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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龙台平

最近审阅由同工施文照姐妹为筹设校史馆而整理的

历史文献，缅 前辈们为了神国工人的培育而尽心摆

上，读了有无限的感动与感慨。感动的是先圣们爱神

的心与无私的奉献，感慨的是现今肯如此深入的为主

奉献的信徒已为数不多。

1965年的七月，台湾宣教师联谊会在日月潭举行的

夏令会中，美国海外布道协会（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总干事Dr. Clyde W. Taylor

提议建立一所跨宗派有研究院水平的神学院。一个月

后，由十个西国宣教机构各派代表所组成之临时委员

会 始筹设神学院。直到1970年五月正式成立「中华

福音神学院董事会」（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Board of Trustees），成员除了差会之外也有国内的

福音机构。大家公推吴勇长老为主席，聘请戴绍曾博

士为首任院长。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要经营跨宗派独立的神

学院并不容易。不论是师资、校舍、经费都得从零

始。当时的师资有专任老师：戴绍曾（James H. 

Taylor, Jr.）、沈介山、陈济民、赵天恩；兼任有

Chales W. Carter、寇世远、廖加恩、毛克礼、吴绮

笛。而陈济民（后曾任华神院长）及赵天恩两位是由

北美「中国神学研究院」筹备处借调而来。校舍则是

由行道会的差会主席Noram E. Dwight宣教士将自己

非常漂亮的洋房让出来做华神的校舍。营运经费一半

由教会固定奉献，另一半则靠一般信徒奉献。偶有结

余，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足，但神总会感动信徒特别奉

献，及时补足缺欠。　

创校时的校舍是向士林行道会借用，为了能够永续

经营，董事会早在1971年即决定要谋地自建，并 始为

此呼吁奉献。几经筹备，于1977年五月破土动工兴建

「华神大楼」，在1979年六月正式完工。总工程经费为

四千两百万元，皆由教会或信徒奉献，其中最大笔的是

士林行道会的三百万元，以及美国行道会的十万美元。

这两笔价值合起来约等于今天的八千万新台币。

回顾早年华神的创校史，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包括

师资的招募，校舍的限制，以及经费的短缺，但是可

以看到圣灵的手一路在带领华神。四十六年来，一代

传承一代，总结出一个圣灵带领的模式。首先祂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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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彼后三1-18 

■专任教师／曾劭恺

彼得的末世论（三）

■ 3月21日「大学设立变更及停办

审议会议」后，教育部已于4月8

日函送审查意见给本院 。

■ 华神按审查意见，于4月13日修

订申请书成为「定稿本」，再送

交教育部。

■ 预计四月底前，可拿到教育部正

式核准筹设的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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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一亿九仟九佰万余元，尚不足五

亿五仟多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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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合祂心意的人来服事祂，并且给他们清楚的异

