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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蔡麗貞

《團契生活》(一)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倫的頭
上，流到鬍鬚，又流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露降在錫安山；因為在那裡有耶
和華所命定的福，就是永遠的生命。」 （詩一三三1-3）
「不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更是不可少的。身上肢體，我們看為不體面
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不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不著
裝飾；但神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類，總
要肢體彼此相顧。」（林前十二22-25）

同心之福
詩篇一三三篇所描繪的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相愛，此為信徒團體生活極美善
的呈現；亦是神賜下寶貴應許的重要指標與根據。
此詩篇所要聚焦的信息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融洽相處是何等地甜蜜快樂，可以
見證神所命定給祂百姓的福氣與永生。神的恩典是慷慨、豐富的，好像用得很奢華的
膏油，芬芳滿溢聖殿；又像豐沛的露水，滋潤以色列全地。神的恩典不是吝嗇小氣地只
賜福給某一族群、某個支派、某間教會或某位傑出的信徒，而是普遍賜給祂的百姓。

理想境界與實際運作
然而，無論是舊約的以色列人或今天教會的實際情況中，對詩篇一三三篇的境界似
乎只能望梅止渴，很難臻至如此境界。歷史中，以色列十二支派之間紛紛擾擾，曾發
生多次骨肉彼此殘殺的悲劇（譬如士師記的記載）。哥林多教會雖是一個不缺恩賜的
教會，卻糾紛不斷。腓立比教會也不遑多讓，因為兩位女強人友阿蝶、循都基之間的
衝突，而分門結黨（腓四2）。似乎恩賜越明顯的人，越難以相處、同工，團體中惹麻
煩的往往是強者。由於恩賜明顯，容易沾沾自喜，流於驕矜或爭取肯定與地位；並且
要求別的肢體也應該展現同樣的效率與貢獻，不易體會或同情別人的平凡與軟弱。
詩篇一三三篇是正面且理想的型態；哥林多前書十二章是實際的操作面。前者讓
讀者心生嚮往，後者提供清醒良方；前者給予鼓勵，後者則催促信眾努力調整。所
幸，神提供的恩典是一樣的，無論是舊約的以色列人，或是新約的教會。

肢體彼此需要
哥林多前書十二章，保羅用「身體」的比喻，說明教會中恩賜的本質及來源，以
及如何的分配與運作。聖靈是各種恩賜的唯一來源。「恩賜原有分別，聖靈卻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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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原有分別，神
卻是一位，在眾人裡面運行一切的事。」（4-6節）身
體既是整體性；也是多元性。「就如身子是一個，卻
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12
節）身體雖然是由不同肢體組成，但彼此相互需要，
無法隔絕。「設若腳說：『我不是手，所以不屬乎身
子』；它不能因此就不屬乎身子。設若耳說：『我不
是眼，所以不屬乎身子』；它也不能因此就不屬乎身
子。」（15-16節）團隊就好像身體，不是所有成員都
具有相同的功能或性格，若產生排斥現象，認為用不
著別人，這是自大；相對的，認為自身的恩賜不明顯
或比不上別人，這是自憐。

