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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2016年，将会是所有华神人全体总动员的一年，主的慈爱和恩典孕育了这可爱的园地，培育出传播爱的园丁们，
他们将行在神的道上，辛勤耕耘，照顾散布在世界各角落爱的种子！

主啊！我们会紧紧跟随，也祈求祢仍然将福气和平安赐给每个忠心的华神人！阿们！

院长室2015年华神在申请教育部立案的程序上有明显推

进，目前仅待「教育部通知大学设立及停办审议会

议」之通知。委请潘冀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之八德新

校舍，不论是建物架构、细部空间规划，景观配置规

划，以及外观设计等，都已完成，待立案许可后即可

破土开工，预计2018年秋天开始招生。

投入公共神学来回应时代议题，是华神今年的重点

事工。借着举办讲座及参与研讨会：二月学前灵修

会全体老师发表「对下一代华神学生讲论同性恋议

题」，神学家Wayne Grudem分享「解决贫困之道在

于遵守圣经对政府、经济之规范而提高生产率」，

Ronald Sider分享「基督信仰基础下的政治哲学」，

蔡院长在「基督、教会与公共神学－从太阳花学运谈

起」研讨会，分享「教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专业与心理

预备」等等。希望带给台湾教会更合乎圣经的公共事

务之关注与合宜的行动。

师资培育目前共有七位校友（二位新约、一位旧

约、一位神学及三位实践神学）接受培训计划。2016

年二月许南盛牧师即将回校担任实践课程老师，2017

年之后亦陆续有宣教、新约及讲道学师资完成学业，

及时因应华神在海内外各定点扩校的庞大需要。

副院长室2016年即将来临，华神创校要进入第四十六个年

头。在送别2015年之际，顾后瞻前，对于华神的未

来，有许多的期待。

自2014年蔡院长带领新的团队上任以来，学校有许

多创新之举，包括学分班的设立，多处地区分校的筹

办，公共议题的参与，与大型教会的合作，学校软硬

件的更新，新制度流程的建立等。在扩校方面，向教

育部立案的申请也逐步完成。十一月份也顺利完成了

ATA的认证。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一大动力。我们传的是老旧的福

音，传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是如何广传福音，如

何改进学校的运作，如何有效的培育更多的优质传道

人，是可以创新的。「传统」固然有其价值，但不一

定都是好的，或不需要改善或挑战。根深蒂固的「既

有模式」（Paradigm）往往变成了进步的阻力。

期望2016年是个崭新的一年，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

有共同的目标：华神要更好！不论是教学或学习，肢体

的互动，神学教育的推广，学校的制度及流程等，都能

够继续进步与提升。新校的设计、发包、施工与募款也

能够顺利进行。愿我们的服事，得到神的喜悦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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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处为纪念改教五百年，研发部订2016年4月25-27日邀

