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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念二位對華神深具貢獻的院長，一年二次舉辦

的講座上半年以戴紹曾博士為名，下半年則是林道亮

博士紀念講座。2014年11月3-5日林道亮博士紀念講

座，此次邀請台灣信義會資深宣教士，同時過去也在

華神授課多年的傅立德博士（Dr. Wendell Friest）擔

任講員。對於傅博士許多校友們更熟悉的稱呼是「傅

牧師」，因當時傅牧師一邊協助真理堂的牧養協談事

工，一邊在華神兼任教牧輔導的課程。

本次講座傅牧師的講題「福音的轉化力道」，將從

福音的角度出發，以羅馬書五至八章為起點，詳述基

督十架救贖大功，除去罪的轄制，使人與神和好，

這便是人改變及轉化的開始。這樣的改變，建基在福

音，根植於福音，自福音發苗生根，由內至外使人徹

底改造成為嶄新的人，之後展現在人的每個層面：婚

姻裡，家庭裡，教會裡，甚至過去種種傷害裡！

華人的社會和家庭普遍習於各種要求規範，進入基

督信仰，容易形成改由信仰包裝的「新律法」，看似

脫去過往的束縛，反倒加上新的教條標準。傅牧師回

到聖經，深入「因信稱義」的道理，引導聽者進入「恩

典福音」，再思、深思福音，測度基督的恩典，能使人

深得更新釋放。牧者自身先得福音的更新，恩典的釋

放，進而帶入牧養行動，實為教會與信徒之福。

因建造教會的核心內涵是牧養，而人在福音裡得到徹

底的改變，是牧養的終極標的。在耶穌十架救贖的基礎

上，接受福音與神和好是人改變的起點，讓福音的大能

進入人生命各層面，使福音的好處轉化生活的每個面

向，享受基督榮耀的彰顯。從裡到外，牧者自身轉化，

才能幫助信徒與教會轉化，讓我們一齊經歷福音吧！

 11/3（一） 11/4（二） 11/5（三）
09：00            羅5            羅8     極大的奧秘

10：30       與神相和   成就律法的義 新生命在婚姻裡

10：30         
休　息

10：50

10：50            羅6     新造的人：   天父的榜樣：

12：20 基督裡的新生命     成聖的動力 新生命在家庭裡

12：20         
休　息

14：30

14：30             羅7      同心合意： 饒恕的更新：新生

16：00 脫離律法的綑綁 新生命在教會裡 命在受傷的回憶裡

報    名：自即日起至10/31截止，請於華神網站報名

報名費：免費入場

聯    絡：（02）2365-9151*212許姊妹

地  點：華神六樓禮堂

2014 戴紹曾博士紀念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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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給予是我們對神的愛的自然流露，是神榮耀的彰顯。

若您在台灣地區，如欲奉獻請詳劃撥單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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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您在加拿大地區，如欲奉獻請寄至下列地址

CES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Society 

P.O.Box 7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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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14年7月1日～2015年6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元

