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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福音神学院院讯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

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

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一三三1-3）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

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

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

体彼此相顾。」（林前十二22-25）

同心之福
诗篇一三三篇所描绘的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相爱，此为信徒团体生活极美善

的呈现；亦是神赐下宝贵应许的重要指标与根据。

此诗篇所要聚焦的信息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融洽相处是何等地甜蜜快乐，可以

见证神所命定给祂百姓的福气与永生。神的恩典是慷慨、丰富的，好像用得很奢华的

膏油，芬芳满溢圣殿；又像丰沛的露水，滋润以色列全地。神的恩典不是吝啬小气地只

赐福给某一族群、某个支派、某间教会或某位杰出的信徒，而是普遍赐给祂的百姓。

   理想境界与实际运作
然而，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今天教会的实际情况中，对诗篇一三三篇的境界似

乎只能望梅止渴，很难臻至如此境界。历史中，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间纷纷扰扰，曾发

生多次骨肉彼此残杀的悲剧（譬如士师记的记载）。哥林多教会虽是一个不缺恩赐的

教会，却纠纷不断。腓立比教会也不遑多让，因为两位女强人友阿蝶、循都基之间的

冲突，而分门结党（腓四2）。似乎恩赐越明显的人，越难以相处、同工，团体中惹

麻烦的往往是强者。由于恩赐明显，容易沾沾自喜，流于骄矜或争取肯定与地位；并

且要求别的肢体也应该展现同样的效率与贡献，不易体会或同情别人的平凡与软弱。

诗篇一三三篇是正面且理想的型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实际的操作面。前者让读

者心生向往，后者提供清醒良方；前者给予鼓励，后者则催促信众努力调整。所幸，

神提供的恩典是一样的，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的教会。

肢体彼此需要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用「身体」的比喻，说明教会中恩赐的本质及来源，以

及如何的分配与运作。圣灵是各种恩赐的唯一来源。「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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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午  休         息

14:20 回应： 回应：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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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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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总　          结16:50
     

