引導、使用現有的老師，為了新的

發展，也求主讓我們能夠找到足夠的、合適的新老

師。

2.延伸教育是一種終身學習，求主帶領畢結業生常常

回廠維修並昇級，也求出繼續打發更多新同學加入

學習行列。

3.除了繼續加強實體教室現場教學，遠距教學（網

路、DVD、CD、廣路廣播、混搭教學等）也將進一

擴展，求主施恩引領保守。

【研發部】

■教牧博士科

1.為到本科來進修的牧者日益增多感謝神，元月22-25
日「釋經學」及元月29日-二月1日「教會家庭事

工」報名人數均超過限額。願神記念授課老師的辛

勞，更賜福進修的牧者們。

2.為因應選課人數增加的狀況，今年暑期將增開一門

課，期望可以改善各班人數過多的情況。

■宣教中心

1.請為白德禮老師的身體康復，以及下階段治病、療

養順利代禱。

2.請為近年踏上宣教工場的校友代禱，無論在語言學

習、跨文化生活適應、開拓新事工、同工相處、人

身平安、簽證居留，都有主的同在與保守。

3.請為今年暑假短宣各隊同學都有美好的：服事學

習、團隊凝聚、性格修剪及生命成長代禱。

■研究中心

1.為華神期刊第四期順利出刊感恩，也為有更多讀者

代禱。求神賜福這本學術期刊能服事更多華人的神

學與教會。

2.請為華神期刊第五期邀稿、審稿、編輯、出刊順利

代禱。

■教牧中心

1.感謝主，因著2012年有機會探訪台東、台中、嘉

義、高雄等區的校友，透過交通分享，更深體會校

友在事奉上的甘苦。在37-39屆的校友退修會中與牧

者們有美好互動、交流。分別在台東、台中兩場的

聖經講座，看到參加的校友和弟兄姐妹們對神話語

的渴慕而深受感動。

2.新的一年，盼望有機會探望各地校友及續辦校友退

修會；建立教牧專題資源共享平台；連結中南部校

友的教會，依地方性的需要舉辦聖經或神學、教牧

講座。

■青少年研訓中心

1.更新「以教會為本」青少年輔導訓練四階段的課程

內容和教學方式。

2.分別與四間重點教會合作，共同研發「深化青少年

門徒帶領」的新模式。

3.持續與十來間教會合辦「國、高、大讀經營」，以

生根建造青少年的信仰基礎。

華神行政同工華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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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廿八章記敘了三個小故事。這三個小故事