请路德神学专家Dr. Sarah Wilson来华主讲戴绍曾博士

神学讲座；为帮助华人教会继续成长，则于11月7-9日

邀请韩国具影响力的「爱的教会」教牧团队来台分享。

华神教牧中心除了持续巡回关怀各分区校友的景

况、提供学校课程讲座的资源以外，业已安排几场讲

座如下：2016年1月18、25日「重症与安宁病患临终

关怀训练课程」、2月22日的「事奉者情感出轨的因

应」，欢迎届时报名参加。

教务处过去四十年多年来，华神在神国工人的培育上累

积了许多的经验，面对二十一世纪复杂、多元、变化

快速的社会，学院将秉持为神学教育全然摆上，把

好的献给主之初衷，持续发展学制和课程，全方位地

训练学生，以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未来学制

的三大主轴为：培育牧养教会的「教牧人才」，在工

作场所见证福音、转化社会的「职场圣徒」，以及深

入未及之地、拯救灵魂的「宣教勇士」。 

在发展三大主轴的目标下，2016年教务处重点事工

包括：（1）继续发掘优秀人才，进行师资培育的计

划，特别在教会历史、旧约及实践神学等领域；（2）

以应届毕业生的建议为主要参考，参照校友们的意

见，继续进行课程必要的调整；（3）发展宣教的核心

课程，并寻求合作的伙伴，让有志献身宣教的学生得

到全备的养成教育，使所学与未来实际的宣教事奉有

更好的衔接；（4）图书馆将继续充实馆藏，并配合

「职场事奉硕士科」以及「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两

个新学程的设立，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源；（5）持续与

国内外的学区和分校密切合作，使其在学制的建立、课

程的规划、学生的关怀与照顾等方面，更趋健全。

神学硕士科在主里变老和在主里长大这两者间有极大的不

同，前者是自然发生、毋须任何努力－就是变老罢

了；而后者却从来不会自然发生，也绝非易事。要求

的乃是个人的操练、持续的决心和属灵的渴慕。今日

有些教会领袖似乎是昏昏欲睡的圣徒，仅仅「打卡」

上下班，等待着享受退休后的福利。那些愿意迈向成

熟的领袖、愿意成为十架的精兵、愿意成为羔羊的跟

随者在哪里呢？

华神旨在培育养成教会领袖，因为一个成长的教会

需要成熟的领袖。新的神学硕士科聚焦在实践神学，

这是在圣经研究，和神学、历史研究之外所特别设计

的；课程丰富，包含讲道、崇拜、宣教、教牧神学和

咨商辅导等领域，以期帮助教会领袖成长；并帮助他

们重拾异象和热情。本课程可以预备学生未来从事博

士研究以及不同类型教学的服事。

神硕课程举办例行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以期塑造和

激发学生在学术领域中作进深的研究工作，并培养具

有深度学术论述的学生。再者，学术讲座开放给所有

感兴趣的学院成员、校友以及有意参加的访客。赞美

主，秘书谭亦静姊妹为修习本科的学生们提供有效率

的服事。我们无法预知神学教育的未来，但终需做出

选择，使神学教育的学习机制更加灵活，以配合已改

变及改变中的教会生态需要。展望未来，神硕课程期

盼致力于实践以下这些目标：一、增加更多委身于研

究的优秀学生。二、提升教学和学术研究上的支持。

三、创造热情、有效的研究学习环境。四、增进本科

的服务质量。五、强化神硕学生的群体生活。

学生事务处

展望2016年之际，我们除了继续鼓励并补助毕业班

同学们前往专业的咨商机构进行专业辅导外，去年为毕

业生所提供性格评测的新服务也获得良好的回应，今年

我们将提前为在校新生提供该项测验，以帮助新生在入

学的第一年里，就能藉由该评测深入认识自己的个性特

质，作为在校期间自我成长的参考。

学务处面对未来校务发展，入学的国际学生也逐年

增加中，我们今年也首次举办海外学生交流座谈会，

期许未来藉由双方的意见交流方式，提供海外学生在

台学习以及生活的各项资源。

此外，学务处自去年开始辅导校内预备进入婚姻之同

学，藉由婚前与婚后咨商工具，为即将迈入家庭的新婚

夫妇，建立一个稳固的婚姻基础。我们也期待未来能陆

续开辟适切的支持小组，透过校方提供的各类相关辅导

资源或课程，甚至邀请毕业校友共同参与在神学生的灵

命塑造中，一起为华人教会培育合神心意的主工人。

行政处光阴似电，加入华神大家庭，从陌生到熟悉，所

有的忙乱不安、着急、困扰，都在喜乐中步步走过！

感谢主的引导！行政处是2014年下半年学校调整组织

结构后，新出现的一个部门。岁末年终，检视行政处

的主要工作总结：

1、教育部立案：经过申请（2014年2月27日），初

审（7月10日），外审（11月26日），校地会勘

（2015年4月20日），复审会议（7月16日），私校

咨询审议会议（9月7日）。希望 后一个流程「大

学设立及停办审议会议」，可尽快得到正式立案核

准。

2、办理首届陆生的来台手续：感谢主奇妙的安排和带

领，完全按照祂的时间表步步前行，难忘的暑假和

挑战，及时协助新进的大陆同学，完成了他们渡海

而来，决心接受装备的梦想。

3、计算机中央档案的建立：华神成立四十多年，走过不

同的社会变迁及人事异动，很多宝贵文件、资料因此

遗失，在事工和职务的交接上，带来不少困扰。龙副

院长上任后，即指示建立计算机中央系统档案，将学

校各部门重要行政文件资料全数电子化。

4、八德新校的设计规划：一年多来，潘冀建筑师事务

所的专属团队也为八德新校首期工程，绞尽脑汁、