象与渴望的心志，这批被呼召的人愿意顺服圣灵的引

导全心摆上自己，事情就照神旨意一一的成就。经由

这样的模式，华神造就了一千八百多位优秀的神国工

人，灵性与学识兼备，并兢兢业业的在神安排的岗位

上荣神益人。

这样的模式，今天仍然重现在华神的脉冲里。华神

的老师皆由神选召出来委身于神学教育，蔡院长则被

神挑选来接周功和院长的棒子，并给了她扩张帐幕的

异象（见四月份院讯）。今天的环境与四十六年前显

然有很大的不同，所要采取的策略与方法也不会一

样。四十六年的华神体质自然会有些僵化，要改变与

创新必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

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

向右开展。」（赛五十四2-3）神现今给华神的异象就

是要扩张，张大，放长，坚固，向左向右 展。神要

我们将神学教育扩张、张大到台湾本土更多的地方，

放长到更远的地方，但是工作要做的坚固实在，不可

偏离华神立校的初衷。向左就是大陆，向右就是太平

洋彼岸的北美，这正是过去一、两年到现在持续推动

的方向。为了支持这个扩张的异象，不可或缺的是师

资的培育。经过严格的甄选，目前正在培育的师资共

有六位，未来两、三年内陆续完成博士学位，成为神

国禾场新的生力军。

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是董事会几经祷告后领受从神

来的感动。在教育部体系内设校，采取双轨制的运作，

不但可以增加学生的收纳量，更能够扩张学生未来服

事的禾场，有更大的机会接触青年学子，进入学校体

系将圣经的价值观输入到生命教育的课程。董事与师

长、同工们顺服来自圣灵的感动，神就预备了土地给

我们。感谢神，在筹备申请立案的这两年一步步的带

领，最近终于获得了教育部的核准，可以 始建校。

因应未来学生的增加，校舍与硬设备方面极需扩

张。从士林行道会搬迁到汀州路的华神大楼是第一

次的扩张，加盖福音大楼是第二次的扩张。目前校舍

已呈饱和的状 ，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唯有另辟土

地建更大的校园与校舍，才能够继续地扩张。桃园八

德新校地超过两公顷的土地，足够我们未来十年的发

展。建校的经费需要七亿五千万元，对我们来说是极

大的数字，但相信这是圣灵将扩张的异象给了华神，

是神起意要做的事，只要继续遵循过去四十六年圣灵

运作的模式，顺服并完全的依靠，神必定在前 路，

带领我们度过一切难关，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

在上一篇短文中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

警戒信徒不可用私意解经。上帝的话语不容添加、删

减，不容断章取义。到了第二章，彼得用了他这部遗

书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警戒教会，要杜绝不信从上帝话

语的异端。现在来到第三章，彼得在1-2节说：「亲爱
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
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记念圣先知
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
的。」在这里，彼得把旧约先知与新约使徒放在同样

的地位，显示使徒书信具有上帝话语的权柄。彼得告

诉我们这是他所写的第二封信，而第一封信当然就是

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这两卷书的目的都是要我

们把先知、使徒所写下的话语牢牢放在心中。

彼得后书的交叉结构
他在三章写道：「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
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
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
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三3-4）同样修辞出现在一章

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
随私意解说的。」现在他又重复一遍「第一要紧的」

这个修辞，也就是「至关紧要」的意思。

在第一章，彼得首先提出基督降临的盼望，然后将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这修辞放在结尾，提出圣

经都是上帝的话语；在第二章，彼得转而讨论异端与

假先知的威胁；到了第三章，彼得先提出圣经都是上

帝话语，然后使用了这个「第一要紧」的修辞，接着

提出基督降临的盼望。在此我们看见，彼得后书有一

个非常特殊的交叉结构：

盼望→第一要紧的→神的话语→杜绝异端←神的话语
←第一要紧的←盼望

这交叉结构乃是以「杜绝异端」为核心。到了整卷

书的尾声，彼得在结论中再次提醒众信徒：「亲爱的

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

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三17）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的目的是要坚固信徒对

主耶稣降临的盼望，而为了达到这目的，彼得特别强

调杜绝异端。

彼得后书的交叉结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所谓的

「三明治原则」。这是人际沟通当中很重要的原则。

当我们要对任何人提出批评、劝戒，或警告时，我们

要知道，对方听到这种负面言语一定会不舒服。我们

的目的是要对方接受劝告，而如果要达到这目的，就

要使用所谓的「三明治原则」，用正面的言语把负面

的言语夹起来，好像两片面包夹一片火腿那样。彼得

后书一、三章都是在讲盼望，把中间关于异端的警告

给夹起来，让信徒比较容易接受。

这种交叉结构还有第三个作用。彼得后书以盼望为

始、以盼望为结束。出发点以及目的地都是基督降

临的盼望。彼得后书诚然是一卷盼望的书信。

「故意忘记」的荒谬
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至关紧要的。之所以

至关紧要，乃是因为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回应这些讥

诮我们的人。他们不随从神的话语，随从私欲，「讥

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些人不相信主

耶稣再临的应许，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从古时到现

在都没有改变。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西方思想、世界文明当中造成了

非常关键的影响。在过去，所有人类文明对历史的理

解，都认为历史乃原地打转，同样的事情不断重复、

日光底下没有新事。但基督教的末世论让人类文明对

历史有了新的认知，发现历史有目的，正朝着一个

结局在前进，就是彼得前书所说的「万物的结局」或

「万物的目标」。

基督教的末世论所带来的史观，让人类有了「进

步」的思想。中国文明在受到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之

前，从来没有想过人类可以进步。儒家思想是「向后

看」的思想，总是在追忆三皇五帝的黄金时代，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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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那黄金时代。中国历史每次革命、改朝换代，其