各有特色，同時也有其共通之處，又透過因果、對比

等關係串接在一起。

第1 個故事：耶穌復活了（廿八1~10）

第一個故事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那被釘十字架的耶

穌復活了！此處讓人覺得奇特的是：馬太福音的作者

一向不太在意時間，卻開宗明義地指出這令人驚訝的

事是發生在「七日的頭一日」（v1）。

從猶太人的角度來說，七日的頭一日，並不是什麼

了不起的日子。因為安息日才是他們生活的中心，也

是透過遵守安息日的「不做任何工」，來顯出他們與

世上其它民族的不同：惟獨他們與上帝立約；惟獨他

們有被揀選的記號！而今，這位按著猶太人所承受的

彌賽亞啟示而來的耶穌，祂最與眾不同的作為－從死

裡復活－卻不是選在安息日，原因何在？為什麼不選

在安息日，好讓以色列知道他們渴望的安息，可以透

過復活的耶穌而成就？！

選在七日的頭一日，就表象而言，是猶太人從自以

為的「不同」（遵守安息日），回到和其他人沒什麼

不同的生活（一般的日子）中，而耶穌的復活就在這

樣的日子裡發生了。

要探究這一日的意義，我們得回到聖經歷史的第一

個「頭一日」，那是上帝創造之功開始的日子。從那

一天起，空虛不再，混沌消失，生命繁衍，四季交

替，處處充滿了生命的喜悅。遺憾的是這創造交響曲

不多時就變了調，人被試探所勝，成為罪的俘虜，以

致爭鬥、嫉妒、仇恨、苦毒成了伊甸園外永不落幕的

戲碼；死亡是每一個人共同的結局；黑暗、冰冷、絕

望已然是世界的枷鎖！

耶穌復活了！這個在舊世界的一個小角落發生的

事件，為人類世界開啟了一扇新的門，舊的一切要

成為過去，新的創造就此展開。原來的世界使人憂

愁，新的世界卻是如天使對婦女所說的「不要害怕」

（v5），也如耶穌所說的「願你們平安」（v9）！亞
當、夏娃的躲藏終於可以結束，人不需要再逃避神的

面，耶穌要祂的門徒赴約！有趣的是，耶穌差遣天使

傳話給婦女，卻沒有差遣天使傳話給門徒。事實上，

在天使之後，耶穌自己對婦女說話，吩咐她們告訴門

徒，往加利利去，祂要在那裡見他們。這些婦女是舊

創造中那不可靠的夏娃的後代，是羅馬社會中說話沒

有見證力的女人，卻是新創造中的第一批使者！

第2個故事：世界的權柄與差遣（廿八11~15）

在婦女們前去執行任務之時，受命看守墳墓的兵丁

帶著驚恐萬分的心情進城去了。他們應該要看守死

人，誰知道竟然遇見從未聽聞的死人復活，問題是

這種事誰會相信呢？如何往上呈報呢？然而，「隱藏

不報」不在選項之內。他們在進城的路上有多麼地掙

扎，實在不難想像。

這幾個士兵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們人生最奇特

的夜晚還沒有結束，他們的失職，沒有使他們人頭落

地，丟官或停職調查，甚至沒有人對他們口頭申誡

一番，臨到他們的反而是一筆豐厚的賞金（v12）！
不但如此，他們還被指派參加脫口秀，到處去以現場

目擊證人的身份指控耶穌的門徒，這些目無法紀的人

竟然在他們因公務繁忙，過於疲倦以致不小心睡著之

際，進行一場駭人聽聞的盜屍行動。至於他們如何在

睡著的情形下，仍然能對發生的事瞭如指掌，那應該

不會有太多人注意到。至於，現在既然知道嫌犯的身

分，為何不去善盡職責地將這些人捉拿到案，以維善

良風俗，這也是不必太擔心的問題。歷史證明大部分

的人，一點也不在乎真理，只要是第一手報導，聳動

的語言，勁爆的標題，外加一點寫實的圖片，那就能

創造高收視率。舊世界運作的原則是精巧的虛幻。至

於會在意的人－那些如巡撫一類的高官，舊世界有另

一套運作的原則可以對付他們。只要有適當的利益交

換，再高位的人也會閉口不言。

第3個故事：天國的權柄與差遣（廿八16~20）

這故事的場景，與前兩個故事不同。事件發生不是

在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而是在加利利─耶穌成長

的地方。相對於第二個故事中祭司長和長老用金錢、

地位來建構權威、發號施令，這裡則是耶穌以順服、

犧牲，顯明祂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v18）。不
但如此，這至高的權柄還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現。

原來天使要婦女們傳話給「耶穌的門徒」（v7），
耶穌卻稱他們為「我的弟兄」（v10）。然而，耶穌
對門徒如此親愛的態度，似乎沒有得到相對應的回

報。的確，門徒見了祂就拜祂（v17），然而，他們

並非全心全意、毫無保留，他們當中仍然有人疑惑 
（v17）！他們已經一路從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現在