建校

奉獻基金

項 目

經 常 費

學 生 助 學 金

宣教中心基金

設備增添維修

合 計

全學年需要 七月份收入
七月

累積收入

七月

實際支出
收支差距

5,269,824
47,000
55,655

187,290

5,559,769

-2,427,164
122,660
-48,455
223,162

-2,129,797

新校區建設基金 七月份收入 累積奉獻 與目標需求差距

600,000,000 373,450 207,231,917 -392,768,083

67,830,000
2,270,000
2,280,000
7,620,000

80,000,000

2,842,660
169,660

7,200
410,452

3,429,972

立案及擴校的後續工作包括完成立案手續、地目變更、新校區建築等。

第一期建築經費需4億元，預計2017年完工，未來待增建部份約需2億元。

2,842,660
169,660

7,200
410,452

3,429,972

師資培育 每年需要3,600,000元

《章力生紀念講座》

由改革宗神學院、社團法人中華福音神學交流促進

協會合辦、華神協辦的「章力生紀念講座」，將於9

月5日下午2:00～9:00假改革宗神學院舉行。

題目為「基督教與（西方）哲學的相遇：淺釋章力

生的『總體辯道學：哲學篇』」，由林慈信牧師主

講。共有五講。林牧師畢業於威敏斯特神學院，係天

普大學歷史系哲學博士。為中華展望總幹事，北美華

人神學工作者。目前與家人定居於美國洛杉磯。歡迎

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踴躍參加。

《2014年台北研經培靈會》

將在南京東路禮拜堂隆重登場的2014台北研經培靈

會時間選訂為9月30日～10月2日一連舉行三天。

此次大會主題為「假與真」，下午2：00~3：30

由邵晨光院長主講《瑪拉基書》，包括「事奉的態

度—真誠？」、「神聖的婚姻—真愛？」、「事奉

的益處—真貌？」；下午4：00~5：30則由葉雅蓮

老師主講：「論殿—真虔：誰能擁有？」（可十一

12-26）、「論師—真智：誰能分辨？」（可十二28-

37）、「論福—真福：誰能領受？」（太五1-12）。

晚上7：00~9：00由李思敬院長主講「福音真義—你

還缺少一件？」、「真假先知—禱告必蒙應允？」、

「瓦器成珍—成功？成就？成聖？」。歡迎華神之友

及教會同道踴躍前往聆聽。

有關詳情請上網查詢或洽（02）23659151轉分機

215總務處。

《2014年新生訓練》

經過一個暑假的忙碌奔波，在各地事奉的師生同工

都將返回工作崗位，預備迎接新學期、新氣象，本院

新學期將訂9月24日正式開學，一連串的歡迎新生活

動也將展開，包括9月18日的新生訓練，9月22～23日

全院相見歡的學前靈修會。願神讓每一位初到學院的

新生能早日適應新環境、更有精神完成課業，作成神

的工。

《華神第1～29屆校友退修會》

華神教牧中心將於10月5～6日舉辦1～29屆校友退

修會，地點位於新店碧潭美麗春天大飯店，讓畢業多

年的校友以及學院老師歡

聚。衷心期待校友退修會，

透過輕鬆的對話互動，能激

盪出許多精闢建言與思想火

花。請已報名的校友們屆時

準時赴會。

《華神院訊將採電子信箱寄發》

華神院訊為響應環保政策，減少紙張的使用，

將改由華神之友電子信箱方式寄發。敬請各位

華神之友及教會同道將個人或單位之電子信箱

（E-mail）寄至：info@ces.org.tw，以協助我

們順利完成作業。

林慈信牧師簡介

中華展望總幹事，北美華人神學工作者
國際神學援救院系統神學教授
畢業於威敏斯特神學院，天普大學歷史系哲學博士
目前與家人定居於美國洛杉磯

主辦單位：改革宗神學院、社團法人中華福音神學交流促進協會（華神校友會）

協辦單位：中華福音神學院

章力生紀念講座

時        間：2014年9月5日下午2:00～9:00
地        點：改革宗神學院／台北市南京東路四段75巷30號

講        員：林慈信牧師

聯絡電話：02-2718-1110

      時    間                                   內    容

2:00～2:10 pm 歡迎與介紹

2:10～3:00 pm 第一講／哲人的偏差與悔悟：古希臘哲學

3:15～4:05 pm 第二講／現代哲學的偏差與悔悟：理性主義

4:20～5:10 pm 第三講／現代哲學的偏差與悔悟：實證主義與自然主義

 休 息

7:00～7:50 pm 第四講／近代哲學的偏差與悔悟：辨證哲學與存在主義

8:10～9:00 pm 第五講／基督教思想的偏差與悔悟：

 早期護教士，經院主義，與自由派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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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外來者」的「本土神學」