日夜赶工，历经双方七次讨论会议，终于呈现了完

整的 终版，华神的蜕变，神的应许！ 

企划处在华神服事，都是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

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工作中常有对与

错的衡量，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称义。判断我们的乃是

主。到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为基督的缘故，个人努力扮演自我

的角色，效法圣经先贤使徒保罗的榜样，荣神益人。

2016年将是一个崭新又忙碌的一年，许多计划与执

行摆在前头。此时唯有仰望神赐下行事的能力、谋略

的灵在神国事工中竭力完成。「人心多有计谋；惟有

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这是天父世界，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的气息、存留、

能力都在乎祂。感谢主的拣选能在华神服事，2016座右

铭：「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总务处到华神一年多的学习及碰撞，虽有过去三十多年工

作经验，但担负全院总务大大小小事，既吃重又忙碌，

再加上部分同学的好动和疏失，常让总务处疲于奔命！

总务处工作包罗万象，包含支持各处室举办之活

动、校园内外设备及维修工程所需采购比价、污水

排放及废弃物清运管理、建物消防设备及公共安全筹

划、电梯音控照明及门户监控安全维护管理、冷气空

调系统整修维护管理、外墙及屋顶建物、宿舍及公共

空间管理及维修工程，乃至校内外场地及客房管理业

务、全院膳食安全及改善等等。

学院历经四十多年的岁月，建物设备至今已大部显

得老旧，需更多资金来维护，紧接着八德校区建校，

财务困窘，神虽赏赐丰盛，愿我们成为神的好管家，

避免无谓的浪费。为延续华神愿景，秉持前瞻规划，

总务处仍本着妥善管理为原则，配合学院发展计划，

加强全院设施之改善，维护校园安全，落实节约能

源，预算经费节流控管，发挥其功能，用更积极亲切

之态度，服务师生、同工为理念！期待全院同心合

一，打造一所更完美的神学院，彼此相爱，完成神所

托付大使命，荣神益人！

推广教育处过去一年内，推广教育处在发掘新的师资以及拓

展长期合作的延伸教室上（包括教会和机构），做了

一番努力，也有不错的成果。然而我们依旧珍惜现有

的良好师资，让他们继续发挥所长，为众教会提供好

的课程。我们盼望，透过合宜的咨询与评估，我们能

继续改进，并做得更好。

华神的推广教育处不能取代教会现有的信徒教育体

系，例如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或例行的训练课程。但

我们很愿意提供有系统的圣经、神学，以及实践等多

样的进深造就，而且期待接受装备的学员，除了自己

得益处，更能积极回馈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包括

把所学的分享给弟兄姊妹。

我们委身于信徒领袖系统造就的目标不会改变，甚

至是成为神学生、准传道的先修课程，同工们仍会群

策群力的为此目标尽心竭力。

多年来，推广教育处推出的旅游课程已有一定口碑，

包括圣地、保罗行踪、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之旅等。

盼这种深入的「户外教学」能持续嘉惠教会牧者与肢

体，透过走访实境活化圣经真理及教会历史的学习。

当普世教会预备在明年（2017）迎接宗教改革五百周

年之际，我们将于今年8月27日至9月10日推出走访德、

法、瑞、奥、捷五国，对十五世纪的宗教改革做个有意

义的巡礼。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并为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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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
Master of Ministry in Urban Ministry

二十一世纪的都会生活，因着无远弗届的计算机网络，而变

化快速；因着世界经济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而充满挑战与试

探。能指引方向及产生影响的教牧事奉益发重要。为因应这些

新的情势，都会教牧专才的培育成为当务之急。学院与行道会

合作成立这一学程，结合双方在理论与实务上的心得与成果，

以造就都会区的教牧专才。目标为训练蒙召传道人使其在扎实

的圣经基础上建构神学，并在教会建造、牧养关怀、领导管理

上，具备卓越的知识与能力，在都会区的教牧事工上，发挥所

长，以达转化社会、见证福音之时代使命。修业方式是全修二

年，60学分。

职场事奉硕士科职场事奉硕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Marketplace Ministry