又從耳朵聽聞到親眼所見，可是他們仍然疑惑。在前

一段中，兵丁散播謊言，一副義正辭嚴的樣子，在這

一段中，門徒面對真理，卻是跨不出以自我經驗為中

心的框架。稀奇的是，耶穌，這位真正天地的大君王

卻不以為忤，祂沒有責備，祂完全接納。

在前一段中，祭司長和長老交付兵丁任務，在這一

段，耶穌同樣地吩咐門徒，他們的任務是宣揚耶穌所

吩咐的，並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v19）。

這位擁有一切權柄，已經從死裡復活的主，選擇差

派的對象不是那些任祂差遣的天使、天軍，而是願意

相信、願意敬拜，但卻仍有疑惑的門徒。為什麼呢？

因為福音的大能正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當這

些仍有疑惑的人傳講他們親身的經歷時，他們自己也

正在經歷神為他們個人所預備的福音！

樸實的真理至終要勝過捏造的謊言。表面上看來，

這些門徒在政治的勢力之下不堪一擊，然而，耶穌宣

告：當門徒按著祂的吩咐去行的時候，他們就會經歷

耶穌的同在，無論在什麼時候、不管到什麼地方，耶

穌都會與他們同在。那位在馬太福音一開頭所介紹的

以馬內利的神，成了門徒最好的幫助和指引。

這是馬太福音的最後一章，但是故事還沒有完結。

第三個故事正如耶穌所說的，將不斷地上演直到世界

的末了，我們一棒傳一棒，不單單是因為第二個故事

的效力（那用金錢、權勢所散播的謊言）仍在我們周

圍，更是因為我們願意順服耶穌的權柄，渴慕耶穌的

同在，盼望與別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華神當初的設立、今日的事奉，正是為了這個偉大

的使命。在學院的整全目標和各部門各司其職之下，

教牧中心將持續關心從華神畢業，奉差遣往世界各地

各方的校友，也盼望落實深化與教會的關係，期盼透

過中心到各地的探訪、在各地舉辦的教牧講座，以及

正在規劃中的教牧資源平台，我們一同分擔使人做門

徒的事工，一同分享主同在的喜樂，一同經歷疑惑變

為見證的成長。

■教牧中心主任／胡維華

■遠距教學中心

華神遠距教學中心為因應華人教會需要，已製

作一系列的聖經與神學多媒體DVD課程，請為

未來在訓練機構與教會內教學之使用與推廣工

作代禱，任何教會或訓練單位有此需求者，歡

迎與我們聯繫。

【圖書館】

1.請為是否建置「遠端讀者認證系統」代禱：

圖書館考慮是否要建置「遠端讀者認證系

統」，以方便師生在校外也可以使用館內的

電子資源（線上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

書）。求神帶領，並賜同工智慧，能在系統

的使用效益與經費上作審慎評估。

2.請為圖書館每日例行工作（資料的採購蒐

集、分類編目、借閱流通，以及回覆讀者諮

詢、資料利用指引等工作）代禱，求神保守

各環節運作順暢，並賜同工熱情，在工作流

程上能不斷地改善、進步。

【校友會】

1.自101年十月起，校友會每月發行兩期「校友

電子報」，讓畢業校友有一個交通平台。希

望各區校友能繼續提供即時訊息，好讓我們

能適時表達關懷，有效代禱。

2.華神董事會正積極推動立案各項事務，期待

全球各地校友都能關懷母校，為華神迫切代

禱。

3.請海內外各地區校友們，多與各地區分區理

事緊密聯繫，彼此聯絡關懷。也歡迎與我們

密切聯繫，若有任何建議或需要，也請不吝

指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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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是我們對神的愛的自然流露，是神榮耀的彰顯。

若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若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若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80295,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5H 3X5

2012學年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2年7月1日∼2013年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建校

奉獻基金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設備增添維修

合 計

全學年需要 十一月份收入
七至十一月

累積收入

七至十一月

預計支出
收支差距

28,811,535
813,000
595,170

5,514,960

35,734,665

-2,948,844
-35,355

-159,116
-3,855,220

-6,998,535

新校區建設基金 十一月份收入 累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1,210,906 171,938,921 -428,061,079

65,226,500
2,043,500
1,896,000
7,834,000

77,000,000

6,196,418
264,445
109,010
524,637

7,094,510

神已將桃園縣八德市長安街的新校地賜給華神，後續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變更、新校區建築費

用。第一期需4億元，預計2017年完工，未來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25,862,691
777,645
436,054

1,659,740

28,736,130

師資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Dr. 
Blomberg

C raig

布魯姆伯格 神學講座

時    間：3月4.5日／每天三堂：8:30-10:00‧10:30-12:00‧19:30-21:00

地    點：中華福音神學院／六樓禮堂

主    題：3／4（一） 從經文到講章：耶穌的比喻

 From Text to Sermon: The Parables of Jesus

3／5（二） 富與貧：聖經、神學的反思

 Riches & Poverty: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講員簡介：布魯姆伯格博士（Dr. Craig Blomberg）為美國丹佛神學院傑出新約教

授，已撰寫及編輯出版約二十本專著。

● ●

時    間：3月25.26日
地    點：中華福音神學院／六樓禮堂

主    題：3／25（一）10：00 ~12：00 成為路德學者的心路歷程

How I became a Luther Scholar ?