稍早提到，我曾在一間以大陸會友為主的北美教會

擔任牧職。我十七歲成為那間教會的一員，看見中國

大陸的屬靈需求，以及神在大陸所行的奇事。當年我

暗暗立志：不論長大後從事什麼工作（任何職業都可

以成為全職服事神的工作！），必以中國大陸為主要

的禾場。初與華神接洽時，我也表明，將來一旦有機

會，我會離開台灣，到大陸服事。

我對台灣有很深的感情，經常為台灣的骨肉之親流

淚。我從未想過，移民加拿大後能有機會長期回到台

灣服事。一方面，我非常珍惜這恩典，但我也明白神

放在我心中的託付乃是中國大陸。

由於長期服事大陸弟兄姊妹，回台灣後，許多計程

車司機以為我是「陸客」。然而，我的大陸朋友都認

為我很「台客」。我發現，我走到哪裡都是「客」。

在加拿大，我是「移民人士」；在國內，我是「僑

胞」，甚至以「宣教士」身份申請回台簽證。這種微

妙的身份，更印證聖經的教導：我們在這世上是客

旅、是寄居的。正因如此，神學可以不分國界、不分

種族，正如聖經所言：歸入基督的，並不分猶太人、

希臘人。但也正因如此，基督教神學在任何地方都可

以成為「本土」的神學。當年我在神學院讀書時，一

本課本中記載這麼一段話，出自第二世紀的文獻，至

今仍深深激勵我（誰說神學課本不能造就信徒！），

我想以此總結以上的分享：

「基督徒與他國子民不同之處，不在於地土，或語

言，或習俗；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不是他們自己

的，他們也沒有自己的語言，或是異於常人的生活習

慣… 反之，他們按著每個人的天命，分住在希臘人的

城市、蠻荒地區的城市。他們的生活方式十分奇妙，

他們也樂於承認這種生活方式是看似矛盾的。他們住

在自己的故鄉，但在那些地方他們卻是外來者… 每

個異國都是他們的故鄉，而每個故鄉都是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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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我上神學院開始，就有許多人問我如何選擇了