学院自2011学年设立「基督教研究硕士科职场宣教组」，五

年来累积许多经验。为了因应职场的广大需要，见证福音、

转化台湾社会，2016学年起，将该组扩编为「职场事奉硕士

科」，课程设计将更多元、丰富，以装备在不同职涯阶段，有

心回应主呼召的门徒，成为时代的工人。其目标为装备职场中

愿意回应主呼召的门徒，使其具备整全圣经、神学的透析与整

合能力，并强化委身心志，更新灵命，从而成为在职场处境中

见证基督、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改变社会的时代工人。修业

方式是选修七年，50学分。

■

华
神
教
务
处

华神秉持为神学教育全然摆上，把最好的献给主之初衷

持续发展学制和课程，全方位地训练学生

以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

2016年新开设了两个学科为

「职场事奉硕士科」及「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

若您有意报考，欢迎上华神官网了解学科详细介绍。
如需进一步协助，请电邮 admissions＠ces.org.tw或
洽询华神教务处（02）23659151分机3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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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伟／新店行道会执行牧师

  以教会历史来看，上帝在每一个

时代都兴起一批工人，他们在神

                                        国度里打下根基，带来复兴。

2015年教会庆祝福音来台第

一百五十周年，回顾了早期许

多宣教士在台湾带来复兴、建

立教会，使人心里满是感动。

又看见 初华神创办之时，带着

极大的异象， 建立一所跨宗派的学

院，为要兴起工人改变台湾。初创时

期的校址是在士林行道会，从那里训练出许多优秀的

传道人，此为行道会与华神建立非常友好关系之始。

从历史的轨迹中，看到了每一段时期，就有一波的

复兴。四十年前，台湾教会有一批人开始出来建立教

会，这些人当中，许许多多是从华神毕业的，到如今

他们仍在教会里努力的工作、服事。

四十年过去了，笔者进入全职服事也逾十五年的时

间，张茂松牧师曾与我分享：台湾教会正经历一个关

键性的转变，年轻一代要起来承接教会事奉，他们

将会影响二十一世纪。而我也看见台湾正进入新的世

代，许多教会正准备交棒，新兴教会被开拓、被建

立；传统教会慢慢进入现代化模式，音乐的转变、器

材的改变、城市的更替，甚至是新媒体和科技的日新

月异，都推着教会往新的阶段前进。

上帝在我们心里摆着一个催逼：在新的世代中，我

们该如何影响年轻人、兴起信徒？如同以赛亚书六章8

节所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上帝正发出呼召，谁肯为神的缘

故，站立起来、承接事奉？

感谢主，华神为台湾许多教会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深信在未来的日子，华神仍继续是台湾教会的祝福。