19：30~ 21：30 權威與批判：信義宗的範疇

Authority and Critique: Dimensions of a Lutheran

3／26（二）10：00 ~12：00 以稱義為神學的基礎與界限

Justification as the Basis and Boundary of 

Theology

19：30~21：30 與路德共同面對現代

With Luther in the present

講員簡介：拜爾博士（Dr. Oswald Bayer）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榮退神學教授，著有

多本路德神學論述，已翻成中文的為《路德神學─當代解讀》（鄧肇

明譯），香港道聲2011年出版。

Dr. 
Bayer

O swald

拜爾博士 神學講座
● ●

《2013 年國內外招生1/7受理報名》
華神自元月7日（週一）起，開始受理國內外考生

報名，海外考生至4月14日（主日）截止，國內考生

5月24日（週五）截止。報考資格為：(1)受洗或堅信

(振)禮三年以上；(2)大學畢業者或具四年制神學士學

位且至少有二年全職事奉經驗者，或專科畢業者（二

專、三專、五專）則需加修15-30學分；(3)清楚奉神

差遣，決意一生專心專職事奉主者，或在職場以專

業事奉者均可報名。報名費用：海外考生美金140元

（新台幣3,800元）、國內1,800元。敬請留意所有報

名書表、報名費及繳付相關證明文件需備齊，始算完

成報名。

招生相關事宜請洽：校本部02-23659151分機258
曾姊妹，或上華神網站查詢，http://www.ces.org.tw。

竭誠歡迎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們前來受裝備，也企盼

眾教會及牧長們推薦肢體前來華神受訓。懇求莊稼的

主使用華神，打發工人接受裝備並收割祂的莊稼！

另神學碩士科亦同步招生，海外考生至4月5日（週

五）報名截止，4月19日（週五）舉行海外考生筆

試，5月9日（週四）則公告海外考生錄取名單；5月3
日（週五）國內考生報名截止，5月17日（週五）舉

行國內考生筆試，敬請考生留意時間。

《2013 年校本部招生行事曆》
1/07  國內外招生，開始受理報名

4/14  海外考生報名截止

5/04  海外考生筆試

5/17  公告海外可參與口試名單

5/24  國內考生報名截止

《2013 研經特會今春舉辦》
為幫助眾教會弟兄姐妹更多認識聖經真理，由華神

主辦，中華福音神學交流促進協會、校園福音團契、

基督教論壇社、國度復興報等單位協辦的「2013研經

特會」，將分別於3月8∼9日假高雄、16∼17日假花

蓮兩地舉行。由本院周功和院長擔任講員，主講《哥

林多前書》與《創世記》。

近幾年，台灣的基督徒有增加的趨勢，教會也跟著

茁壯與成長。相對著教會也面臨許多來自信徒的種種

問題。此次，周院長將藉《哥林多前書》一書在婚姻

議題、祭拜食物、跨文化宣教、屬靈恩賜及基督的奧

秘與復活等議題上作逐一探討。

《創世記》是整本聖經的基礎，也是一卷打開聖經

的鑰匙。它值得信徒們深入的瞭解，因其中包含了上

帝對人類的心意，及十字架救恩的核心。這次研經會

周院長將從神的名、神的創造、人的墮落、神的應

許，從文學結構及科學理論作系列探討。聯絡電話：

02-23659151轉分機212企劃處。

■高雄
時間：3/8（週五）19:30∼21:30

3/9（週六）09:00∼12:00‧13:30∼16:00
講題：哥林多前書

地點：高雄七賢路禮拜堂／高雄市七賢一路467號

■花蓮
時間：3/16（週六） 09:00∼12:00‧13:00∼15:00 

18:00∼19:30 青年崇拜

講題：創世記

地點：花蓮美崙浸信會／花蓮市民族路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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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專線：(02)2365-9151轉202、204、264或傳真 (02)2365-5885
或E-mail:tee@ces.org.tw或網路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
報名截止：新生2月6日、舊生2月7日   課程起迄：2月25日至6月8日