实都不是为了进步。一直到国父革命，引进了西方思

想，中国人才发现原来社会可以进步，从封建变民

主、从迷信变成科学。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人的信

仰没有从多神论变成三一神论──但这是题外话了。

我们的重点是，基督教的末世论在人类文明当中带来

了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历史进程」的概念。从某

个角度说，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世界愈来愈进步；从

另一个角度说，世界愈来愈败坏。世界正走向灭亡，

也正走向荣耀。审判的日子有公义的冠冕，也有忿怒

的烈火。不论如何，历史并不是原地踏步的。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居然还有

人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对许多所

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其实古代跟现代并没有本质

的差别。因此他们讥笑基督徒：「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

里呢？」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

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或许二十世纪

前期的人们还可以声称：「科学定律告诉我们，能量和

物质不能凭空被造出来或被消灭，所以宇宙是永恒自

存的，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但现在科学家相信宇宙在

大爆炸的时候从无变有，在这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

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什么都没有。但提出这理论

的科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居然说他「觉得」

宇宙从无变成有是自然发生的，不是上帝造的。彼得

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

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霍金连外星人都相信，就是

不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
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既然故
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
理的事。」

彼得与保罗相互呼应，写道：「他们故意忘记，从太
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故
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
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
日子，用火焚烧。」彼得在这里讲的是挪亚的时代，上

帝用洪水消灭了故意不认识神的邪恶世界。当时耶和

华与挪亚立约，再也不用洪水消灭世界。洪水之后，天

地还是凭着上帝起初造物的旨意存留，「直留到不敬

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选民人人得救
8-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
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
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

这段话是对主内「亲爱的弟兄」说的，也就是神所拣

选的人。主的旨意是要蒙拣选的人都悔改。祂所拣选

的，不会有一人沈沦。祂所拣选、所爱的，就必爱到

底、拯救到底，不会半途而废。为了拯救所有祂在创

世以先就拣选的人，那位看千年如一日的主就忍耐等

候，没有立即降临、审判世界。祂不是在耽延，乃是

宽容忍耐，要拯救祂所拣选的每个人。「但主的日子

要像贼来到一样。」（三10）「像贼一样」，意思就

是我们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来到；这日子的到来令

世界措手不及。因此，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忍耐视为理

所当然。

终末的烈火试炼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
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烧尽了。」这节经文似乎是在说天地都要被彻底毁

灭、废去。但我们要来看原文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

「废去」，原文是parerchomai，意思是「过渡」、

「过去」，不是不复存在、被消灭，而是像毛毛虫变

蝴蝶那样。毛毛虫过去了，过渡成为蝴蝶。

这段经文讲的「被烈火 化」，原文kausóomai并没

有「焚毁」的意思，而是被放在火里面烧。这节经文

最后讲到「烧尽」，原文并没有这个字。原文动词原

型是heuriskō，意思是「经过试验观察而被发现、被

揭 」。所以，末日的烈火燃烧这个世界，并不是要烧

毁、烧尽。这是试炼的火，要发现、揭 「地和其上的

物」的真相。11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 化」，这

里「 化」的原文lúō最直接的意思是「解 、释放、

松绑、溶解」，引伸出来的意思是「暴力地摧残」，但

并不是彻底毁灭、使之彻底消失的意思。

12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 化了，有形质的都

要被烈火镕化。」这里原文的意思就让我们彻底明白

彼得这一整段经文在说什么了。「火烧」的原文原型

是puróō，是指用极热的烈火把一个东西热透；「

化」的原文跟11节的「 化」不是同一个字。12节后

半段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镕化」，「融化」的原

文tēkō是指固体的物质融化成为液体。

彼得这整段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概念非常清楚：基

督降临的日子，这世界会被放进炼金的火窑当中，一

切杂质都会被烧掉，但真金不怕火炼，神所拣选、分

别为圣的要被炼成精金。彼得在这里呼应了撒迦利亚

十三9的预言，那段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我要熬

炼我的选民）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
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贯穿整本圣经的恩典之约是个带着条件的应许，那