于此同时，行道会体系里的牧者，一直期盼能够训

练这时代所需的工人，行道会系统之「卓越领袖神学

院」在「实践神学」方面有许多的经验，而华神在

「圣经与神学」上有其屹立不摇的地位，两方联结，

必能使「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在都会教牧的培育

体系中，创造出时代所需的都会区之神国工人。基于

这份感动，神带领我们携手合作，结合学院与教会的

资源，期盼训练更多全方位新世代的牧者，成为这世

纪的领袖，期许他们能翻转台湾、影响世界。

■张成秀／前任google台港地区业务总经理

在我们清醒的状态下，有60%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其

中包含了通勤的时数。根据政府数据显示，台湾以每

年平均工时2200小时的世界高排行自豪，一年平均工

时比日本及美国多20%、比英国多30%、比德国多50%。

实际上的工时也许比政府统计的数字还要高，因为光

在2010年，就有超过80%的台湾高科技产业因涉嫌违反

劳基法有关工时的规定而被调查。

此一同时，为解决全球老化所衍生的退休抚恤金破

产的经济危机，已有许多国家正考虑把退休年龄从65

岁延长到75岁，导致职场在个人生活中的比重不仅

无法下降，反而极有可能继续上升。然而统计显示：

80%的人不满意他们的工作(资料源: Deloitte’s 

Shift Index Survey)。此外，25%的员工表达工作

是生活中主要的压力源，甚至有40%的人认为他们的

工作「非常或极度有压力」（资料源：Quality of 

Working Life, Report from Chartered Management 

Institute and Workplace Health Connect）。

除此之外，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恶

化，而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明天会更好。网络及行动科

技的渗入，使得25% 的人在休假时仍时时上网跟进工

作，而59% 的人在传统假期中，仍使用email或电话随

时了解工作进度。种种迹象显示，我们是无法逃遁工

作牢笼的（数据源：USA Today, Xobni Survey via 

CNN Money）！

我们已经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未来仍将会如此。

基督要不就是全然的主，要不就全然不是主！
「祂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
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九36）。基督不只

是教会和家庭的主，也是我们工作、生涯及职场的

主！我们需要勇敢的消弭主日与周一之间的区隔！而

我们的世界、商业经济和职场，迫切需要更多忠实于

圣经教导的门徒，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我们因此必須

思考：上帝对于我们在工作上的呼召使命与在组织里

管家的职份上到底有什么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分辨是

非？我们如何在职场上定义我们的工作伦理、习性与

文化？我们如何作主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真枪实弹地

应用圣经真理来面对每天生活中的挑战与争战？

「职场事奉硕士科」的课程设计正是为装备学生有

扎实的圣经知识、坚毅的品格形塑、掌握一息瞬变的

市场产业生态，进而在步入神呼召的职场时，成为坚

信实践的门徒及活泼有

力的见证。我们盼望

学生能遵行神的旨

意，在各行各业成

为领袖及时代转化

的触媒，预备这世

界，成就上帝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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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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全学年需要 十一月份收入 十一月份支出 十一月份余绌
 104学年度 104学年度     累计余绌

   （预估）        累积收入   实际支出

经           常           费 70,600,000   5,055,918   4,429,046      626,872 26,752,421 23,546,018   3,206,403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196,999      465,261     -268,262   1,752,418   1,253,446      498,972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936,550        56,725      879,825   1,097,450      400,034      697,416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354,803        80,676      274,127   1,971,515   1,328,434      643,081

合                          计 82,500,000  6,544,270   5,031,708    1,512,562  31,573,804  26,527,932   5,045,872

 兴建费用 十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919,000 153,894,826 -596,10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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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资      培    育 每年需要 3,600,000 元

20162016年招生年招生
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四十余年来，中华福音神学院成立四十余年来，
积极回应上帝与教会托付的使命，积极回应上帝与教会托付的使命，
以培育神国人才为己任，以培育神国人才为己任，
致力于养成人格健全、灵性成熟、立足圣经致力于养成人格健全、灵性成熟、立足圣经
且具神学思辨能力的基督门徒。且具神学思辨能力的基督门徒。

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因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与需要，
学制的设计有三大主轴：学制的设计有三大主轴：
培育牧养教会的「教牧人才」培育牧养教会的「教牧人才」
在工作场所见证福音、转化社会的「职场圣徒」在工作场所见证福音、转化社会的「职场圣徒」
深入未及之地、拯救灵魂的「宣教勇士」深入未及之地、拯救灵魂的「宣教勇士」

各科如下：

•道学硕士科  Master of Divinity 
•教牧硕士科都会教牧组（新店学区）

     Master of Ministry in Urban Ministry 
•圣经硕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职场事奉硕士科  Master of Arts in Marketplace Ministry 
•基督教研究硕士科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证书科  Certificate in Christian Studies 
•神学硕士科  Master of Theology
•教牧博士科  Doctor of Divinity

華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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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2016年2月15日至4月11日 
                   一律网络报名

相关事宜请洽：
admissions@ces.org.tw
TEL：886-2-23659151#305、302

与
华
神
华
神
相
遇
相
遇

台湾第一所跨宗派‧学风宽广的神学院

师资卓越‧理论与实践并重

注重灵命、学识、事奉三育

四十多年神学耕耘‧校友结实累累

2016年1-4月各地场次如下：
台中 2月27～28日 台中活水浸信会／周学信老师
 3月05～06日 台中重庆教会／胡维华老师
 3月26～27日 台中客西马尼行道会／何世莉老师
 4月02～03日 台中西屯礼拜堂／胡维华老师