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原有分别，神

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4-6节）身

体既是整体性；也是多元性。「就如身子是一个，却

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12

节）身体虽然是由不同肢体组成，但彼此相互需要，

无法隔绝。「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

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

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

子。」（15-16节）团队就好像身体，不是所有成员都

具有相同的功能或性格，若产生排斥现象，认为用不

着别人，这是自大；相对的，认为自身的恩赐不明显

或比不上别人，这是自怜。

团契的定义
德国信义宗神学家潘霍华给团契（广义的团契，指

教会）下的定义是：「透过基督，在基督里的甜美和

谐生活」（《团契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艺，1999

年修订版】，页6。以下的页数皆出自该书）；或「活

在神话语中的共同生活」（页27）。在神的话语中，

信徒每天重新找到救赎、称义、赦罪与福气。信徒需

要别的信徒向他讲述神的话。所以，团契的目的是：

彼此传讲救恩。既然彼此在基督里同为肢体，也就有

责任为弟兄的好处常来到基督前代求。通往别人最直

接的道路永远是透过向基督的祷告（页26）。

卢云神父给团体下的定义是：「你最不想看到的人

必然会在那里」。团体中难免有看不顺眼或难以同工的

肢体。有时甚至觉得难以忍受，几乎快要决定「不是他

走，就是我离开」。似乎以为只要把这种对团队没有贡

献，只会搞得鸡飞狗跳的人撤离，就会天下太平，团队

从此迈向康庄大道。然而，潘霍华却说：若把弱小的、

丑恶的和似乎无用的人排除在团契外，很可能就是把

基督赶走，因为基督正在叩贫穷弟兄家里的门。

保罗年轻时讲求同工的忠心与效率，因而嫌弃过马

可，为此他与巴拿巴起了争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

团队解散（徒十五37-39）。保罗似乎表现得忘恩负

义、过河拆桥，因为早先保罗曾逼迫基督徒，连门徒

都心生畏惧，唯有巴拿巴不单信任而且接待他（徒九

27），这回保罗却不愿意给马可机会。

然而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时，似乎对团队肢体关系

具有较和缓与成熟的牧者心态。「身上肢体人以为

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

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

美。」（林前十二22-23）每个团体都有麻烦人物，正

如每个家庭中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份子。保罗这段话常

帮助笔者较甘心乐意去接纳眼中视之为问题人物者。

稍后保罗在歌罗西书已全然接纳马可（西四10），马

可也不负保罗殷望，在保罗生平最后完成的提摩太后

书中，他慷慨地称赞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

处」（提后四11）。保罗逐渐修正团队服事之心态。

肢体生活是恩典的呈现
团契生活是恩典的呈现。信徒能一起生活在有形的

团契中，乃是唯独出于恩典，让我们预尝天国滋味。

生病、坐牢、分散在外的信徒若能有弟兄在附近，便

是神肉身临在的恩典记号（页4-5）。

保罗在监狱中，有弟兄服事陪伴他，成为他莫大的

安慰与支持，譬如推基古（弗六21；西四7）；以巴弗

提（腓二19）；阿尼西母（西四9）。后者曾经软弱犯

错，蒙保罗接纳而悔改，成为「有益处」的好同工。

对一个分散在外的肢体，弟兄的简短探望，一个祷

告或祝福，便是莫大的安慰（页6）。但是世人往往

在福中不知福；思念总在分离后。笔者是常旅行的

人，虽然受时差的限制，仍然会在海外记念正在聚会

中的团契。有时忘了为团契的聚会祷告，与外子通电

话时，一定会询问团契该周聚会的情形。有时在外旅

行，接到聚会结束正在聚餐的契友打来的越洋电话，

逐一与每位契友说几句话，倍感兴奋而满足。

「团体」的新定义
现代社会学说的「团体」（community）多半已经

超越了「地理性」的场所观念，它可以是一种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地理不能阻隔肢体的关怀、

支援与打气。团契也不局限于本地的肢体。当离开家

园，迁往异地寄居时，仍然可以在世界另一角落找到新

的属灵的家，仍可结交到其他教会中的英雄好汉。有一

天离开寄居之地再返回故乡，仍会怀念那些天涯海角的

异国肢体，原来团契可以是一种「可移动的空间」。

「团体」也未必能用时间来定义，可能每个人都拥有

好几个社交团体，教会或团契生活一周可能只占用生活

中的几个小时，然而时间多寡不代表重要性高低，往往

每天花最多时间的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教会或团契

生活代表的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连结，因为彼此是生命共

同体。美善的肢体生活，让人期待下一次的聚集。

团契不是理想的实现
团契不是理想的实现。团契远胜理想与抱负（页15）。

一旦将属人的梦想带到团契，必会阻碍真正的团契。

历史中很多运动之产生，是因为大公教会的无能、

腐败而兴起的，它们有共同的理想，一如中世纪的修

道运动，十八世纪的敬虔运动，与近代校园团契的学

生运动。大公教会有瑕疵、玷污与软弱，其中有各种

阶层、不同行业、教育程度、蕴含老弱妇孺各种年龄

层，会有意见冲突等等不尽理想的景况。但是神的心

意仍是在教会中；任何机构或运动不能取代教会中的

肢体生活。笔者大学时代接受校园团契很多的栽培训

练，但是那只是成长的中途站，至终需要回到教会中

去服事各阶层、各年龄的天路伴侣，学习过完整的肢

体生活，去体会人生的各种艰辛与奋斗。

信徒关系不是某种理想，乃是神在基督里所建立的

一种实在的关系，是人人得以参与的。我们愈明白团契

生活的根基、力量和应许，唯独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

就愈能心平气和地思想团契生活的意义（页19）。

本篇是2014年九月学前灵修会的讲章浓缩稿。完整的全文请见
2015年底新书《你在何处牧羊》（校园）

皮雷斯特博士

三一福音神学院宣教与人

类学教授

学历：

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学士

三一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

芝加哥大学硕士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

到三一福音神学院之前，皮博士曾任教于哥伦

比亚神学院（Columbia Biblical Seminary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issions）九年，服事经历丰

富，包括青年事工、助理牧师等。而多彩的宣教资

历源于，自幼生长于玻利维亚宣教士家庭，日后回

到南美洲，在秘鲁Aguaruna进行两年田野调查，专

门研究民间信仰以及如何使当地百姓成为基督徒。

皮博士的研究着重于：种族、民族学、文化、短

宣、金钱与宣教、宗教对话、宗教人类学、巫术、讲

道学等。在三一神学院，致力于指导博士班学生作跨

文化研究，过去十年已经帮助三十多人完成博士论

文。此外，也担任美国宣教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与福音宣教学会（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的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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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小区树倒照片