團契的定義
德國信義宗神學家潘霍華給團契（廣義的團契，指
教會）下的定義是：「透過基督，在基督裡的甜美和
諧生活」（《團契生活》【香港：基督教文藝，1999
年修訂版】，頁 6 。以下的頁數皆出自該書）；或
「活在神話語中的共同生活」（頁27）。在神的話語
中，信徒每天重新找到救贖、稱義、赦罪與福氣。信
徒需要別的信徒向他講述神的話。所以，團契的目的
是：彼此傳講救恩。既然彼此在基督裡同為肢體，也
就有責任為弟兄的好處常來到基督前代求。通往別人
最直接的道路永遠是透過向基督的禱告（頁26）。
盧雲神父給團體下的定義是：「你最不想看到的人必
然會在那裡」。團體中難免有看不順眼或難以同工的
肢體。有時甚至覺得難以忍受，幾乎快要決定「不是
他走，就是我離開」。似乎以為只要把這種對團隊沒
有貢獻，只會搞得雞飛狗跳的人撤離，就會天下太平，
團隊從此邁向康莊大道。然而，潘霍華卻說：若把弱小
的、醜惡的和似乎無用的人排除在團契外，很可能就
是把基督趕走，因為基督正在叩貧窮弟兄家裡的門。
保羅年輕時講求同工的忠心與效率，因而嫌棄過馬
可，為此他與巴拿巴起了爭論，兩人後來分道揚鑣，
團隊解散（徒十五 37-39 ）。保羅似乎表現得忘恩負
義、過河拆橋，因為早先保羅曾逼迫基督徒，連門徒
都心生畏懼，唯有巴拿巴不單信任而且接待他（徒九
27），這回保羅卻不願意給馬可機會。
然而保羅在寫哥林多書信時，似乎對團隊肢體關
係具有較和緩與成熟的牧者心態。「身上肢體人以
為軟弱的，更是不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不
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不俊美的，越發得著俊
美。」（林前十二22-23）每個團體都有麻煩人物，正
如每個家庭中或多或少都有問題份子。保羅這段話常
幫助筆者較甘心樂意去接納眼中視之為問題人物者。
稍後保羅在歌羅西書已全然接納馬可（西四 10 ），
馬可也不負保羅殷望，在保羅生平最後完成的提摩太
後書中，他慷慨地稱讚馬可「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益
處」（提後四11）。保羅逐漸修正團隊服事之心態。

肢體生活是恩典的呈現
團契生活是恩典的呈現。信徒能一起生活在有形的

2

團契中，乃是唯獨出於恩典，讓我們預嚐天國滋味。
生病、坐牢、分散在外的信徒若能有弟兄在附近，便
是神肉身臨在的恩典記號（頁4-5）。
保羅在監獄中，有弟兄服事陪伴他，成為他莫大的
安慰與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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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曾經軟弱犯
錯，蒙保羅接納而悔改，成為「有益處」的好同工。
對一個分散在外的肢體，弟兄的簡短探望，一個禱
告或祝福，便是莫大的安慰（頁 6 ）。但是世人往往
在福中不知福；思念總在分離後。筆者是常旅行的
人，雖然受時差的限制，仍然會在海外記念正在聚會
中的團契。有時忘了為團契的聚會禱告，與外子通電
話時，一定會詢問團契該週聚會的情形。有時在外旅
行，接到聚會結束正在聚餐的契友打來的越洋電話，
逐一與每位契友說幾句話，倍感興奮而滿足。

「團體」的新定義
現代社會學說的「團體」（community）多半已經
超越了「地理性」的場所觀念，它可以是一種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地理不能阻隔肢體的關懷、
支援與打氣。團契也不侷限於本地的肢體。當離開家
園，遷往異地寄居時，仍然可以在世界另一角落找到新
的屬靈的家，仍可結交到其他教會中的英雄好漢。有一
天離開寄居之地再返回故鄉，仍會懷念那些天涯海角的
異國肢體，原來團契可以是一種「可移動的空間」。
「團體」也未必能用時間來定義，可能每個人都擁有
好幾個社交團體，教會或團契生活一週可能只佔用生活
中的幾個小時，然而時間多寡不代表重要性高低，往往
每天花最多時間的可能是最不重要的事情。教會或團契
生活代表的是在基督裡的生命連結，因為彼此是生命共
同體。美善的肢體生活，讓人期待下一次的聚集。

