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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处

 11/3（一） 11/4（二） 11/5（三）
09：00            罗5           罗8     极大的奥秘

10：30       与神相和   成就律法的义 新生命在婚姻里

10：30         
休　息

10：50

10：50            罗6   新造的人：   天父的榜樣：

12：20 基督里的新生命   成圣的动力 新生命在家庭里

12：20         
休　息

14：30

14：30             罗7    同心合意： 饶恕的更新：新生

16：00 脱离律法的捆绑 新生命在教会里 命在受伤的回忆里

报  名：即日起至10/31截止，请于华神网站报名

报名费：免费入场

联  络：（02）2365-9151*212许姊妹

地  点：华神六楼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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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二位对华神深具贡献的院长，一年二次举办

的讲座上半年以戴绍曾博士为名，下半年则是林道亮

博士纪念讲座。2014年11月3-5日林道亮博士纪念讲

座，此次邀请台湾信义会资深宣教士，同时过去也在

华神授课多年的傅立德博士（Dr. Wendell Friest）

担任讲员。对于傅博士许多校友们更熟悉的称呼是

「傅牧师」，因当时傅牧师一边协助真理堂的牧养协

谈事工，一边在华神兼任教牧辅导的课程。

本次讲座傅牧师的讲题「福音的转化力道」，将从

福音的角度出发，以罗马书五至八章为起点，详述基

督十架救赎大功，除去罪的辖制，使人与神和好，

这便是人改变及转化的开始。这样的改变，建基在福

音，根植于福音，自福音发苗生根，由内至外使人彻

底改造成为崭新的人，之后展现在人的每个层面：婚

姻里，家庭里，教会里，甚至过去种种伤害里！

华人的社会和家庭普遍习于各种要求规范，进入基

督信仰，容易形成改由信仰包装的「新律法」，看似脱

去过往的束缚，反倒加上新的教条标准。傅牧师回到

圣经，深入「因信称义」的道理，引导听者进入「恩典

福音」，再思、深思福音，测度基督的恩典，能使人深

得更新释放。牧者自身先得福音的更新，恩典的释放，

进而带入牧养行动，实为教会与信徒之福。

因建造教会的核心内涵是牧养，而人在福音里得到彻

底的改变，是牧养的终极目标。在耶稣十架救赎的基础

上，接受福音与神和好是人改变的起点，让福音的大能

进入人生命各层面，使福音的好处转化生活的每个面

向，享受基督荣耀的彰显。从里到外，牧者自身转化，

才能帮助信徒与教会转化，让我们一齐经历福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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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神院讯将采电子信箱寄发》

华神院讯为响应环保政策，减少纸张的使用，

将改由华神之友电子信箱方式寄发。敬请各位

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将个人或单位之电子信箱

（E-mail）寄至：info@ces.org.tw，以协助

我们顺利完成作业。

林慈信牧师简介

中华展望总干事，北美华人神学工作者

国际神学援救院系统神学教授

毕业于威敏斯特神学院，天普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

目前与家人定居于美国洛杉矶

主办单位：改革宗神学院、社团法人中华福音神学交流促进协会（华神校友会）

协办单位：中华福音神学院

章力生纪念讲座

时    间：2014年9月5日下午2:00～9:00

地    点：改革宗神学院／台北市南京东路四段75巷30号

讲    员：林慈信牧师

联络电话：02-2718-1110

   時  間                 內    容

2:00～2:10 pm 欢迎与介绍

2:10～3:00 pm 第一讲／哲人的偏差与悔悟：古希腊哲学

3:15～4:05 pm 第二讲／现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理性主义

4:20～5:10 pm 第三讲／现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

 休 息

7:00～7:50 pm 第四讲／近代哲学的偏差与悔悟：辨证哲学与存在主义

8:10～9:00 pm 第五讲／基督教思想的偏差与悔悟

 早期护教士，经院主义，与自由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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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及扩校的后续工作包括完成立案手续、地目变更、新校区建筑等。

第一期建筑经费需4亿元，预计2017年完工，未来待增建部份约需2亿元。

若您在台湾地区，如欲奉献请详划拨单。 

若您在美国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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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在加拿大地区，如欲奉献请寄至下列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RPO White Rock,Surrey, B.C.Canada V4A 0B1 