摄影：康旻杰

苏迪勒台风造成树倒严重，以台北市

为例，中广新闻网八月十日报导台北市

树木灾损统计，包括树枝折断、树干腰

折、树木连根拔起的灾损数目高达8300多

株，依据八月九日华视新闻，大安森林公

园之友基金会副执行长陈鸿楷说，「树的

断点都有腐朽菌」，台大园艺系教授张育

森说，「植穴太浅容易连根拔起」。中央社八

月九日报导高雄市被风吹倒的树木达一万三千多棵，市

长陈菊受访时表示「惨不忍睹，心在淌血」。本院蔡丽贞院长

亦感慨：「家门前一棵树十年前倒过，这次又倒了。枉费我天天看

它长大……」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北宋词人晏殊

《蝶恋花》中的名句或许巧合地呼应了台风后许多都市人的心声。

先不谈树木倒塌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看到家附近站了几十年的好树

不支倒地，实在难过。由于我人在国外，邻居康教授传照片给我，

说：「小区的好树毁了太多，你看到应会心疼。」两个妹妹也问：

「那些树树好可怜，难道要被丢掉了吗？」

端看圣经里面树木的面孔，首先会遇到创世记里面神凝视的目

光：第一章中描绘神看树是好。可以吃又可以长智慧的漂亮树也讨

人喜欢。没想到很快地发展到第三章伊甸园成为了禁区，生命树幽

幽地在园中成为一棵禁树，连于一条无人能及之路。人离开伊甸园

以后历经了城市的发展，创世记十八章叙述亚伯拉罕在树下遇见上

帝。三十章，雅各试着用树枝影响羊的繁殖。出埃及记提及树具

有水质净化功能。利未记十九章中，上帝要人给树三年的时间安

心成长。二十三章中，神要人拿着树枝和果子在祂面前一同欢乐。

二十五章吩咐禧年时不种、不割、不摘葡萄的休息制。申命记规划

在战争时期，结果的树木作为食物来源不可砍伐，不结果的树木其

木材则可用作围城工事。橄榄树上要留果实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列王记上描述心力交瘁的以利亞来到罗腾树下求死然后睡着。约拿