条件就是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应许就是

神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作祂的子民。末日的烈火能

够炼净世界、炼净地上的教会，使教会全然成圣。彼

得在11-12节说，上帝既要如此炼净这世界，「你们为

人（就）该当（如此）圣洁，（如此）敬虔，切切仰

望神的日子来到」。

这烈火的试炼可能是指真正物质的火，但也可暗喻

上帝那烈火般的公义审判。申命记四24说：「耶和华

─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希伯来书十二

29，作者预言了末日天地都要被震动，又宣告我们已

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然后就说道「因为我们的

神乃是烈火」。上帝不需要用火来融化世界。祂儿子

在荣耀当中降临，比亿万颗核子弹的烈火更为炙热；

有形质的，皆无法承受，除非有祂自己宝血的遮盖。

新天新地的盼望
彼得说，基督降临的日子有公义烈火的试炼，但他

在13节告诉我们，不要因此而惧怕，因为我们有新

天新地的盼望：「但我们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

地，有义居在其中。」这里提到「新天新地」，原文

的「新」是kainos。希腊文还有另一个字，可以翻译

成「新」，就是neos。Neos的意思是本来不存在的东

西被造出来，像一栋新房子从平地盖起来。但彼得后

书及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时，用的是kainos，指

「焕然一新」，如同老旧的房子被翻新。

假如上帝创造了天地，看见天地堕落败坏，就毁灭

祂所造的天地，重新造出另一个天地，这样的上帝算

什么？这种无能的假神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的

全能父神将要把旧的天地彻底改造成「新天新地」，

完成祂起初创造天地的旨意与目的，也就是第5节所

说的「神的命（旨意）」（『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

天』），以及第7节所说的，「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

命存留」，直到基督再临的日子才要过去，变成新天

新地。

如果天地不是都要消失，而是都要改变，这就意味

着我们在地上所作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

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但另一方面，这是天父世界，祂要重新收回一切本来

就属于祂的。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天地，将来要成为新天新地，所

以我们在这天地当中，没有一处不是我们的家。因此

我们不会为了追求永恒的家，就轻看地上的家。我们

不会为了永生，就忽略今生。所以彼得在14节劝勉我

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
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在恩典与知识上长进
彼得接着在15节写道：「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
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
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
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
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在这

一系列短文中多次看见彼得与保罗的教导如何相互印

证。彼得与保罗都是以主耶稣恒久忍耐的爱为我们得

救的因由。

在这里，彼得为保罗作见证，说他的书信都是照着

「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也就是从圣灵来的智慧。

这些书信当中有难明白的地方，如果读不懂，就谦卑

承认自己不懂。教会历史上，就连最伟大的神学家也

有读不懂的经文。加尔文这位伟大的神学家为几乎整

本圣经写了注释书，但他说自己实在读不懂启示录，

因此不敢写启示录注释。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信心乃建立在我们所明白

的启示上。如果读不懂的经文还要强解，无非等同用

私意解释上帝的话语，将上帝塑造成我们自己心目中

的样式。彼得说，这样强解圣经，「就自取沈沦。」

到了17节，彼得仍不忘提醒信徒杜绝异端：「亲爱的
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
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彼得的

意思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预先知道主耶稣降临的事，

就当防备异端的诱惑，以免跌倒。在第二章当中，彼得

用了整章的篇幅讲述异端的谬误。但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真的，那么就无法防备谎言。这如同分辨伪钞的专家不

会光研究假钞；如果不知道真钞长什么样子，那么就算

研究了一千万种假钞，如果出现了第一千万零一种，这

专家无从得知是真是假。所以彼得说，「我们既然预先

知道这事」──我们预先知道了关于基督再临的真理

──我们就可以防备异端的错谬与谎言了。

因此，我们务必要追求认识基督，并且更认识祂。

彼得在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
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第一章一 始

就提到了「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而使徒在结尾又劝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认
识上有长进」。诚然，我们的盼望全然建立在因信认

识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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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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全学年需要 三月份收入 三月份支出 三月份余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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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5,994   4,339,085   5,126,909 55,807,221 46,192,621   9,614,600

学   生   助   学    金   3,700,000      712,872      668,734        44,138   3,536,672   4,840,894  -1,304,222

宣 教 中 心 基 金   2,340,000      145,306        25,749      119,557   1,457,356      591,623      865,733

设备增添维修奉献   5,860,000      444,753      412,277        32,476   3,363,477   2,290,335   1,073,142

合                          计 82,500,000 10,768,925   5,445,845   5,323,080  64,164,726  53,915,473 10,249,253

 兴建费用 三月份奉献 现有扩校基金 与目标需求差距

扩      校      基     金 750,000,000  2,124,099 199,084,425 -550,915,575

 神已将桃园市八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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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些 帮