這條路。有些人或許對我的選擇感到不解，有些人可

能想聽見證得激勵，也有些人正在考慮走上同樣的道

路，想參考我的經歷。不論如何，我相信神在每位信徒

身上的帶領，都見證祂聖潔可靠的恩典，因此我也十分

樂於與人分享我的經歷。希望這篇分享，能讓一些朋

友理解為何許多基督徒走上這條路，也與走在這條路

上的信徒共勉，並供正在考慮讀神學院的肢體參考。

大學時代
我自幼移民加拿大，大學時代主修物理。在無神論

肆虐的北美大學中，許多教授毫不留情地攻擊基督徒

的信仰。思想上的挑戰，讓我對學業以致人生感到消

極。在這些挑戰下，我自己想出了一套混亂的神學，

來解釋我的信仰（在某種意義上，『神學』即『對信

仰的解釋』：我們已深信不疑，但我們也以理解我們

之所信為樂）。當我得意地對學員傳道會的輔導發表

這套神學時，他一一指出了我的盲點，並帶我到加拿

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的圖書館，翻出加爾

文的《基督教要義》，讓我從頭讀完。

建立一套神學世界觀，帶來了我思想的重整。一方

面，我學會將物理學當成對上帝創造的探究；另一方

面，我從物理學的發展史來思考自然主義世界觀所無

法突破的困境。我發現，在我心中，物理學已變成神

學的分支──其實它本來就是。

攻讀神學
重整世界觀後，我的生活也被更新了：我對所有的

事物，有了一種積極進取的心態。正確地認識神與祂

的旨意，在生命中會產生偌大的果效。誠如護教家班

森（Greg Bahnsen）所言，「若要作一個基督徒、要

在任何一點上委身於基督，你就必須在生活中的每一

點上都委身給祂，因為基督教是一套世界觀」。

為了將這領受與教會肢體分享，我決定報考神學

院，從事全職教導與牧養的工作。道學碩士三年期

間，我同時擔任教會青年傳道，薪資以兼職計算，但

工作內容與全職無異。許多神學生問我，何以應付神

學院課業，同時每週負責團契聚會及主日證道。其實

關鍵在於一個技術性的策略：我經常將主日講章修改

成神學院作業，或將作業修改為講章。這策略不但幫

助我事半功倍，更重要的是，這能確保我的神學是以

服事教會為目的，而我的服事也不會與神學脫節。

藉由講道及牧養來帶領年輕人重整他們的世界觀，

對我而言既是挑戰也是祝福。那間教會98%的會友來

自中國大陸。我所牧養的年輕人當中多有父母離異、再

婚的，而大陸的唯物主義教育，更扭曲了為人父母之

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姊妹，自幼父母離異。

由於坎坷的經歷，她一直覺得自己是不配被愛的。她

十四歲受洗的前一晚，在團契聚會後哭著對我說：「我

不可以受洗，因我有自殺傾向，我不配當基督徒。」

當時我用羅馬書八章對她解釋「無條件的揀選」，

隔天她受洗了。有一次，這位生性隨和的女孩子跟一

位傳道人辯論聖經關於「揀選」的教導，堅定地持守

「無條件的揀選」與「白白的恩典」。對她而言，這

並非抽象真理，而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愛她的確據。

這類的經歷，讓我深刻體會到，神學真的可以造就

信徒。我大學時代已經對神學產生熱愛，牧會的經歷

更讓我體會到神學的重要性。在神學院師長及教會牧

者的鼓勵下，我完成道碩學業後，先後赴普林斯頓神

學院及牛津大學神學系深造。

系統神學
攻讀博士期間，經由前院長周功和牧師的介紹，與

華神接洽，完成學業後即赴華神擔任專任老師。我在

華神主授的科目是系統神學。所謂系統神學，就是在

一套聖經教導的大前提下，導出一套前後一致的知識

系統，乃關乎神、關乎神與世界、神與人的關係的知

識。系統神學的前提，是上帝的信實：信實的上帝所

啟示的真理，不會自相矛盾，因此信徒可以有系統、

前後一致地來思想祂的真理。

系統神學本身並非最高的目的。我的恩師巴刻博

士（J. I. Packer）有句名言：「神學的目的就是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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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對神的敬拜，不單是禮拜天在教會用詩歌敬拜，更

是用每一日的生命氣息，每個念頭、每個抉擇、每個

行動來見證基督的主權與恩典。如此，系統神學的目

的，乃建構一套整全的世界觀，幫助信徒在這套世界

觀的基礎上進行所有的價值判斷。這正是我主攻、主

授系統神學的職責。

■專任教師／曾劭愷

作        者：黃穎航博士

出        版：橄欖華宣

出版時間：2014年8月

為真道辯護，使人心悅誠服歸主！「神能

創造一塊祂都搬不動的石頭嗎？」如何

解答類似的信仰難難題？

華人神學界著名的系統神學與護教學教授

黃穎航博士在本書中簡單明瞭地對這個

問題提出了解答。本書內容是由黃博士在不

同時期撰寫的短文所組成，透過經文解析、

書評書介、研討會回應、生活感言等書寫方

式，將基督信仰的真義做了深入的詮釋。每

篇短文可看出黃博士思慮周密、論證簡單明

快、論點清晰有力，顯示出他多年深入研究

科學及神學的深厚功力。

從探討的主題來看，無論是三位一體教義

的重要、認識系統神學與護教學、聖經

物質觀、從聖經看同性戀、智慧的勸誡、佈

道的準則等，都是值得深思明辨的課題，也

是傳道人或信徒應有的裝備。

4 55

—黃穎航博士思想精華

新書介紹

（曾老師五月新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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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另外，主讓我成長在類似光景教會中的特

別心意，以及神仍在動工的盼望。這些看見開闊了

我 的 心 ， 而 願 意 服 事 以 前 不 願 意 服 事 的 成 年 人 。

面對屬靈爭戰時，認識這是神的工作，而能更寬廣

的看待。「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都賜給我了。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十八18-

