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發 行 者：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福音神學基金會

編    輯：華神企劃室

地    址：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53號

電    話：（03）2737477
傳    真：（03）3714703
網    址：www.ces.org.tw
電子信箱：info@ces.org.tw
劃撥帳號：00163740中華福音神學院

臺北地方法院本院財團法人登記第499號

中華郵政登記臺字2243號第一類新聞紙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737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
第 2243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內郵資已付

TAIPEI(30)TAIWAN
R.O.C.

POSTAGE PIAD
LICENCE NO.133

NEWS PAPER
AIR MAIL

為環保及節省郵資，煩請改換以電子郵箱寄送

院訊，並請將名條上之姓名、地址、編號及

個人電郵 E-mail 至 info@ces.org.tw 
謝謝您的協助！

主題信息

2021華神學術研討會

全球宣教與台灣教會

宣教運動

招生訊息

學院簡訊

推廣教育處課程簡介

614  2021 年十二月號

■
■
■

■
■
■

1
3
4

6
7
8

明白上帝的話語：
重新確認聖經的重要性

中華福音神學院院訊

▓專任老師╱溫永勖

八德新校區興建費用 8 億 2000 萬

建校尾款已付清 (詳情見九月院訊第5版報導)

許多基督徒不太明白聖經，這表示我們不幸地又不經意地，無法獲得聖經的真

理和知識的許多好處。畢竟，只有當我們真正研習並明白聖經時，上帝的話語才

能真正改變我們的生活。由於祂的話語用之不竭，所以，就算是我們這些教授聖

經和神學的人，也需要親自研習聖經，因為上帝總是想透過聖經給我們更多。換

句話說，沒有人從聖經學院「畢業」— 而如果我們真的想參與在當代世界及世

界的事件中，最必要的第一步，或許是要確保我們能好好地掌握上帝透過聖經不

斷對我們說的話。在這篇短文中，我希望鼓勵讀者真正努力追求聖經的知識，讓

上帝的話語真正影響我們。簡而言之，我想邀請大家自己思考這個問題：你們有

多了解聖經？你如何立志更深入地了解聖經？

擁有並真正認識神的話語最少有四個好處：（1) 幫助我們認識神和祂的救恩； 

(2) 幫助我們藉著聖靈過敬虔的生活； (3) 幫助我們以實用的智慧生活，並容許我

們真誠地表達情感； (4) 幫助我們塑造我們的生活經驗。為了鼓勵大家更委身地

了解聖經，我將通過聖經中的具體例子詳細闡述這四點。

(1) 聖經幫助我們認識神和祂的救恩

我可以選擇很多經文作為第一個好處的例子，我特別選擇了我們非常熟悉的

詩篇二十三篇作為入門，因為在這首詩篇中，我們明白到主是我們個人的「牧

者」（1節）。換句話說，面對一個不斷試圖向我們傳達我們不但「不夠」而

且「本身就不夠」的世界，我們從這篇經文

明白到創造並維持萬物的上帝，

正是那個能滿足我

們一切所需的以

至我們一無所

缺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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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過份忙碌的生活中，正是這位牧者帶領我們—