给予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自然流露，是神荣耀的彰显。

七月

实际支出

建校

奉献基金

项        目

经 常 费

学 生 助 学 金

宣教中心基金

设备增添维修

合         计

全学年预算 七月份收入
七月

累积收入
收支差距

2014学年我们的财务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单位：新台币元

  新校区建设基金 七月份收入  累积奉献          与目标需求差距

《章力生纪念讲座》

由改革宗神学院、社团法人中华福音神学交流促进

协会合办、华神协办的「章力生纪念讲座」，将于9月

5日下午2:00～9:00假改革宗神学院举行。

题目为「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相遇：浅释章力

生的『总体辩道学：哲学篇』」，由林慈信牧师主

讲。共有五讲。林牧师毕业于威敏斯特神学院，系天

普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为中华展望会总干事，北美

华人神学工作者。目前与家人定居于美国洛杉矶。欢

迎华神之友及教会同道踊跃参加。

《2014年台北研经培灵会》

将在南京东路礼拜堂隆重登场的2014台北研经培灵

会时间选订为9月30日～10月2日一连举行三天。

此次大会主题为「假与真」，下午2：00～3：30由

邵晨光院长主讲《玛拉基书》，包括「事奉的态度—

真诚？」、「神圣的婚姻—真爱？」、「事奉的益

处—真貌？」；下午4：00～5：30则由叶雅莲老师主

讲：「论殿—真虔：谁能拥有？」（可十一12-26）、

「论师—真智：谁能分辨？」（可十二28-37）、「论

福—真福：谁能领受？」（太五1-12）。晚上7：00～

9：00由李思敬院长主讲「福音真义—你还缺少一

件？」、「真假先知—祷告必蒙应允？」、「瓦器成

珍—成功？成就？成圣？」。欢迎华神之友及教会同

道踊跃前往聆听。

有关详情请上网查询或洽（02）23659151转分机215

总务处。

《2014年新生训练》

经过一个暑假的忙碌奔波，在各地事奉的师生同工

都将返回工作岗位，预备迎接新学期、新气象，本院

新学期将订9月24日正式开学，一连串的欢迎新生活动

也将展开，包括9月18日的新生训练，9月22～23日全

院相见欢的学前灵修会。愿神让每一位初到学院的新

生能早日适应新环境、更有精神完成课业，作成神的

工。

《华神第1～29届校友退修会》

华神教牧中心将于10月5～6日举办1～29届校友退修

会，地点位于新店碧潭美麗春天大飯店，让毕业多年

的校友以及学院老师欢聚。

衷心期待校友退修会，透过

轻松的对话互动，能激荡出

许多精辟建言与思想火花。

请已报名的校友们届时准时

赴会。

师资培育 每年需要3,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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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曾劭愷

作    者：黄颖航博士

出    版：橄榄华宣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为
真道辩护，使人心悦诚服归主！「神能

创造一块祂都搬不动的石头吗？」如何

解答类似的信仰难难题？

华
人神学界著名的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

黄颖航博士在本书中简单明了地对这个

问题提出了解答。本书内容是由黄博士在不

同时期撰写的短文所组成，透过经文解析、

书评书介、研讨会响应、生活感言等书写方

式，将基督信仰的真义做了深入的诠释。每

篇短文可看出黄博士思虑周密、论证简单明

快、论点清晰有力，显示出他多年深入研究

科学及神学的深厚功力。

从
探讨的主题来看，无论是三位一体教义

的重要、认识系统神学与护教学、圣经

物质观、从圣经看同性恋、智慧的劝诫、布

道的准则等，都是值得深思明辨的课题，也

是传道人或信徒应有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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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颖航博士思想精华