團契不是理想的實現

時間：2015.11.2-4

團契不是理想的實現。團契遠勝理想與抱負（頁15）。
一旦將屬人的夢想帶到團契，必會阻礙真正的團契。

地點：中華福音神學院

歷史中很多運動之產生，是因為大公教會的無能、
腐敗而興起的，它們有共同的理想，一如中世紀的修
道運動，十八世紀的敬虔運動，與近代校園團契的學
生運動。大公教會有瑕疵、玷污與軟弱，其中有各種
階層、不同行業、教育程度、蘊含老弱婦孺各種年齡
層，會有意見衝突等等不盡理想的景況。但是神的心
意仍是在教會中；任何機構或運動不能取代教會中的
肢體生活。筆者大學時代接受校園團契很多的栽培訓
練，但是那只是成長的中途站，至終需要回到教會中
去服事各階層、各年齡的天路伴侶，學習過完整的肢
體生活，去體會人生的各種艱辛與奮鬥。
信徒關係不是某種理想，乃是神在基督裡所建立的
一種實在的關係，是人人得以參與的。我們愈明白團
契生活的根基、力量和應許，唯獨是出於耶穌基督，我
們就愈能心平氣和地思想團契生活的意義（頁19）。
本篇是2014年九月學前靈修會的講章濃縮稿。
完整的全文請見2015年底新書《你在何處牧羊》（校園）

皮雷斯特博士
三一福音神學院
宣教與人類學教授
學歷：
哥倫比亞聖經學院學士
三一福音神學院道學碩士
芝加哥大學碩士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
到三 一 福 音 神 學院 之 前，皮 博 士曾任 教 於 哥
倫 比 亞 神 學 院（Columbia Biblical Seminary and
Graduate School of Missions）九年，服事經歷豐富，
包括青年事工、助理牧師等。而多彩的宣教資歷源
於，自幼生長於玻利維亞宣教士家庭，日後回到南
美洲，在祕魯 Aguaruna 進行兩年田野調查，專門
研究民間信仰以及如何使當地百姓成為基督徒。
皮博士的研究著重於：種族、民族學、文化、
短宣、金錢與宣教、宗教對話、宗教人類學、巫
術、講道學等。在三一神學院，致力於指導博士
班學生作跨文化研究，過去十年已經幫助三十多
人 完 成 博 士 論 文。 此 外， 也 擔 任 美 國 宣 教 學 會
（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與福音宣教學
會（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的副會長。

講員：Dr. Robert J. Priest
報名：9/1 至 10/23 截止，請於華神網站報名，免費入場
聯絡：（02）2365-9151*219 仵主任或 *212 許主任
11 ／ 2 （一）
09:00
10:30

向保羅學習如何面對
福音與文化的衝突

10:30
10:50
10:50
12:20

15:50
16:20
16:20
16:50

把人類學實際應用於
福音與文化的衝突
休

宣教中如何處理
與中華文化認同的問題

中 午
14:20
15:50

11 ／ 3（二）

回應：
中國事工再思

教會如何面對現代
「多元性別」的問題

息

普世宣教新模式
──從短宣談起
休

11 ／ 4（三）

如何面對
非基督徒的世界觀

息

回應：
台灣教會短宣再思

回應：
跨文化宣教再思

Q＆A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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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目前於英國愛丁堡大學攻讀生態神學博士，為本院公共神學培育師資