台北 3月18日 华神／曾劭恺老师

高雄 4月02～03日 高雄七贤国语礼拜堂／周学信老师

学

院
简 讯

《2015年下学期硕士学分班》
2015年下学期精选精心挑选十门课程，欢迎踊跃选

读！课程包括：「基督教与东西方人文艺术」、「危

机咨商与悲伤辅导」、「日常神学」、「系统神学

（一）」、「福音与戏剧」、「何西阿书」、「基督

徒工作观」、「马丁路德神学」、「圣经地理」等。

首次报名截止日为2月15日、一般截止日期为2月19

日，请即划拨缴费（2月1～19日），注明「姓名」、

「身份：硕士学分班」，并请留意上课日期。有任何

问题请洽E-mail:academic.affairs@ces.org.tw。

《「2016与华神相遇」即将分区展开》
华神为了連结各地教会，增进彼此关系，特别安排老

师们以研经、专题形式协助教会，在知识上与认识神

的经驗上，共同长进，追求完全。盼望各教会弟兄姐

妹及华神之友就近參加。

2016年第一季场次如下：
台中重庆教会／胡维华老师
3月5日  下午14:30-16:00、16:30-18:00专题

              晚上19:30-21:00晚崇拜

3月6日  上午09:00-1030、11:00-12:30主日崇拜

台中客西马尼行道会／何世莉老师
3月26日  晚上19:00-21:00专题

3月27日  上午10:00-11:30主日崇拜

另外，与华神相遇台北场则订3月18日（周五）假华神

六樓礼堂举行，除精心安排3月14～18日全周的课程体

验选项外，另有安排小组生活体验及聚餐，晚间七时

起，有培育及认识华神等活动，邀请曾劭恺老师担任

培灵讲员。欢迎各教会团契、小组预留时间，踊跃自

由参加！自元月18日起至3月11日截止，一律网络报

名，详情请见华神网站或洽（02）23659151分机212许

主任。

《教牧中心讲座～
「传道人如何因应与协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轨」》
由华神教牧中心主办、华神校友会协办的「传道人如

何因应与协助事奉者的情感出轨」教牧讲座，将于2月

22日（周一）上午9:30～11:50举行。讲员为陈志宏老

师，他曾任台湾信义会家家歌珊堂主任牧师、监督。

为华神道硕及教牧学博士毕业，现任华神兼任老师、

教牧学博士班委员。此次的讲座希望与校友们分享一

些预防及早期发现教牧人员情感出轨与性犯罪的具体

建议与方法。一切费用全免。为准备讲义，请多利用

传真（02）23650225或E-mail︰alumni@ces.org.tw报

名。

《华神期刊第七期•岁末新登场！》
本期文章精彩：〈律法属乎神〉由路德研究专家Dr. 

Sarah H. Wilson撰文，陈毓华老师翻译，讨论律法的

两层意思。而张勤莹博士透过上世纪初期《使信月刊》

对台湾宣教事工报导，进行整理并深度分析，成为有

趣的宣教史；加上郭明璋老师书评记录当年烟台内地

会宣教士子弟学校《被遗忘的中国童年》一书，正呼应

2015年马雅各布抵台及中国内地会成立两个宣教150周

年纪念。此外李洁人、董家骅二位牧者，则对他们身处

牧养的中国及北美教会，作了教牧、实践、宣教的探讨

和省思。 后，张楷弦评介由Beverly R. Gaventa 主

编的《Apocalyptic Paul: Cosmos and Anthropos in 

Romans 5-8》；和邱慕天报导参与北美三个神学学术盛

会，从不同角度介绍现今保罗思想中「天启」探讨的热

门议题。欢迎旧雨新知一齐纵览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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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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旧生1月29日   课程起迄时间：2月22日至6月3日