新书介绍

新书介绍

（曾老師五月新婚）

自从我上神学院开始，就有许多人问我如何选择了这

条路。有些人或许对我的选择感到不解，有些人可能想

听见证得激励，也有些人正在考虑走上同样的道路，想

参考我的经历。不论如何，我相信神在每位信徒身上的

带领，都见证祂圣洁可靠的恩典，因此我也十分乐于与

人分享我的经历。希望这篇分享，能让一些朋友理解为

何许多基督徒走上这条路，也与走在这条路上的信徒共

勉，并供正在考虑读神学院的肢体参考。

大学时代
我自幼移民加拿大，大学时代主修物理。在无神论

肆虐的北美大学中，许多教授毫不留情地攻击基督徒

的信仰。思想上的挑战，让我对学业以致人生感到消

极。在这些挑战下，我自己想出了一套混乱的神学，

来解释我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神学』即『对信

仰的解释』：我们已深信不疑，但我们也以理解我们

之所信为乐）。当我得意地对学员传道会的辅导发表

这套神学时，他一一指出了我的盲点，并带我到加拿

大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的图书馆，翻出加尔

文的《基督教要义》，让我从头读完。

建立一套神学世界观，带来了我思想的重整。一方

面，我学会将物理学当成对上帝创造的探究；另一方

面，我从物理学的发展史来思考自然主义世界观所无

法突破的困境。我发现，在我心中，物理学已变成神

学的分支──其实它本来就是。

攻读神学
重整世界观后，我的生活也被更新了：我对所有的

事物，有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正确地认识神与祂

的旨意，在生命中会产生偌大的果效。诚如护教家班

森（Greg Bahnsen）所言，「若要作一个基督徒、要

在任何一点上委身于基督，你就必须在生活中的每一

点上都委身给祂，因为基督教是一套世界观」。

为了将这领受与教会肢体分享，我决定报考神学

院，从事全职教导与牧养的工作。道学硕士三年期

间，我同时担任教会青年传道，薪资以兼职计算，但

工作内容与全职无异。许多神学生问我，何以应付神

学院课业，同时每周负责团契聚会及主日证道。其实

关键在于一个技术性的策略：我经常将主日讲章修改

成神学院作业，或将作业修改为讲章。这策略不但帮

助我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这能确保我的神学是以

服事教会为目的，而我的服事也不会与神学脱节。

藉由讲道及牧养来带领年轻人重整他们的世界观，

对我而言既是挑战也是祝福。那间教会98%的会友来自

中国大陆。我所牧养的年轻人当中多有父母离异、再婚

的，而大陆的唯物主义教育，更扭曲了为人父母之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姊妹，自幼父母离异。由于