蘇迪勒颱風造成樹倒嚴重，以台北市
為例，中廣新聞網八月十日報導台北市
樹木災損統計，包括樹枝折斷、樹幹腰
折、樹木連根拔起的災損數目高達8300多
株，依據八月九日華視新聞，大安森林公
園之友基金會副執行長陳鴻楷說，「樹的
斷點都有腐朽菌」，台大園藝系教授張育
森說，「植穴太淺容易連根拔起」。中央社八
月九日報導高雄市被風吹倒的樹木達一萬三千多棵，市
長陳菊受訪時表示「慘不忍睹，心在淌血」。本院蔡麗貞院長
亦感慨：「家門前一棵樹十年前倒過，這次又倒了。枉費我天天看
它長大……」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樓，望盡天涯路。」北宋詞人晏殊
《蝶戀花》中的名句或許巧合地呼應了颱風後許多都市人的心聲。
先不談樹木倒塌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看到家附近站了幾十年的好樹
不支倒地，實在難過。由於我人在國外，鄰居康教授傳照片給我，
說：「社區的好樹毀了太多，你看到應會心疼。」兩個妹妹也問：
「那些樹樹好可憐，難道要被丟掉了嗎？」
端看聖經裡面樹木的面孔，首先會遇到創世記裡面神凝視的目
光：第一章中描繪神看樹是好。可以吃又可以長智慧的漂亮樹也討
人喜歡。沒想到很快地發展到第三章伊甸園成為了禁區，生命樹幽
幽地在園中成為一棵禁樹，連於一條無人能及之路。人離開伊甸園
以後歷經了城市的發展，創世記十八章敘述亞伯拉罕在樹下遇見上
帝。三十章，雅各試著用樹枝影響羊的繁殖。出埃及記提及樹具
有水質淨化功能。利未記十九章中，上帝要人給樹三年的時間安
心成長。二十三章中，神要人拿著樹枝和果子在祂面前一同歡樂。
二十五章吩咐禧年時不種、不割、不摘葡萄的休息制。申命記規劃
在戰爭時期，結果的樹木作為食物來源不可砍伐，不結果的樹木其
木材則可用作圍城工事。橄欖樹上要留果實給寄居的和孤兒寡婦。
列王記上描述心力交瘁的以利亞來到羅騰樹下求死然後睡著。約拿
書裡的約拿則因一棵蓖麻的生死存亡，心情從狂喜急轉直下以致崩
潰。上帝對約拿說：你對一棵萍水相逢（一夜發生，一夜乾死）的
蓖麻都如此愛惜，難道我不該愛惜尼尼微這個大城市嗎？裡面有
十二萬多的人和許多牲畜啊。

你愛惜嗎？

根系撕裂、樹葉漸漸乾枯，樹其實還在呼吸，枝幹已被
鋸斷清運，工作人員「鋸樹鋸到手軟」（八月十日聯
合報）。或許樹的痛苦我們不知道，人的辛苦我們也未
能分擔。愛上帝的人若能將心比心、愛屋及烏，相信更
能了解當初尼尼微城以至於現在我們的城市所需要的救
恩，以及上帝憐憫的心腸。
依據世界銀行2014報告，全球人口有53.5%居住於都
市地區（注1），台灣都市人口更是超過七成。都市裡的
樹，大多是公部門計畫栽植，民眾大多不知道每天經過
的這些路樹，他們的來龍去脈。正如約拿書四章10節中
上帝說：「這蓖麻不是你栽種的，也不是你培養的…。」
約拿愛惜那棵救他脫離（日曬）苦楚的蓖麻，我們是否
珍惜都市裡面身邊這些默默遮蔭、阻隔噪音、供蟲鳥搭
窩（雖然有人覺得鳥叫很吵）、給我們季節的信息、天
天行光合作用釋放新鮮空氣的好樹呢？約伯記中，約伯
斬釘截鐵地說：「樹若被砍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生
長不息；其根雖然衰老在地裡，幹也死在土中，及至得
了水氣，還要發芽，又長枝條，像新栽的樹一樣。」（伯
十四7-9）約伯強調的「指望」，或許正因為他觀察到樹
木有休眠期和再生能力，看起來死了的樹不見得是失去
指望。以我看，約伯可堪稱聖經中的樹木權威。

除了平時多讀書讀樹、捻花惹草增加生態素養，此次風
災可實際參與各項救援行動與後續評估，陪辛苦的里長
出外巡視，在安全範圍內一起急救作樹醫生，也可共同
研擬社區合作的「樹木風險管理」與「颱風季前護樹工
作」。另外，可實際操作的具體行動建議尚包括以企
業、團體、機關學校、個人名義申請參與各縣市政府的
「公園綠地及行道樹認養」（台北市政府的部分，請參
考台北市政府工務局路燈工程管理處網頁）。個人或教
會參與環境清潔、植栽澆水、雜草拔除、樹木扶正、草
皮植栽修剪、設施損壞通報等工作。不但很好玩、還可
以鍛鍊體魄（因為超級累）。透過共同照顧公共環境、
連結社區鄰里關係是自然且直接的愛的表現。公園處副
處長黃淑如於災後表示北市府會針對樹木的損害狀況評
估「移除」還是「扶正」。看到此新聞，為能扶正重生
的樹感到安慰，或萌生「我也想了解怎麼評估」的想
法，或許離約伯的境界，也離上帝的胸懷不遠了。
注釋：