书里的乔纳则因一棵蓖麻的生死存亡，心情从狂喜急转直下以致崩

溃。上帝对約拿说：你对一棵萍水相逢（一夜发生，一夜干死）的

蓖麻都如此爱惜，难道我不该爱惜尼尼微这个大城市吗？里面有

十二万多的人和许多牲畜啊。

你爱惜吗？
圣经中的树木和其文化背景虽然古老，其中的生态功能、环境

规划准则以致「护树」精神于我们却不陌生。或许我们需要一点

提醒，一点更多的心有灵犀。约拿书中的「爱惜」之希伯来文，

BDB与Strong解释为怜悯、同情的意思（to pity, look upon with 

compassion）。约拿书中上帝言谈间同理乔纳的苦情，也期待乔纳

以同理响应。风灾后原本挺立多年的树受了重伤倒在路边，枝干根

系撕裂、树叶渐渐干枯，树其实还在呼吸，枝干已被锯

断清运，工作人员「锯树锯到手软」（八月十日联合

报）。或许树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人的辛苦我们也未能

分担。爱上帝的人若能将心比心、爱屋及乌，相信更

能了解当初尼尼微城以至于现在我们的城市所需要的救

恩，以及上帝怜悯的心肠。

依据世界银行2014报告，全球人口有53.5%居住于都

市地区（注1），台湾都市人口更是超过七成。都市里的

树，大多是公部门计划栽植，民众大多不知道每天经过

的这些路树，他们的来龙去脉。正如约拿书四章10节中

上帝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

乔纳爱惜那棵救他脱离（日晒）苦楚的蓖麻，我们是否

珍惜都市里面身边这些默默遮荫、阻隔噪音、供虫鸟搭

窝（虽然有人觉得鸟叫很吵）、给我们季节的信息、天天

行光合作用释放新鲜空气的好树呢？乔布记中，乔布斩

钉截铁地说：「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

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

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伯十四

7-9）乔布强调的「指望」，或许正因为他观察到树木

有休眠期和再生能力，看起来死了的树不见得是失去指

望。以我看，乔布可堪称圣经中的树木权威。

此次「苏迪勒」（Soudelor）台风变成「树倒了」台

风，不少人关心树木倒在那里垂头丧气生死未卜该是如

何。我认为有几个努力的方向：第一、像

乔纳，真真实实的体会树木的好处；第

二、学乔布，切切实实增进阅读树木

的能力。

除了平时多读书读树、捻花惹草增加生态素养，此次风

灾可实际参与各项救援行动与后续评估，陪辛苦的里长

出外巡视，在安全范围内一起急救作树医生，也可共同

研拟小区合作的「树木风险管理」与「台风季前护树工

作」。另外，可实际操作的具体行动建议尚包括以企

业、团体、机关学校、个人名义申请参与各县市政府的

「公园绿地及行道树认养」（台北市政府的部分，请参

考台北市政府工务局路灯工程管理处网页）。个人或教

会参与环境清洁、植栽浇水、杂草拔除、树木扶正、草

皮植栽修剪、设施损坏通报等工作。不但很好玩、还可

以锻炼体魄（因为超级累）。透过共同照顾公共环境、

连结小区邻里关系是自然且直接的爱的表现。公园处副

处长黄淑如于灾后表示北市府会针对树木的损害状况评

估「移除」还是「扶正」。看到此新闻，为能扶正重生

的树感到安慰，或萌生「我也想了解怎么评估」的想

法，或许离乔布的境界，也离上帝的胸怀不远了。 

注释：

1.calculated using World Bank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urban ratio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依据联合国都市化预测与世界银行人口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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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有些教会重视灵修，却几乎沦为个人活动，

与社会彻底脱节；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怀，经常是信

仰的附属品，而不是核心关怀。另一方面，有些教

会投身社会行动，致力民主改革，追求公平正义，

但在缺乏灵性基础的尝试下，行动可能沦为个人欲

望的投射，或是轻忽执政掌权者的力量，无法带领

群体或社会进入更完全的共善。

 我们往往错以为灵修与行动是对立的，然而灵修

不只是行动的催化剂，还是一切行动的本源。若不

是看见十字架的道路，达格•哈马舍尔德无法在联合

国忠心服事，因应各国诡谲多变的情势；若不是在

耶稣身上看见受苦者的身影，特蕾莎修女不会坚持

仁爱修会在印度垂死之家的行动，照顾那些边缘与

贫穷的人；金恩博士若不是看见上帝真实地参与在

世界之中，不会发起黑人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实践

人人自由平等的梦想。

周学信博士借着十位神国梦想家的事迹，展现这些

灵修大师如何受圣灵引导，进入群体、迈向行动。

原来上街头、参与公共事务的背后，都源于他们生

命中深层稳健的灵性基础，推动他们展开行动，致

力于社会的更新。这十堂课是教会迫切需要思辨与

对话的素材，让教会群体不会只寻求一种安静退缩

的生命，也不会单单冀求现世改变的社会行动，反

倒透过灵性的操练、默观的祈祷、委身于正义和和

平的行动，让上帝终末的国度的盼望，彰显在于我

们所处之地。

减少用纸∣收阅中文电子版《华神院讯》减少用纸∣收阅中文电子版《华神院讯》

谢谢您收阅中文院讯印刷版。为减少砍伐林

木，保护森林，若您也想一起为环保出力，诚

邀您从下一期开始，改为收阅电子版院讯。感

谢您为保护地球出一分力！

您只需将以下资料E-mail至 info@ces.org.

tw，从下期院讯开始，您便会收到电子版《华

神院讯》。

姓名、华神之友编号、联络电话、E-mail
□ 我欲收取华神电子版院讯。

□ 我可自行上网浏览，请暂停邮寄。

灵修不是基督徒的另类选项灵修不是基督徒的另类选项

而是一切行动的原点！而是一切行动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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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神扩校第一期建设工程所需经费约七亿伍仟