坎坷的经历，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不配被爱的。她十四岁

受洗的前一晚，在团契聚会后哭着对我说：「我不可以

受洗，因我有自杀倾向，我不配当基督徒。」

当时我用罗马书八章对她解释「无条件的拣选」，

隔天她受洗了。有一次，这位生性随和的女孩子跟一

位传道人辩论圣经关于「拣选」的教导，坚定地持守

「无条件的拣选」与「白白的恩典」。对她而言，这

并非抽象真理，而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爱她的确据。

这类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神学真的可以造就

信徒。我大学时代已经对神学产生热爱，牧会的经历

更让我体会到神学的重要性。在神学院师长及教会牧

者的鼓励下，我完成道硕学业后，先后赴普林斯顿神

学院及牛津大学神学系深造。

系统神学
攻读博士期间，经由前院长周功和牧师的介绍，与

华神接洽，完成学业后即赴华神担任专任老师。我在

华神主授的科目是系统神学。所谓系统神学，就是在

一套圣经教导的大前提下，导出一套前后一致的知识

系统，乃关乎神、关乎神与世界、神与人的关系的知

识。系统神学的前提，是上帝的信实：信实的上帝所

启示的真理，不会自相矛盾，因此信徒可以有系统、

前后一致地来思想祂的真理。

系统神学本身并非最高的目的。我的恩师巴刻博士

（J. I. Packer）有句名言：「神学的目的就是敬拜

神」（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信

徒对神的敬拜，不单是礼拜天在教会用诗歌敬拜，更

是用每一日的生命气息，每个念头、每个抉择、每个

行动来见证基督的主权与恩典。如此，系统神学的目

的，乃建构一套整全的世界观，帮助信徒在这套世界

观的基础上进行所有的价值判断。这正是我主攻、主

授系统神学的职责。

总结：「外来者」的「本土神学」
稍早提到，我曾在一间以大陆会友为主的北美教会

担任牧职。我十七岁成为那间教会的一员，看见中国

大陆的属灵需求，以及神在大陆所行的奇事。当年我

暗暗立志：不论长大后从事什么工作（任何职业都可

以成为全职服事神的工作！），必以中国大陆为主要

的禾场。初与华神接洽时，我也表明，将来一旦有机

会，我会离开台湾，到大陆服事。

我对台湾有很深的感情，经常为台湾的骨肉之亲流

泪。我从未想过，移民加拿大后能有机会长期回到台

湾服事。一方面，我非常珍惜这恩典，但我也明白神

放在我心中的托付乃是中国大陆。

由于长期服事大陆弟兄姊妹，回台湾后，许多出租

车司机以为我是「陆客」。然而，我的大陆朋友都认

为我很「台客」。我发现，我走到哪里都是「客」。

在加拿大，我是「移民人士」；在国内，我是「侨

胞」，甚至以「宣教士」身份申请回台签证。这种微

妙的身份，更印证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这世上是客

旅、是寄居的。正因如此，神学可以不分国界、不分

种族，正如圣经所言：归入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但也正因如此，基督教神学在任何地方都可

以成为「本土」的神学。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时，一

本课本中记载这么一段话，出自第二世纪的文献，至

今仍深深激励我（谁说神学课本不能造就信徒！），

我想以此总结以上的分享：

「基督徒与他国子民不同之处，不在于地土，或

语言，或习俗；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们自

己的，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语言，或是异于常人的生

活习惯… 反之，他们按着每个人的天命，分住在希

腊人的城市、蛮荒地区的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十

分奇妙，他们也乐于承认这种生活方式是看似矛盾

的。他们住在自己的故乡，但在那些地方他们却是

外来者… 每个异国都是他们的故乡，而每个故乡都

是异国。」（Epistle to Diognetus 5,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6:139，摘自Dale Irvin and 

Scott Sunqu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Volume 1: Earliest Christianity To 

1453,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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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硕士科／姚奇青