1.calculated using World Bank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urban ratio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依據聯合國都市化預測與世界銀行人口估計。

此次「蘇迪勒」（Soudelor）颱風變成「樹倒了」颱
風，不少人關心樹木倒在那裡垂頭喪氣生死未卜該是如
何。我認為有幾個努力的方向：第一、像
約拿，真真實實的體會樹木的好處；第
二、學約伯，切切實實增進閱讀樹木
的能力。

倒照片
民生社區樹
杰
攝影：康旻

聖經中的樹木和其文化背景雖然古老，其中的生態功能、環境
規劃準則以致「護樹」精神於我們卻不陌生。或許我們需要一點
提醒，一點更多的心有靈犀。約拿書中的「愛惜」之希伯來文，
BDB 與 Strong 解釋為憐憫、同情的意思（ to pity, look upon with
compassion ）。約拿書中上帝言談間同理約拿的苦情，也期待約
拿以同理回應。風災後原本挺立多年的樹受了重傷倒在路邊，枝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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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立案進度
（1）7 月 3 日接獲教育部複審會議正式記錄（6
月16日舉行複審會議）。

靈修不是基督徒的另類選項
而是一切行動的原點！

院

簡 訊

《基督、教會與公共神學—從太陽花學運到佔中行動》
由財團法人中華二十一世紀智庫協會、台灣神學院
與華神聯合主辦的「基督、教會與公共神學—從太
陽花學運到佔中行動」研討會將於 9 月 7 日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舉行，地點在台大法學院霖澤館國際會議廳
（台北市辛亥路及復興南路口），邀請香港中神副院
長江丕盛博士、衛理神學院代理院長吳基仁博士、台
灣神學院院長陳尚仁博士、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
許家馨博士、華神院長蔡麗貞博士、靈糧神學院長謝
宏忠博士等一時之選擔任講員，內容精彩可期。歡迎
上網報名：http://goo.gl/forms/g1mUB4cQ1d。

（2）7月17日回覆會議記錄決議部分，並將申
請書印製三十五本送教育部，等待通知下
一立案流程－召開私校審議會議。

新校地地目變更準備工作進度
（1）7月3日發出配合公函給新桃供電營運處，
臺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八德區公所。
（2）7月6、20日已收到桃園市政府及台電回函。

《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

新校設計工作進度
（1）7 月1日建築師事務所與本院各相關部門
進行細部討論會議（分五大部分：文教大
樓，大禮堂，餐廳廚房，宿舍，圖書館）。
（2）7月22日建築師事務所來院作修正設計後
說明，並加入機電設計部分。
現今有些教會重視靈修，卻幾乎淪為個人活動，
與社會徹底脫節；對社會與政治的關懷，經常是信
仰的附屬品，而不是核心關懷。另一方面，有些教
會投身社會行動，致力民主改革，追求公平正義，
但在缺乏靈性基礎的嘗試下，行動可能淪為個人慾
望的投射，或是輕忽執政掌權者的力量，無法帶領
群體或社會進入更完全的共善。

華神擴校第一期建設工程所需經費約七億伍仟
萬元，至今已募集新台幣一億七仟六佰萬餘
元，尚不足五億七仟
三佰多萬元，請您舉
起代禱的手與我們同
工，相信在天上的父
必供應我們所需，豐
富的預備。

學

我們往往錯以為靈修與行動是對立的，然而靈
修不只是行動的催化劑，還是一切行動的本源。若
不是看見十字架的道路，韓瑪紹無法在聯合國忠心
服事，因應各國詭譎多變的情勢；若不是在耶穌身
上看見受苦者的身影，德蕾莎修女不會堅持仁愛修
會在印度垂死之家的行動，照顧那些邊緣與貧窮的
人；金恩博士若不是看見上帝真實地參與在世界之
中，不會發起黑人的非暴力抗爭運動，實踐人人自
由平等的夢想。