20）天上地下的權柄都在耶穌身上，不用害怕靈界的

爭戰，更不用擔心權力鬥爭。只要專心牧養孩子們，

使他們不只得救，更成為主的門徒。

我曾為更確定全職的呼召，求神給我一個印證或是

細節讓我再次確認。結果神對我說：「信就是所望之

事的實底、是未見之事的確

據。」 （ 來 十 一 1 ） 我 心 想 ：

「神！你那麼幽默，我單單相信

就對了。」過了幾個月，我再次

向神要了一次印證，結果還是同

樣的話，這讓我的心安靜下來。

遂發現神早已透過環境預備我。

主的計劃真是美好。原來祂給

我舞蹈的恩賜，是要我服事街舞

圈的朋友們和部落的孩子們。祂

一直都在吸引、指教、改變我。

未來無論主要我埋在一個小地

方，還是服事原住民族群及街舞

圈，甚至是更寬廣的禾場，只要

主要我去，我就願意去。

為主所用

■道學碩士科／彭德全

看似確立的道路，實是疑惑的心情

在我報考大學時，我順利的錄取了中原大學建築

系，自覺這是一條很棒的路，看起來神的帶領也是如

此。建築系是個課業量龐大的科系，在修業期間身體

上的疲憊與心理上的疲憊日漸增加。我沒日沒夜的消

耗健康為要換取分數，因為壓力大而心中積蓄埋怨，

為了要釋放壓力而跌倒犯罪，這樣真可以榮耀神嗎？

而每一次設計作業交出去後，我雖然感謝神幫助我完

成，心中卻充滿無力感跟空虛感。

體驗困難的功課，體會奇妙的帶領

大三下的時候我決定要停修設計課，用半年的時間

調整身體以及心情，希望能重新找回當初的熱情。但

這個舉動並沒有達到預期中的結果，我更加疑惑是不

是走錯了路。而之後參加了青年宣教大會，有一個想

法漸增，就是獻身全職事奉的想法。這讓我在是否要

完成建築系的修業以及是否該立刻轉換跑道這兩個念

頭間打轉，非常痛苦。若神要我全職事奉祂，我為何

還在這個科系上耗費時間；但這也有可能只是我想逃

避建築系修課困難的藉口。感謝神最終在禱告以及他

人的意見中，我明白了一件事情，若真要全職服事，

眼前這難關必須要跨過。全職的道路並不會比較容

易，如果眼前的難關無法渡過，我將來怎能勝任神要

託付給我的事工。況且神的恩典夠我用，靠著神我可

以完成修業的。所以，無論如何我要完成建築系的修

業。

勇敢接受挑戰，立志為神所用

心態改變以後，我不再專注是不是走錯路這件事情

上面。我多花了兩年才畢業，但在這當中因著自己的

經歷和長時間待在學校有更多的看見。這過程中是充

滿了掙扎跟困難，但更是見證上帝的恩典跟憐憫。神

讓我在設計課當中不只學到作設計的專業技能，更學

習到許多功課，例如：要愛你的仇敵、要懂得取捨等

等。畢業後，我要回應全職的呼召，所以，我先在教

會中的全時間的工作一年，讓我更認識全職傳道人所

要面對的生活與挑戰為何。全時間服事一年後報考神

學院，希望進入神學院接受全備的裝備，

之後更能在蒙召的道路上

為主所用。

走主帶領的路

■道學碩士科／郭旻華

在國中時期因為單親又飽受霸凌的狀況下，慢慢地

遠離人群，成為一個對任何事都漠不關心的人，殊不

知已經漸漸患上憂鬱的傾向。屏東鄉下的風氣相當單

純卻又複雜，聚賭、簽牌和不正常的男女關係，似乎

成為自己生長環境的一部分。在高中畢業後，因為

陷入躁鬱風暴的我，無法正常和人交往和工作，因此

待在家中準備重考，也開始了和躁鬱症正面交鋒的日

子。

那些日子裡，晝夜流

淚不止，枕頭布經常

是濕的，因為恐懼人，

恐懼生命何去何從而

痛 苦 ， 也 因 天 天 流

淚，變的思考混沌、