主要我去，我愿意去主要我去，我愿意去

2013年我和伙伴带着三位美国老师，一起环岛到七

个部落，免费教小朋友街舞和英文。虽然这不是一个

福音活动，但我期待藉由生命的影响，能在孩子和同

伴们的心中埋下种子。于是，我带大家回到归崇部落。

环岛结束后，神把对归崇特别的负担放在我心中。有

一次祷告时，归崇两个孩子的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

前，我的眼泪无法停止的涌出。上帝把他们心中的痛

苦、自卑、孤独、渴望被爱的感受放在我的心里。我跟

上帝说，我愿意用祢的爱、付出行动来爱他们。

于是我陆续参与短宣队、圣诞节表演、教会所有活

动，并每月回去教街舞。因我渴望他们的生命得救，

能在主里得着那人所不能给的

爱。在与当地牧者、做原住民工

作的许多牧师、社福机构及属

灵长辈们请教和传递异象的过程

中，心中的负担与日俱增，常常

为他们的生命感到着急、流泪祷

告。开始参加信友堂的宣教团契

和长宣小组，及在桃园高遶部落

的保罗事工服事，也到华神延伸

制修课。

主使我看见对整个部落的负担

（这部落有三间教会、一间天主

堂，居民却仍落在祖灵及庙宇的

网罗中），认为唯有神能改变，

渴望陪伴且建造他们的生命。另

外，主让我成长在类似光景教会中的特别心意，以及

神仍在动工的盼望。这些看见开阔了我的心，而愿意

服事以前不愿意服事的成年人。

面对属灵争战时，认识这是神的工作，而能更宽广

的看待。「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二十八18-

20）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身上，不用害怕灵界的

争战，更不用担心权力斗争。只要专心牧养孩子们，

使他们不只得救，更成为主的门徒。

我曾为更确定全职的呼召，求神给我一个印证或是

细节让我再次确认。结果神对我说：「信就是所望之

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据。」（来十一1）我心想：

「神！你那么幽默，我单单相信

就对了。」过了几个月，我再次

向神要了一次印证，结果还是同

样的话，这让我的心安静下来。

遂发现神早已透过环境预备我。

主的计划真是美好。原来祂给

我舞蹈的恩赐，是要我服事街舞

圈的朋友们和部落的孩子们。祂

一直都在吸引、指教、改变我。

未来无论主要我埋在一个小地

方，还是服事原住民族群及街舞

圈，甚至是更宽广的禾场，只要

主要我去，我就愿意去。

走主带领的路走主带领的路
■道学硕士科／郭旻华

  在国中时期因为单亲又饱受霸凌的状况下，慢慢

地远离人群，成为一个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人，殊

不知已经渐渐患上忧郁的倾向。屏东乡下的风气相当

单纯却又复杂，聚赌、签牌和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似

乎成为自己生长环境的一部分。在高中毕业后，因为

陷入躁郁风暴的我，无法正常和人交往和工作，因此

待在家中准备重考，也开始了和躁郁症正面交锋的日

子。

那些日子里，昼夜流

泪不止，枕头布经常

是湿的，因为恐惧

人，恐惧生命何去何

从而痛苦，也因天天

流泪，变的思考混

沌、记忆力严重下

降 ， 于 是 求 助 医

生，但药物却让我

头脑像灌水泥一样

僵化且嗜睡。天

天过着空壳的日

子，多次想要寻

死，却不舍疼爱

我的母亲伤心。

  在上了大学后，学姊来邀请我去校园团契，其

中，诗歌及温暖的关心，使我这愤世嫉俗的人渐被融

化，并看见辅导眼中的坚定，让我好奇这位上帝到底

是怎样的一位神，可以让人这么温柔却坚定，又听说

祂是全能慈爱且听祷告的神，于是我祷告神，请祂医

治我。在过程中，多次经历到神平安的灵陪伴我度过

流泪不止的夜晚，只要祷告，就能抑制住眼泪而平安

入睡，更信靠祂就是我的神，在绝望人生中的曙光。

于是很快的我就决志受洗，学习圣经真理，改变自己

原有的思想和习惯，开始学习与人相处，学习在团队

中找到归属感，学习付出。

  在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看到不同牧者却相同热爱

上帝的心，及谦卑自己在神手中的心志，我不断地思

考教会及自己的定位，寻找神的心意。也曾多次独自

上街头或火车上传福音，按神给我平安的心与他们对

谈，保罗因为亲眼见神，生命完全改变，也因为这样

的信念无悔持守一生，用爱心和诸多忍耐的心去传讲

神的话语，使人心回转，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使我

更深深思考一个牧羊人的心，及神的爱。期望自己在

有限的生命里，可以及早装备自己在真理及服事中扎

实的训练和根基，全心投入禾场。我深知自己的不完

全，仍祈求神给我勇气和谦卑的心做出任何决定，并

用真理与爱人的心，走祂带领我走的路。

为主所用为主所用
■道学硕士科／彭德全

看似确立的道路，实是疑惑的心情

在我报考大学时，我顺利的录取了中原大学建筑

系，自觉这是一条很棒的路，看起来神的带领也是如

此。建筑系是个课业量庞大的科系，在修业期间身体

上的疲惫与心理上的疲惫日渐增加。我没日没夜的消

耗健康为要换取分数，因为压力大而心中积蓄埋怨，

为了要释放压力而跌倒犯罪，这样真可以荣耀神吗？

而每一次设计作业交出去后，我虽然感谢神帮助我完

成，心中却充满无力感跟空虚感。

体验困难的功课，体会奇妙的带领

大三下的时候我决定要停修设计课，用半年的时间

调整身体以及心情，希望能重新找回当初的热情。但

这个举动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结果，我更加疑惑是不

是走错了路。而之后参加了青年宣教大会，有一个想

法渐增，就是献身全职事奉的想法。这让我在是否要

完成建筑系的修业以及是否该立刻转换跑道这两个念

头间打转，非常痛苦。若神要我全职事奉祂，我为何

还在这个科系上耗费时间；但这也有可能只是我想逃

避建筑系修课困难的借口。感谢神最终在祷告以及他

人的意见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若真要全职服事，

眼前这难关必须要跨过。全职的道路并不会比较容

易，如果眼前的难关无法渡过，我将来怎能胜任神要

托付给我的事工。况且神的恩典够我用，靠着神我可

以完成修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要完成建筑系的修

业。

勇敢接受挑战，立志为神所用

心态改变以后，我不再专注是不是走错路这件事情

上面。我多花了两年才毕业，但在这当中因着自己的

经历和长时间待在学校有更多的看见。这过程中是充

满了挣扎跟困难，但更是见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神

让我在设计课当中不只学到作设计的专业技能，更学

习到许多功课，例如：要爱你的仇敌、要懂得取舍等

等。毕业后，我要响应全职的呼召，所以，我先在教

会中的全时间的工作一年，让我更认识全职传道人所

要面对的生活与挑战为何。全时间服事一年后报考神

学院，希望进入神学院接受全备的装备，

之后更能在蒙召的道路上

为主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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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教育2014学年度上学期（秋）课程一览表