「第一屆基督徒網路應用研討會」將於10月5日（週
一）上午 9時至下午5時，假華神六樓禮堂舉行，期望
透過基督徒網路工作者的分享，讓牧者們了解最新網
路相關趨勢，進而提高教會及信徒對資訊的敏感度，
亦讓眾人了解不同單位基督教網路工作之概況，及熟
悉可用之基督教網路工具。機會難得，請即上網報名。

減少用紙∣收閱中文電子版《華神院訊》
謝謝您收閱中文院訊印刷版。為減少砍伐林
木，保護森林，若您也想一起為環保出力，誠
邀您從下一期開始，改為收閱電子版院訊。感
謝您為保護地球出一分力！

2015年台北研經培靈會即將於10月5～7日假台北基督
徒南京東路禮拜堂舉行，此次主題為「虛擬的世代•
真實的門徒」。下午研經時間分別為華神周學信老師主
講「後現代門徒與跟隨耶穌」、「後現代門徒與消費主
義」、「後現代門徒與虛擬世界」及基督門徒訓練神學
院王良玉院長主講「你要如何跟隨耶穌？」、「你要如
何服事耶穌？」、「你要如何迎見耶穌？」；培靈時間則
為華神吳獻章老師以「從逃避到順服的門徒－約拿」、
「從破鏡到重圓的門徒－何西阿」、「從被擄到歸回的
門徒－但以理」等探討此次主題。歡迎華神之友、教
會同道與弟兄姐妹踴躍參加屬靈聖筵。相關問題請上
網www.bible.org.tw查詢。聯絡：0936-543-295。

您只需將以下資料 E-mail 至 info@ces.org.
tw，從下期院訊開始，您便會收到電子版《華
神院訊》。

姓名、華神之友編號、聯絡電話、E-mail
□ 我欲收取華神電子版院訊。
□ 我可自行上網瀏覽，請暫停郵寄。

2015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5年7月1日～2016年6月30日

項

這 些靈修大師如何受聖靈引導，進入群體、邁向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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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寒期課程出爐，共有三門。 2016 年 1 月
19-22 日「情緒與真理」，由傅立德老師教授，傅老
師前後在華神曾擔任兼任教師達 30 年之久，主授神
學、教牧輔導、敬拜； 2016 年 1 月 26-29 日「釋經講
道—釋經學與語言學的進路」，由吳榮滁老師教授，
吳老師目前為美國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Lowell 主任牧師，亦為聖經新譯本跨世紀版示錄經文
之審訂委員；最後一門「教會青少年事工」，則由多
位牧長、老師輪流授課，陣容堅強，包括：淡大企管
系專任副教授洪英正老師、火把行道會主任牧師楊永
民牧師、屏東和平長老教會主任牧師葛兆昕牧師、江
子翠行道會主任牧師張振華牧師、台灣神學院基督教
關顧與協談碩士組主任錢玉芬老師。歡迎上華神網站
「教牧博士科」瀏覽相關訊息。

《2015台北研經培靈會10/5～7舉行》

周學信 博士藉著十位神國夢想家的事蹟，展現
動。原來上街頭、參與公共事務的背後，都源於他
們生命中深層穩健的靈性基礎，推動他們展開行
動，致力於社會的更新。這十堂課是教會迫切需要
思辨與對話的素材，讓教會群體不會只尋求一種安
靜退縮的生命，也不會單單冀求現世改變的社會行
動，反倒透過靈性的操練、默觀的祈禱、委身於正
義和和平的行動，讓上帝終末的國度的盼望，彰顯
在於我們所處之地。

《教牧博士科寒期課程出爐》

歡迎使用手機掃瞄此 QR code
連結至「華神線上奉獻系統」

目

全學年需要
（預估）

七月份收入

104學年度
實際支出
5,944,162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奉獻

70.000,000
3.700,000
2.340,000
5.860,000

1,837,181
139,347
400
86,903

1,837,181
139,347
400
86,903

合

82.500,000

2,063,831

2,063,831

計

擴校基金

單位：新台幣元

104學年度
累積收入

56,620
313,700
6,314,482

累計收支差距
-4,106,981
139,347
-56,220
-226,797
-4,250,651

興建費用

七月份奉獻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750,000,000

265,100

176,218,442

-573,78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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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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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專線：(02)2365-9151轉202、204、264
報名方式：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傳真選課 (02)2365-5885
繳費截止：新生9月8日、舊生9月11日 課程起迄時間：9月21日至12月31日