万元，至今已募集新台币一亿七仟六佰万余

元，尚不足五亿七仟

三佰多万元，请您举

起代祷的手与我们同

工，相信在天上的父

必供应我们所需，丰

富的预备。

扩校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全学年需要
（预估） 七月份收入

104学年度
累积收入

104学年度
实际支出

累计收支差距

      兴建费用 七月份奉献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神已将桃园县八德市长安街的新校地赐给华神，后续工作包括向教育部立案、地目变更、
新校区建筑费用。

学

院
简 讯

欢迎使用手机扫瞄此 QR code
链接至「华神在线奉献系统」

2015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基督、教会与公共神学—从太阳花学运到占中行动》
由财团法人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台湾神学院与

华神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会与公共神学—从太阳花

学运到占中行动」研讨会将于9月7日上午9时至下午5

时举行，地点在台大法学院霖泽馆国际会议厅（台北

市辛亥路及复兴南路口），邀请香港中神副院长江丕

盛博士、卫理神学院代理院长吴基仁博士、台湾神学

院院长陈尚仁博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许家馨

博士、华神院长蔡丽贞博士、灵粮神学院长谢宏忠博

士等一时之选担任讲员，内容精彩可期。欢迎上网报

名：http://goo.gl/forms/g1mUB4cQ1d。

《第一届基督徒网络应用研讨会》
「第一届基督徒网络应用研讨会」将于10月5日（周

一）上午9时至下午5时，假华神六楼礼堂举行，期望透

过基督徒网络工作者的分享，让牧者们了解最新网络

相关趋势，进而提高教会及信徒对信息的敏感度，亦

让众人了解不同单位基督教网络工作之概况，及熟悉

可用之基督教网络工具。机会难得，请即上网报名。

《2015台北研经培灵会10/5～7举行》
2015年台北研经培灵会即将于10月5～7日假台北

基督徒南京东路礼拜堂举行，此次主题为「虚拟的世

代•真实的门徒」。下午研经时间分别为华神周学信老

师主讲「后现代门徒与跟随耶稣」、「后现代门徒与消

费主义」、「后现代门徒与虚拟世界」及基督门徒训练

神学院王良玉院长主讲「你要如何跟随耶稣？」、「你

要如何服事耶稣？」、「你要如何迎见耶稣？」；培灵时

间则为华神吴献章老师以「从逃避到顺服的门徒－約

拿」、「从破镜到重圆的门徒－何西阿」、「从被掳到归

回的门徒－但以理」等探讨此次主题。欢迎华神之友、

教会同道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属灵圣筵。相关问题请

上网www.bible.org.tw查询。联络：0936-543-295。

《教牧博士科寒期课程出炉》
教牧博士科寒期课程出炉，共有三门。2016年1月

19-22日「情绪与真理」，由傅立德老师教授，傅老师

前后在华神曾担任兼任教师达30年之久，主授神学、

教牧辅导、敬拜；2016年1月26-29日「释经讲道—

释经学与语言学的进路」，由吴荣滁老师教授，吴

老师目前为美国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Lowell主任牧师，亦为圣经新译本跨世纪版启示录经

文之审订委员；最后一门「教会青少年事工」，则由

多位牧长、老师轮流授课，阵容坚强，包括：淡大企

管系专任副教授洪英正老师、火把行道会主任牧师杨

永民牧师、屏东和平长老教会主任牧师葛兆昕牧师、

江子翠行道会主任牧师张振华牧师、台湾神学院基督

教关顾与协谈硕士组主任钱玉芬老师。欢迎上华神网

站「教牧博士科」浏览相关讯息。

教育部立案进度

（1）7月3日接获教育部复审会议正式记录 

（6月16日举行复审会议）。

（2）7月17日回复会议记录决议部分，并将申

请书印制三十五本送教育部，等待通知

下一立案流程－召开私校审议会议。

新校地地目变更准备工作进度

（1）7月3日发出配合公函给新桃供电营运处，

台湾省自来水公司第十二区管理处，桃

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八德区公所。

（2）7月6 、20日已收到桃园市政府及台电回函。

新校设计工作进度

（1）7月1日建筑师事务所与本院各相关部门进

行细部讨论会议（分五大部分：文教大

楼，大礼堂，餐厅厨房，宿舍，图书馆）。

（2）7月22日建筑师事务所来院作修正设计后

说明，并加入机电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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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之旅圣地之旅／曾劭恺