祂的羊—到所比喻的「青草地上」和「可安歇的水

邊」，而我們經常都需要這些來「使我的靈魂甦醒」

（2-3節）。正是這位牧者「引導我走義路」，不僅

因為祂親自愛和關心我們，還因為祂若不供應我們所

需，在我們的破碎和疲倦中恢復我們，並帶領我們在

正確的道路上，那麼旁觀的世界會認為我們所事奉的

上帝不值得事奉—這意味著祂自己的名字會被羞辱。

因此，祂在這向我們保證的慈愛和關懷，因為祂愛祂

自己的名而加強了，所以祂肯定會實現這些應許（1-3 

節）！順帶一提，我自從 2019 年搬回台灣後，特別

經歷了神這應許，因為我在這邊的一些非基督徒家庭

成員特別注意到，神就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所有

的實際需求而親自照料和保守我們，雖然我們沒有機

會明確地與他們詳細地分享福音，但他們從遠處注意

到我們的上帝，作為我們的牧者，一直照顧我們的方

式—祂透過對我們的愛、關懷和供應的具體表達方式

為自己作見證！當然，這就是認識上帝並了解祂的救

恩與我們的關係的一部分，就是現在，而不只限於在

天堂。

然而，當我們讀到第 4 節時，我們發現一個諷刺，

就是在第 3 節中，詩人大衛寫道，我們的牧人耶和

華「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路」，但我們在第 4 節

發現這義路通常都經過最黑暗的地方，這告訴我們詩

篇二十三篇不是為了逃避現實而寫的，而是我們得面

對眼前艱難的現實生活，但祂向我們保證，在這樣的

現實中，我們可以知道是誰與我們同在，那就是主，

我們的牧者！的確，我們最需要的只是上帝在我們中

間的同在，尤其是當我們感覺自己好像「行過死蔭的

幽谷」，但是，祂在第 5 節和第 6 節中透過豐富和

滿溢的意境向我們保證，即使在幽谷中，主我們的牧

者要給予我們的，比我們所想所求的更多—祂的恩

惠和慈愛甚至伴隨著我們一生，直到永遠。在我們出

生之前，甚至當我們仍然與上帝為敵時，祂的道成肉

身、十字架和復活的美好和慈愛計劃就已經伴隨著我

們（羅五6-11）。這只是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怎樣、

救恩是怎樣的一個例子。此外，如果我們從創世記到

啟示錄，或從「創造」到「新創造」的整個聖經敘述

來看，我們還會發現上帝的救恩計劃，不僅包括我們

作為個人的救恩，而事實上，是整個宇宙的更新，在

其中「一切都將更新」（啟二十一5）。這對我們這

些，在這個艱難和充滿挑戰的時代被呼召為祂的名作

見證的人，有什麼意義？我們可以通過哪些方式被呼

召，以宇宙而非個人的方式認識上帝和祂的救恩？難

道現在不是我們真正尋求更好地了解聖經，以至我們

可以用我們所需的真理和智慧，來回應這個包羅萬象

的呼召的時候嗎？這個救贖的真理和智慧的部分，與

了解聖經的第二個好處有關，這就是我以下要轉向強

調的：

(2) 聖經幫助我們藉著聖靈過敬虔的生活

在提多書二章11-14節中，保羅寫道，作為我們救恩

的一部分，上帝的恩典「教導我們對不敬虔和世俗的

情慾說『不』，並在今世自守、公義和敬虔度日。」

我們當然可以想起很多聖經直接指示我們應該和不應

該如何生活和行事的例子（例如十誡），但是，我

們也看到當耶穌自己在曠野被撒但試探時，祂的主要

防線是引用聖經，意思就是祂真的明白這一點，並且

知道當祂被罪試探時，了解並引用聖經會產生不同的

後果（參見馬太福音四章1-11節；路加福音四章1-13

節)。在面對試探時，對我特別有幫助的兩段經文來

自以弗所書四章24節和以弗所書五章11-14節（與約

翰福音一章5節結合）。在以弗所書四章24節，保羅

呼召我們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神的

形像造的、有真理的仁義、和聖潔。」在這裡翻譯為

「創造」，原文是ktizō，它帶有從無到有，創造事物

的意思（而不是從現存的材料中創造事物，這個詞