推廣教育處 2015學年度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週一課程（晚上7：00～9：20）
王珮伶
01.實用司琴法初階＊下午2:00～4:20
史弘揚
02.希伯來書
蔡慧卿
03.聲樂（上）＊晚上7:00～8:10
蔡慧卿
04.聲樂（下）＊晚上8:10～9:20
邱瑞英
05.群體動力與我
黃立仁
06.耶利米書與哀歌
麥裕沛•彭懷冰等
07.宣教心視野
週二課程（晚上7：00～9：10）
08.敬拜配器法＊下午2:00～4:10
09.敬拜禮儀學
10.福音書導讀
11.基督教倫理學
12.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05
13.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05～9:10
14.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15.詩班指揮與敬拜讚美之訓練
16.過程式團契帶領與教導

王珮伶
白嘉靈
陳琇嫆
王文基
楊美惠
楊美惠
蔡慧卿
陳威婷
李培立

週三課程（晚上7：00～9：10）
17.基礎司琴入門＊下午3:50～6:00
18.基督徒經濟金錢觀
19.宗教改革與信仰生活
20.彼得前後書歸納法查經
21.華人地區宗教與文化

王俐俐
胡業民
金振宇
饒孝榛
潘秋郎

週四課程（晚上7：00～9：10）
駱惠珠
22.聲樂（下）＊上午11:00～12:10
23.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駱惠珠
駱惠珠
24.聲樂（上）＊下午4:20～6:40
徐成德
25.神學英文（上）
馬倩平
26.基礎讀經（上）
王俐俐
27.實用司琴法初階
魏玉琴
28.教育事工理論與實踐
週五課程（晚上7：00～9：30）
左大萱
29.舊約歷史書導讀
王維瑩
30.猶太文化與節期
邱維超•延玲珍
31.婚前教育與輔導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陳濟民
32.實用釋經學
同步線上討論：週五晚上09:30～10:30
網路導師：邱昭文
33.系統神學（下）
David F. Wells
同步線上討論：週三晚上10:00～11:00
網路導師：李衍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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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基督教會
34.基督教神學（下）
9/22～12/8＊週二晚上7:00～9:30

李建儒

天母感恩堂教室
35.基督教神學（上）
9/22～11/24＊週二晚上7:00～9:40

王瑞珍

台中慕義堂教室
36.詩歌智慧書導讀10/3•17•31、11/14•28 蔡筱楓
週六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室
37.保羅書信導讀10/24、11/7•21、12/5•19
週六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合作及海外地區（課程簡介備索）
38.福音書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8/6～10/15＊週四上午9:00～12:00
39.實用釋經學（創啟地區）9/5•6、10/10•11
40.實用釋經學（救世傳播協會）
9/29～12/1＊週二下午3:00～6:00
41.改變生命的教與學（林口靈糧堂）
9/30～12/15＊週三晚上7:30～10:00
42.詩歌智慧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11/7、12/5、1/9、2/20
43.諮商理論與技巧（香港但以理）
11/14、12/5、1/9、2/13
44.詩歌智慧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11/14、12/12、1/16、2/20
45.大小先知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11/21、12/19、1/23、2/27
46.福音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11/28、12/26、1/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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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地之旅／曾劭愷
、12/12
2015/10/17、11/14
2015/10/17、
11/14、
週六上午9:00
週六上午
～12:00
行前上課
9:00～
12:00行前上課
前往聖地
2016/1/14～25
2016/1/14～
25前往聖地

☆前25位報名者享團費4,000元優惠☆

張奇軍

陳美如
蔡麗貞
張奇軍
唐立娟
蔡筱楓
林蔚芳
許雅虹
胡偉騏
華秉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