助 我 们

阅 读 并

理 解 教

会 伟 大

神 学 家

的人们，

本身就是神赐给教会重要的礼物。埃德蒙．希拉理

爵士（Sir Edmund Hillary）得到雪巴人向导丹

曾．诺盖（Tenzing Norgay）的帮助，征服了圣母

峰，成为历史可寻记录上最早两位攀登这座巨峰并

活着归来的人。任何人若想挑战巴特的预定论及堕

落前后拣选论神学，曾劭恺博士会是他们所能找到

最好的「雪巴人」。曾博士拒绝人云亦云，拨 神

学的云雾，提出铿锵有力的论据，指出巴特其实是

堕落后而非堕落前拣选论者。此书带给我们的，

远不只是探究巴特以密集基督论为进路所建构的预

定论，更对正统改革宗拣选论的神学逻辑（theo-

logic）提供了决定性的研究成果。《巴特的堕落

后拣选论》乃极其重要的贡献，对于《教会教理

学》的读者而言，阅读巴特庞大的巨着时，贴身携

带此书会是智慧的作法。这部深具启发性的著述，

帮助我们在神学上有进一步的理解，并为巴特研究

及改革宗研究等领域中的读者提供崭新的方向感。

Those who help us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great 

theologians of the Church are themselves a great 

gift to the Church. Sir Edmund Hillary had his Sherpa 

guide, Tenzing Norgay to help him scale and 

conquered Everest and becoming the first two men 

to climb the mountain and return alive. So is anyone 

seeks to tackle Barth’s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his 

lapsarian theology can have no better “Sherpa” 

than Dr. Shao Kai Tseng. Refusing to simply toe the 

line of common assumption, Tseng cuts through 

the theological fog and persuasively argues that 

Barth was not a supra but an infralapsarian. The 

book offers much more tha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Barth’s Christological-intensive 

approach to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but also a 

definitive study of the theo-logic of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in the Reformed orthodox tradition. 

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s an especially 

serious contribution that readers of the CD would 

be wise to keep close at hand as they make their 

way through Barth’s massive oeuvre. This stimulating 

book helps move forwar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ology and leaves one with a new sense 

of di rect ion in Barth and Reformed studies.

作者：曾劭恺 Shao Kai Tseng 
           foreword by George Hunsinger.
出版：Downers Grove, IL : InterVarsity Press, 2016.

新书推
荐

■神硕硕士科主任／周学信

【招生快讯】
2016年新生招考已截止报名。5月2日将举行笔试，5月

16～27日则举行口试。录取名单将于6月1日公告。敬

请凡已取得考试资格者，留意时间应考。求神拣选并

预备合祂心意的仆人，前来接受装备，所有过程皆蒙

神恩佑。

【华神44届毕业典礼6/25举行】
华神第44届毕业典礼将于6月25日（周六）下午二时假

浸信会 恩堂举行，特别邀请香港「同路坊」总监龙维

耐宣教士担任讲员。他曾在台湾东部从事医疗宣教，并

任新加坡「亚洲宣教士训练学院」院长、「香港差传联

会」跨文化宣教训练中心之负责人，从事宣教训练多

年，是著名之宣教学者及宣教士训练者。届时邀请所有

毕业生家属及教会牧长一同参加，同证主恩。

【教牧博士科课程出炉】
教牧博士科暑期将 设四门课程，包括7月12～15日

的「失功能家庭的重建」由简春安、谢丰庆、郑允

齐、钱玉芬老师等授课；7月19～22日「社会科学方

法论」，由陈志宏、钟丽英、卢希鹏、庄秀祯老师等

联合授课；而「廿一世纪环球趋势与宣教」一课由温

以诺、戴继宗、郭俊豪、何有义牧师等授课；最后一

门，7月26～29日的「教牧伦理」则由杜明达、陈志

宏、高敏智、曾纪鸿、张复民等牧长教授。有关详情

请上网或电邮 dmin@ces.org.tw 通知教务秘书。

【「家庭追思带领人」培训课程8/1举行】
由中华福音神学院校友会、基督教生命河丧亲家庭关

协会合办，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中心协办的《家庭

追思带领人》培训课程将于8月1日上午9时30分至16

时30分举行，地点为华神教室，报名费为新台币八百

元，6月30日前完成报名者，优惠价六百元。请多利用

传真(02)2365-0225或E-mail︰alumni@ces.org.tw，

将报名数据（姓名、电话、服事单位/职称、地址、

E-mail）传回即可。

因着神的拣选，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华神第三期扩校

计划推出「不要小看一块砖的力量—福音砖认献活
动」，众志成城，积少成多。八德新校区工程建坪约

5,350坪，包括文教大楼、宿舍、风雨走廊及附属设

施、大礼堂总价约七亿伍仟万元。若您愿意加入奉献

行列，请即上华神网站首页点选「信用卡立即奉献」

（或扫瞄院讯之QR CORD），完成手续后，来院在福音

砖上签名后，即赠送「华神」经文手札乙本。若无法

亲自领取者，我们可邮寄给您，签完再寄回即可。而

福音砖将回收，待新校区完工后，将成

为室内景观之用。请您举起代祷的手与

我们同工，并加入奉献的行列。联络：

（02）2365-9151转企划处。

学

院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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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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费截止日期：新生6月7日、旧生6月8日  课程起迄时间：6月20日至9月10日