更適合用 poieō 來表達）。意思是上帝在我們的生活

中創造（ktizō）「真理的仁義、和聖潔」所需的「材

料」或「成分」不需要已經存在於我們裡面，但祂可

以並且確實從無到有創造了真理的仁義和聖潔！這難

道不是我們可以擁有的奇妙盼望嗎？至於以弗所書五

章11-14節，中文翻譯說我們應該「責備」我們周圍

的黑暗，而 NIV 英文翻譯使用“expose＂（顯露／揭

發）這個詞，它實際上具有更廣泛和更正確的含義—

意指將「隱藏在黑暗中」（hidden in the dark）的東西

顯露和置於真光耶穌基督之下。此外，如果我們仔細

看原文，保羅在 13-14 節所說的是那些「被光所照明

的」（exposed to the Light）的「暗昧無益的事」（dark 

hidden things）實際上被真光轉化為光！這個真理與

約翰福音一章5節非常吻合，在那裡福音書的作者宣

稱「『在道中，就是基督的』光照在黑暗裡，黑暗卻

沒有勝過光。」如果我們真的知道這些真理並奉行在

生活中，就像上帝透過祂的話語向我們啟示的應許一

樣，會發生甚麼事？換句話說，如果我們真的了解聖

經，我們的生活 (在聖經中指引我們過成熟和敬虔生

活所需的一切）會有何不同（參見提後書三16-17）？

透過這樣的生活，我們得益處，因為： 

(3)聖經幫助我們以實用的智慧生活，並容許我

們以真誠地表達情感

這點我就不多說了，簡單閱讀舊約的箴言或新約的

雅各書，應該足以幫助我們看到那不只包含在這兩卷

「智慧書」中，也貫穿整本聖經的實用智慧。此外，

簡單閱讀約伯記、詩篇和哀歌應該足以讓我們看到，

當涉及到我們的祈禱生活以及我們的日常生活時，神

不單容許也鼓勵我們表達真摯的情感。以詩篇十三或 

八十八篇為例，這種真摯的情感與我們當代的許多教

會文化（往往投射出幸福和積極的形象）背道而馳，

當我們的生活因為非常真實的原因陷入困境，我們很

難接受或感受得到這些形象，但是我們是否足夠了解

聖經，知道我們絕望的呼喊（以及我們喜樂的表達）

上帝也很看重嗎？這讓我想到了最後一點，那就是：

(4) 聖經幫助我們塑造我們生活的經驗

這一點你以前可能沒有想到，但事實是，當我們熟

悉聖經時，其中的真理和應許實際上可以改變我們經

歷生命事件的方式。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個月裡，

他勇敢地忍受了第四期癌症所帶來長達八個月的折

磨，特別幫助他度過那段時間的經文之一，是羅馬書

五章3-5節，保羅寫道：「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老練，老練生盼

望，盼望不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靈將神的

愛澆灌在我們心裡。」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父親沒有

像使徒保羅那樣對待苦難的心志，他會如何經歷痛苦

的每一天和每一小時，然而，因為這些聖經話語充滿

了他的心靈和思想，他的苦難經歷呈現出一種不同

的、「充滿榮耀」和「充滿盼望」的特質，如果我父

親從未接觸過這些思想，這種特質可能就不存在了。

換句話說，聖經實際上塑造了他經歷苦難的方式，並

且以一種他更能承受痛苦的方式來塑造。聖經如何塑

造我們面對苦難的經歷，以及塑造我們生活中其他方

面的經歷？更深入地了解聖經會如何改變我們的整體

生活？我希望這裡提及的四個好處，可鼓勵大家立志

真正了解上帝的話語—因為透過他的話語，祂確實拯

救和贖回我們生命中每個不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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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宣教的大變化