2015/10/17、11/14、12/122015/10/17、11/14、12/12

周六上午9:00～12:00行前上课周六上午9:00～12:00行前上课

2016/1/14～25前往圣地2016/1/14～25前往圣地

☆前25位报名者享团费4,000元优惠☆

选课专线：(02)2365-9151转202、204、264

报名方式：网络报名http://tee.ces.org.tw〈学生入口〉或传真选课 (02)2365-5885

缴费截止：新生9月8日、旧生9月11日  课程起迄时间：9月21日至12月31日

推广教育处推广教育处  2015学年度上学期（秋）课程一览表2015学年度上学期（秋）课程一览表

周一课程（晚上7：00～9：20）

01.实用司琴法初阶＊下午2:00～4:20 王佩伶

02.希伯来书 史弘扬

03.声乐（上）＊晚上7:00～8:10 蔡慧卿

04.声乐（下）＊晚上8:10～9:20 蔡慧卿

05.群体动力与我 邱瑞英

06.杰里迈亚书与哀歌 黄立仁

07.宣教心视野                      麦裕沛•彭怀冰等

周二课程（晚上7：00～9：10）

08.敬拜配器法＊下午2:00～4:10 王佩伶

09.敬拜礼仪学 白嘉灵

10.福音书导读 陈琇嫆

11.基督教伦理学 王文基

12.实用司琴法中阶＊晚上7:00～8:05 杨美惠

13.实用司琴法高阶＊晚上8:05～9:10 杨美惠

14.诗歌教唱与音乐基础训练 蔡慧卿

15.诗班指挥与敬拜赞美之训练 陈威婷

16.过程序团契带领与教导 李培立 

周三课程（晚上7：00～9：10）

17.基础司琴入门＊下午3:50～6:00 王俐俐

18.基督徒经济金钱观 胡业民

19.宗教改革与信仰生活 金振宇

20.彼得前后书归纳法查经 饶孝榛

21.华人地区宗教与文化 潘秋郎

周四课程（晚上7：00～9：10）

22.声乐（下）＊上午11:00～12:10  骆惠珠

23.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下午2:00～4:20 骆惠珠

24.声乐（上）＊下午4:20～6:40 骆惠珠

25.神学英文（上） 徐成德

26.基础读经（上） 马倩平

27.实用司琴法初阶 王俐俐

28.教育事工理论与实践 魏玉琴 

周五课程（晚上7：00～9：30） 

29.旧约历史书导读 左大萱

30.犹太文化与节期 王维莹

31.婚前教育与辅导                  邱维超•延玲珍

网络神学远距课程全球选读

32.实用释经学                      陈济民

      同步在线讨论：周五晚上09:30～10:30

                                                网络导师：邱昭文

33.系统神学（下）              David F. Wells

        同步在线讨论：周三晚上10:00～11:00 

                                                网络导师：李衍炀

湖光基督教会

34.基督教神学（下） 李建儒

9/22～12/8＊周二晚上7:00～9:30

天母感恩堂教室

35.基督教神学（上） 王瑞珍

9/22～11/24＊周二晚上7:00～9:40

台中慕义堂教室

36.诗歌智慧书导读10/3•17•31、11/14•28 蔡筱枫

        周六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室

37.保罗书信导读10/24、11/7•21、12/5•19 张奇军

        周六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合作及海外地区（课程简介备索）

38.福音书导读（台湾艺起发光促进协会） 陈美如

8/6～10/15＊周四上午9:00～12:00

39.实用释经学（创启地区）9/5•6、10/10•11 蔡丽贞

40.实用释经学（救世传播协会） 张奇军

9/29～12/1＊周二下午3:00～6:00

41.改变生命的教与学（林口灵粮堂） 唐立娟

9/30～12/15＊周三晚上7:30～10:00

42.诗歌智慧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蔡筱枫

11/7、12/5、1/9、2/20

43.咨商理论与技巧（香港但以理） 林蔚芳

11/14、12/5、1/9、2/13

44.诗歌智慧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许雅虹

11/14、12/12、1/16、2/20

45.大小先知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胡伟骐

11/21、12/19、1/23、2/27

46.福音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华秉珠

11/28、12/26、1/23、2/27

网络交互式多媒体圣经学苑全球选读

＊14门课程，详见网页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