圣地之旅／周学信
10/22、11/12、12/10，周六上午9:00-12:00行前上课
2017/1/22-2/2前往以色列埃及约旦三国，共12天

 ★★★★前20位报名者团费可省4,000元 ★★★★
旅游课程程 抢先报抢先报

暑期限
定！

大学生
半价优

惠

2016学年度暑期班（夏）课程一览表
周一课程（晚上7：00-9：30） 

01.声乐（上）＊晚上7:00-8:15 蔡慧卿

02.声乐（下）＊晚上8:15-9:30 蔡慧卿

03.诗歌智慧书导读 邱琳雅

04.释经讲道入门与实务 谢清杰

周二课程（晚上7：00-9：30） 

05.原生家庭与我＊下午2:00-5:45 ※7/5-8/23 赵慧香

06.保罗书信导读 于厚恩

07.希伯来文入门黄立仁

08.实用司琴法中阶＊晚上7:00-8:15 杨美惠

09.实用司琴法高阶＊晚上8:15-9:30 杨美惠

10.诗歌教唱与音乐基础训练＊晚上7:00-9:30 蔡慧卿 

周三课程（晚上7：00-9：30） 

11.基础司琴入门＊上午10:00-12:30王俐俐

12.基础司琴入门＊下午3:30-6:00 王俐俐

13.启蒙运动后西方艺术的递变            戴佳茹•罗颂恩

14.罗马书 吴存仁

周四课程（晚上7：00-9：30） 

15.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下午2:00-3:20 骆惠珠

16.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晚上7:00-8:20 骆惠珠

17.声乐（下）＊下午3:20-4:40 骆惠珠

18.声乐（上）＊下午4:40-6:00 骆惠珠

19.声乐（上）＊晚上8:20-9:40 骆惠珠

20.实用司琴法初阶＊下午3:30-6:00 王俐俐

21.实用司琴法初阶 王俐俐

22.为成人说故事 陈韵琳

23.旧约的启示录：撒迦利亚书 胡伟骐

台中慕义堂教室（北区忠明路499号3楼） 

24.改变生命的教学 7/2、16、30、8/13、27 唐立娟

周六上午9:00-12:00 & 下午1:00-4:00 

网络神学远距课程 全球选读 

25.教会历史（上）                              Garth M. Rosell

同步在线讨论：周二晚上09:00-10:00 

网络导师：金振宇 

26.宣教圣经神学                                      Philip Steyne

同步在线讨论：周三晚上10:00-11:00 

网络导师：李衍炀

2016学年度密集班（夏）课程一览表
第一梯（7/4-8，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27.课程设计与圣经教学 魏玉琴

第二梯（7/11-15、18-22，上午9:00-12:00）
28.监狱书信 陈兴兰

第三梯（7/25-29、8/1-5，上午9:00-12:00） 

29.以赛亚书 罗时淳

第四梯（8/9、12、15、16、19，上午10:00-下午1:00） 

30.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 骆惠珠

第五梯（8/25-26、29-31，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31.圣经历史地理 蔡春曦

第六梯（8/29-9/2，上午9:00-12:00及下午2:00-5:00） 
32.「把握时机」宣教入门课程                           彭书睿

合作及海外地区
33.保罗书信导读（台湾艺起发光促进协会） 于厚恩

5/5-7/14，周四上午9:00-12:00

34.福音书导读（救世传播协会） 陈美如

6/21-8/30，周二下午3:00-6:00

35.旧约历史书导读（创启地区）4/16-17、6/4-5 蔡忠梅

36.原生家庭与人际关系（香港但以理） 邱瑞英

7/2、8/6、9/10、10/8 

37.基督教神学（下）（香港但以理） 王瑞珍

7/9、8/6、9/10、10/8 

38.福音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陈美如

7/16、8/20、9/17、10/15 

39.基督教神学（下）（香港但以理） 史弘扬

7/16、8/20、9/17、10/15 

40.实用释经学（香港但以理） 张奇军

7/23、8/27、9/24、10/22 

41.大小先知书导读（香港但以理） 陈明正

7/23、8/27、9/24、10/22 

旅游课程 

42.宗教改革之旅 廖元威

6/18、8/13、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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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圣地之旅（详见下方） 周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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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