記憶力嚴重下降，於

是求助醫生，但藥

物卻讓我頭腦像灌

水泥一樣僵化且嗜

睡 。 天 天 過 著 空

殼的日子，多次想

要尋死，卻不捨疼

愛我的母親傷心。

   在上了大學後，學姊來邀請我去校園團契，其中，

詩歌及溫暖的關心，使我這憤世嫉俗的人漸被融化，

並看見輔導眼中的堅定，讓我好奇這位上帝到底是

怎樣的一位神，可以讓人這麼溫柔卻堅定，又聽說祂

是全能慈愛且聽禱告的神，於是我禱告神，請祂醫治

我。在過程中，多次經歷到神平安的靈陪伴我度過流

淚不止的夜晚，只要禱告，就能抑制住眼淚而平安入

睡，更信靠祂就是我的神，在絕望人生中的曙光。於

是很快的我就決志受洗，學習聖經真理，改變自己原

有的思想和習慣，開始學習與人相處，學習在團隊中

找到歸屬感，學習付出。

  在信仰成長的過程中，看到不同牧者卻相同熱愛

上帝的心，及謙卑自己在神手中的心志，我不斷地思

考教會及自己的定位，尋找神的心意。也曾多次獨自

上街頭或火車上傳福音，按神給我平安的心與他們對

談，保羅因為親眼見神，生命完全改變，也因為這樣

的信念無悔持守一生，用愛心和諸多忍耐的心去傳講

神的話語，使人心回轉，也不愛惜自己的性命，使我

更深深思考一個牧羊人的心，及神的愛。期望自己在

有限的生命裡，可以及早裝備自己在真理及服事中扎

實的訓練和根基，全心投入禾場。我深知自己的不完

全，仍祈求神給我勇氣和謙卑的心做出任何決定，並

用真理與愛人的心，走祂帶領我走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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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我去，我願意去

2013年我和夥伴帶著三位美國老師，一起環島到

七個部落，免費教小朋友街舞和英文。雖然這不是

一個福音活動，但我期待藉由生命的影響，能在孩子

和同伴們的心中埋下種子。於是，我帶大家回到歸崇

部落。環島結束後，神把對歸崇特別的負擔放在我心

中。有一次禱告時，歸崇兩個孩子的臉清晰地浮現在

我眼前，我的眼淚無法停止的湧出。上帝把他們心中

的痛苦、自卑、孤獨、渴望被愛的感受放在我的心裡。

我跟上帝說，我願意用的愛、付出行動來愛他們。

於是我陸續參與短宣隊、聖誕節表演、教會所有活

動，並每月回去教街舞。因我渴望他們的生命得救，

能在主裡得著那人所不能給的

愛。在與當地牧者、做原住民工

作的許多牧師、社福機構及屬

靈長輩們請教和傳遞異象的過程

中，心中的負擔與日俱增，常常

為他們的生命感到著急、流淚禱

告。開始參加信友堂的宣教團契

和長宣小組，及在桃園高遶部落

的保羅事工服事，也到華神延伸

制修課。

主 使 我 看 見 對 整 個 部 落 的 負

擔（這部落有三間教會、一間

天主堂，居民卻仍落在祖靈及

廟宇的網羅中），認為唯有神

能改變，渴望陪伴且建造他們

■道學碩士科／姚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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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部 2014 學年度上學期（秋）課程一覽表