选课报名专线(02)2365-9151转202、204、264

或传真(02)2365-5885或E-mail:tee@ces.org.tw

或网络报名http://tee.ces.org.tw〈学生入口〉

报名截止：新生9月16日、旧生9月19日

课程起迄：2014年9月29日至2015年1月10日

          共计15周

          旅游课程抢先报旅游课程抢先报
＊保罗行踪Ⅰ：土耳其之旅／王瑞珍

＊2015/2/7、14、3/14、28

   周六上午9:00～12:30行前上课

＊2015/4/7～19前往土耳其，共13天 

＊9/19前报名享团费3,000元优惠

周一（晚上7：00～9：20）

01.实用司琴法高阶＊下午2:00～4:20  王佩伶

02.从圣经与心理学看忧郁症 张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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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一般书信导读 于厚恩

06.基础读经（上） 陈明正

周二（晚上7：00～9：20）

07.实用司琴法中阶＊下午2:00～4:20 王佩伶

08.保罗书信导读 马倩平

09.实用司琴法中阶＊晚上7:00～8:10   杨美惠

10.实用司琴法高阶＊晚上8:10～9:20  杨美惠

11.诗歌教唱与音乐基础训练 蔡慧卿

12.过程序团契带领与教导 李培立

13.但以理书约拿书看宣教 吴献章

周三（晚上7：00～9：30）

14.路加福音 魏启源

15.实用司琴法初阶 翁慕光

16.基督教神学（上） 王瑞珍

周四（晚上7：00～9：20）

17.声乐（下）＊上午11:00～12:10  骆惠珠

18.用声乐方法说话与讲道＊下午2:00～4:20 骆惠珠

19.声乐（上）＊下午4:20～6:40 骆惠珠

20.神学英文（上） 徐成德

21.旧约历史书导读 胡伟骐

22.加拉太书释经讲道 谢清杰

23.单亲父母亲职教育工作坊 游文惠

24.3 STORY生命关系布道法 庄舒华

周五（晚上7：00～9：20）

25.从「圣地风俗」看圣经 陈美如

26.「威信型」亲职教育 赵芸芸•林佩慧

27.旧约圣经与今日教牧 胡维华

网络神学远距课程全球选读

28.一般书信导读 李志秋

面授日：10/27（一）晚上7:00～9:00  华秉珠

29.旧约导读                  Douglas Stuart

面授日：11/11（二）晚上7:00～9:00 陈琇嫆

30.创世记 Carol Kaminski

本课程无面授之安排 李衍炀

林森南路礼拜堂

31.小先知书＊周四晚上7:15~9:45 杜荣华

台北颂主堂

32.门徒训练＊周六上午10:10~12:00  张益祯

台北恩友堂教室

33.启示录＊周六晚上7:00～9:10 林烽铨

天母感恩堂教室

34.实用释经学＊周二晚上7:00～9:40 蔡丽贞

9/23、30、10/7、14、21、28、11/11、18、25、12/16

汐止丽景礼拜堂

35.从圣经看祷告与圣灵＊周二晚上7:30~9:30 宋先惠

基隆灵粮堂教室

36.罗马书＊周一晚上7:30~9:30 王良玉

台中慕义堂教室

37.基督教神学（下） 王瑞珍•史弘扬

10/4、25、11/1、15、29、12/6，

周六上午9:00～12:00 &下午1:00～3:00 

高雄左营油厂基督教会教室

38.约翰福音＊周六上午9:30～12:00  杜荣华

旅游课程

39.圣地之旅＊2015/2/12～23前往圣地 陈美如

11/1、12/20、2015/1/31，上午9:00～12:00行前上课

合作及海外地区（课程简介备索）

40.旧约历史书导读（林口） 罗时淳

10/1～12/17，周三晚上7:30～10:00 

41.圣经与辅导（香港） 赵慧香

2014/11/8、12/13、2015/1/10、2/7 

42.福音书导读（香港） 陈美如

2014/11/8、12/13、2015/1/10、2/7 

43.实用释经学（香港） 华秉珠

2014/11/15、12/20、2015/1/17、2/14 

44.基础读经（下）（香港） 华秉珠

2014/11/22、12/6、2015/1/24、2/28 

45.基础读经（上）（香港） 左大萱

2014/11/29、12/27、2015/1/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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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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