延伸制2012學年度下學期（春）課程一覽表

8

旅遊課程搶先報
現在報名，暑期出發 

保羅行蹤 II：盟約之旅
8/10∼24前往土耳其、希臘及塞浦路斯等三國，共15天
6/15、29、7/13、27，週六上午上午9:00∼12:30行前上課

1/11前報名享團費4,0004,000元優惠

32.聖經倫理學 周功和‧周一心
面授日2/26晚上7:00∼9:00 網路導師：王翠億

33.系統神學（上） John Jefferson Davis
面授日2/27晚上7:00∼9:00 網路導師：孫以理

台北佳音教會教室

34.民間信仰與福音策略 王瑞珍
＊2/25∼5/6，週一晚上6:50∼9:40

35.實用釋經學＊2/23∼5/4，週六9:50∼12:40 馬倩平

台北天母感恩堂教室

36.福音書導讀 邱昭文
＊2/19∼4/23，週二晚上7:00∼9:40

37.詩歌智慧書導讀 萬宇光
＊5/7∼7/16，週二晚上7:00∼9:40

台北衛理堂教室＊3/7∼5/30，週四晚上7:00∼9:30
38.使徒行傳 陳明正

林口靈糧堂教室＊2/27∼5/22，週三晚上7:30∼10:00
39.福音書導讀 華秉珠

台中慕義堂教室

40.使徒行傳＊3/16、30、4/20、27、5/4 陳美如
＊週六上午8:40∼12:00 & 下午1:10∼3:30

台南三一堂教室

41.使徒行傳＊3/2、16、4/20、5/4、18 華秉珠
＊週六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高雄信愛教會教室＊3/2∼5/25，週六上午9:30∼12:00
42.教學原理與教學法 杜榮華

旅遊課程（已額滿，本期僅受理候補）
43.保羅行蹤 I：土耳其之旅 陳美如

2/23、3/9、23上午9:00∼12:00行前上課
4/1∼14前往土耳其，共14天 

海外地區（課程簡介備索）
44.歷代教會復興史 廖元威

3/9、4/13、5/11、6/8，香港但以理學院
45.詩歌智慧書導讀 羅時淳

3/16、4/20、5/18、6/15，香港但以理學院
46.基礎讀經（下） 左大萱

3/23、4/27、5/25、6/22，香港但以理學院
47∼48.基督教神學（中） 王瑞珍

2/26∼3/9，北義大利二地區

網路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讀
＊14門課程，詳見網頁http://fungclass.fhl.net/index.html

週一（晚上7：00∼9：10）

01.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2:00∼4:10 王珮伶

02.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05 駱   虹
03.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05∼9:10 駱   虹
04.詩歌教唱與音樂基礎訓練 蔡慧卿

05.塑造生命的教學 楊敦興‧焦如品

06.撒母耳記上、下 胡維華

07.歡慶更新生命成長IV 張復民‧謝豐慶

週二（晚上7：00∼9：10）

08.實用司琴法高階＊下午2:00∼4:10 王珮伶

09.聖經與輔導 徐宗琦

10.保羅書信導讀 于厚恩

11.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5 楊美惠

12.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5∼9:30 楊美惠

13.聲樂（上）＊晚上7:00∼8:05 蔡慧卿

14.聲樂（下）＊晚上8:05∼9:10 蔡慧卿

15.以賽亞書 吳獻章

16.青少年牧養理念與輔導 林芳治

週三（晚上7：00∼9：10）

17.基督教世界觀 周功和

18.摩西五經導讀 張家麟

19.基礎讀經（下） 萬宇光

20.實用司琴法初階 翁慕光

週四（晚上7：00∼9：20）

21.聲樂（下）＊上午11:00∼12:10 駱惠珠

22.用聲樂方法說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駱惠珠
23.聲樂（下）＊下午4:20∼5:30 駱惠珠

24.聲樂（上）＊下午5:30∼6:40 駱惠珠

25.教牧書信 魏啟源

26.神學英文（下） 楚岳恩

27.基督教神學（下） 王瑞珍

28.青少年體驗活動與動態反思力 李培立‧林芳治

週五（晚上7：00∼9：20）

29.教會事奉與精神醫學初階 吳光顯

週六（上午9：00∼13：00）

30.約翰福音＊3/2、9、16、23、4/13、20、27 康來昌

網路神學遠距課程全球選讀（面授地點／華神）

31.啟示錄 陳濟民

面授日4/15晚上7:00∼9:00 網路導師：華秉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