報名專線 (02)2365-9151轉202、204、264
或傳真 (02)2365-5885 或E-mail:tee@ces.org.tw

或網路報名 http://tee.ces.org.tw〈 學生入口 〉

報名截止：新生9月16日、舊生9月19日    
課程起迄：103年9月29日至104年1月10日

          共計15週

週一（晚上7：00～9：20）
01.實用司琴法高階＊下午2:00～4:20  王珮伶

02.從聖經與心理學看憂鬱症 張惠寬

03.聲樂（上）＊晚上7:00～8:10  蔡慧卿

04.聲樂（下）＊晚上8:10～9:20  蔡慧卿

05.一般書信導讀 于厚恩

06.基礎讀經（上） 陳明正

週二（晚上7：00～9：20）
07.實用司琴法中階＊下午2:00～4:20 王珮伶

08.保羅書信導讀 馬倩平

09.實用司琴法中階＊晚上7:00～8:10   楊美惠

10.實用司琴法高階＊晚上8:10～9:20  楊美惠

11.詩歌教唱與音樂基礎訓練 蔡慧卿

12.過程式團契帶領與教導 李培立

13.但以理書約拿書看宣教 吳獻章

週三（晚上7：00～9：30）
14.路加福音 魏啟源

15.實用司琴法初階 翁慕光

16.基督教神學（上） 王瑞珍

週四（晚上7：00～9：20）
17.聲樂（下）＊上午11:00～12:10  駱惠珠

18.用聲樂方法說話與講道＊下午2:00～4:20  駱惠珠

19.聲樂（上）＊下午4:20～6:40 駱惠珠

20.神學英文（上） 楚岳恩

21.舊約歷史書導讀 胡偉騏

22.加拉太書釋經講道 謝清傑

23.單親父母親職教育工作坊 游文惠

24.3 STORY 生命關係佈道法 莊舒華

週五（晚上7：00～9：20）
25.從「聖地風俗」看聖經 陳美如

26.「威信型」親職教育 趙芸芸•林佩慧

27.舊約聖經與今日教牧 胡維華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全球選讀

28.一般書信導讀 李志秋
面授日：10/27（一）晚上7:00～9:00  華秉珠

29.舊約導讀                                        Douglas Stuart
面授日：11/11（二）晚上7:00～9:00 陳琇嫆

30.創世記 Carol Kaminski
本課程無面授之安排 李衍煬

林森南路禮拜堂

31.小先知書＊週四晚上7:15~9:45 杜榮華

台北頌主堂

32.門徒訓練＊週六上午10:10~12:00  張益禎

台北恩友堂教室

33.啟示錄＊週六晚上7:00～9:10 林烽銓

天母感恩堂教室

34.實用釋經學＊週二晚上7:00～9:40 蔡麗貞

9/23、30、10/7、14、21、28、11/11、18、25、12/16
汐止麗景禮拜堂

35.從聖經看禱告與聖靈＊週二晚上7:30~9:30 宋先惠

基隆靈糧堂教室

36.羅馬書＊週一晚上7:30~9:30 王良玉

台中慕義堂教室

37.基督教神學（下） 王瑞珍•史弘揚

10/4、25、11/1、15、29、12/6
週六上午9:00～12:00 &下午1:00～3:00 

高雄左營油廠基督教會教室

38.約翰福音＊週六上午9:30～12:00  杜榮華

旅遊課程

39.聖地之旅＊2015/2/12～23前往聖地 陳美如

11/1、12/20、2015/1/31，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合作及海外地區（課程簡介備索）

40.舊約歷史書導讀（林口） 羅時淳

10/1～12/17，週三晚上7:30～10:00 
41.聖經與輔導（香港） 趙慧香

2014/11/8、12/13、2015/1/10、2/7
42.福音書導讀（香港） 陳美如

2014/11/8、12/13、2015/1/10、2/7 
43.實用釋經學（香港） 華秉珠

2014/11/15、12/20、2015/1/17、2/14 
44.基礎讀經（下）（香港） 華秉珠

2014/11/22、12/6、2015/1/24、2/28 
45.基礎讀經（上）（香港） 左大萱

2014/11/29、12/27、2015/1/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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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旅遊課程搶先報

＊保羅行蹤Ⅰ：土耳其之旅／王瑞珍

＊2015/2/7、14、3/14、28

   週六上午9:00～12:30行前上課

＊2015/4/7～19前往土耳其，共13天 

＊9/19前報名享團費3,000元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