宗教改革之旅／廖元威
6/18、8/13、20，周六上午9:00～12:00行前上课
8/27～9/10前往德法瑞奥捷五国，共15天

★★★★ 前25位报名者团费可省4,000元 ★★★★

推广教育处2015学年度 下学期（春）课程一览表

旅 课程程 抢先报

周一课程（晚上7：00～9：30）
01.实用司琴法中阶＊下午2:00～4:30  王佩伶

02.声乐（上）＊晚上7:00～8:15 蔡慧卿

03.声乐（下）＊晚上8:15～9:30 蔡慧卿

04.启示录 吴存仁

05.摩西五经导读 邱琳雅

06.师母学 蔡珍莉

07.「把握时机」宣教入门课程                       蔡佑任•彭书睿

周二课程（晚上7：00～9：20）
08.基础司琴入门＊下午2:00～4:20 王佩伶

09.诗歌教唱与音乐基础训练 蔡慧卿

10.实用司琴法中阶＊晚上7:00～8:10 杨美惠

11.实用司琴法高阶＊晚上8:10～9:20 杨美惠

12.一般书信导读 于厚恩

13.列王纪上、下 金振宇

14.家庭风暴的关怀与辅导                               邱维超•延玲珍

15.教会青少年父母事工 林芳治

周三课程（晚上7：00～9：20）
16.基础司琴入门＊下午3:40～6:00 王俐俐

17.利未记 罗时淳

18.约翰福音 白嘉灵

19.年长者事工 蔡珍莉

周四课程（晚上7：00～9：10）
20.声乐（下）＊上午11:00～12:05  骆惠珠

21.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下午2:00～4:10  骆惠珠

22.声乐（上）＊下午4:10～6:20 骆惠珠

23.实用司琴法初阶＊下午4:00～6:10 王俐俐

24.实用司琴法初阶 王俐俐

25.基础读经（下） 马倩平

26.神学英文（下） 徐成德

27.认识伊斯兰教 王瑞珍

周五课程（晚上7：00～9：20）
28.实用释经学 陈美如

29.耶稣的比喻 谢清杰

30.基本助人关系与技巧 邱瑞英

网络神学远距课程•全球选读
31.教牧辅导 张宰金

同步在线讨论：周四晚上9:00～10:00 网络导师：王翠亿

32.圣灵、教会与末世论 Richard Lints
同步在线讨论：周三晚上10:00～11:00 网络导师：李衍炀

台北利河伯圣教会教室
33.诗班指挥与敬拜赞美之训练 陈威婷

2/23～5/17，周二晚上7:00～9:30

台北浸信会颂恩堂教室
34.福音书导读 陈美如

3/5、12、19、26、4/23、30、5/7、14、21、28上午9:30～12:10

台北卫理公会恩友堂教室
35.保罗书信导读  3/5～6/4，周六晚上7:00～9:20 林烽铨

台北天母感恩堂教室
36.基督教神学（下） 王瑞珍

2/23、3/1、8、15、22、4/12、19、5/3、10、17 晚上7:00～9:40

台北湖光基督教会教室
37.基督徒的灵修学 王文基

2/23～5/17，周二晚上7:00～9:30

台中信义会慕义堂教室
38.大小先知书导读  3/5、19、4/9、23、5/7 黄立仁

周六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室
39.旧约历史书导读  3/12、26、4/16、30、5/14 胡伟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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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诗歌智能书导读（创启地区）11/14～15、12/12～13 黄正人

41.摩西五经导读（台湾艺起发光促进协会） 陈琇嫆

12/17～3/3，周四上午9:00～12:00 
42.摩西五经导读（救世传播协会）   胡伟骐

2/23～5/3，周二下午3:00～6:00
43.实用释经学（林口灵粮堂） 张奇军

2/24～5/11，周三晚上7:30～10:00
44.哀伤与危机辅导（香港但以理）3/12、4/2、5/7、6/11 张宰金

45.基督教神学（上）（香港但以理）3/12、4/9、5/7、6/4 王瑞珍

46.基督教神学（上）（香港但以理）3/12、4/16、5/21、6/18 史弘扬

47.福音书导读（香港但以理）3/19、4/23、5/28、6/25 左大萱

48.实用释经学（香港但以理）3/19、4/23、5/28、6/25 华秉珠

49.摩西五经导读（香港但以理）3/26、4/16、5/21、6/18 罗时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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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