以一個象徵性的事件來開始這篇文章。今年夏

天，我參加了東南亞華人宣教的網上聚會。其中

一位講師給大家看一張照片，是華神的戴繼宗院

長與家人在2015年訪問英國的班斯萊教堂的照片；

班斯萊教堂是差派戴德生到中國的教會，戴繼宗

院長為了記念戴德生差派150年，特地到此拜訪。他

強調，華人教會要幫助歐洲教會；英國教會以及歐洲教

會無法克服世俗化的挑戰，正在崩潰當中。他說，華人

教會應該差派傳教士到班斯萊，作為福音之光的回報。

全球宣教正在經歷一段動盪時期。過去二百年領導世界

宣教的西歐和北美教會明顯衰落，失去了宣教的力量。回

顧1910年愛丁堡宣教大會的1,215名參與者中只有12名非

西方代表，可見在這一百年當中確實呈現了顯著的變化──

中國、南美州和非洲的教會正在經歷爆發式增長，而北美和

西方的教會則逐漸失去動力並呈萎縮。西方教會失去了派遣

宣教士的動力，使得聖經核心本質的大使命變弱，差遣宣教

士的傳統宣教模式消失了；而尋找新的突破就是發展「宣教型

教會」（Missional Church）的理論和策略，這曾是西方教會的努力

和貢獻。美國的基督徒人口比例從1974年的62%下降到2015年的

28%，而且這個數字還會繼續下降。美國宣教統計數據各不相同，

例如美國教會差派的宣教士人數到底是120,000或60,000，無法確

認，然而美國宣教運動的能力仍然很重要。但現實情況是，西方宣教

士正在老齡化，而年輕宣教士的比例卻在減少，以致無法彌補缺口。

另一方面，非西方教會正呈現爆發性發展。藉著顯著的復興運動，非

洲和南美洲的教會分別顯示了3~4億的基督徒人口。教會的復興促成了宣

教士的派遣，巴西派出了26,500名宣教士，印度派出了44,000名宣教士，韓

國派出了28,000名傳教士。加納在非洲派出了2,000名傳教士，加納教會的

目標是到2040年派出40,000名宣教士。西方宣教時代正在過去，非西方教會

在第三世界宣教的時代即將到來。主正在移動祂的燭台。

中國家庭教會復興與宣教運動

在全球宣教的大變中，有一個領域是世界教會的宣教領袖所關注的，就是東亞地區的

中國教會及其宣教運動。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時期形成了本土化的家庭教會，經歷了

非凡的復興。儘管遭受迫害，中國家庭教會開展了名為「回歸耶路撒冷」（BTJM）的本土

宣教運動。「回歸耶路撒冷」現已轉變為「宣教中國2030」運動（MC 2030），延續了中

國教會的宣教運動；宣教中國2030的目標，是到2030年中國教會將派遣20,000名宣教士。

這項運動與洛桑國際等海外教會合作，中國城市家庭和農村家庭教會在合一中一起推動。

因著2018年中國政府實施新宗教事務條例，中國教

會面臨了更大的迫害和壓力。宣教中國2030的大型

集會也被禁止，宣教力量被削弱了。另外，2019年開

始的新冠疫情，給中國教會又添了一個難關。然而，

在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教會內部出現了更強大的聯合

宣教運動與禱告運動平台，例如「百年禱告和百年宣

教」和「平安中國」等。歷經磨難，中國教會更加團

結，全心全意地傳福音以及投入海外宣教。

洛桑宣教大會（Lausanne IV）與亞洲宣教時代
加上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情況變化，就是第四屆洛桑

世界宣教大會將於2024年在韓國首爾舉行。洛桑世界

大會自1974年以來，平均每15年舉行一次，對於全

球宣教方向發揮了極大作用。過去約翰․斯托特（John 

Stott）、比利․葛理翰（Billy Graham）、拉爾夫․溫特

(Ralph Winter)和提摩太․凱勒（Tim Keller）等，都曾藉

由洛桑大會提出了全球教會和宣教的大方向。

這次大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就是韓國教會和亞

洲教會共同主辦洛桑世界大會，韓國和亞洲教會已經

站在全球宣教的中心。為了共同主辦第四屆洛桑世界

宣教大會，亞洲教會成立了「亞洲2020」（Asia 2020）

宣教協會平台，聚會由 David Ro、Patrick Fung、Hua Yong 

和 Han Cheol-ho 等亞洲宣教領袖們領導，連接了大約

1,000位亞洲教會宣教領袖，建立了一個宣教平台。

為了服務全球宣教和洛桑第四屆世界宣教大會，亞

洲教會和韓國教會需要同心合作。亞洲教會，特別是

東亞教會，將取代西方教會的作用，在全球宣教中扮

演新的領導角色。2024年在首爾舉辦的洛桑世界宣教

大會，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標示著從西方宣教時代

邁向非西方宣教的亞洲宣教時代的轉變。

台灣教會與全球宣教運動
記得二十年前曾參加在台灣大學體育館舉行有關教

會成長主題的大會，當時的口號是「永不放棄」；在

主的恩典中，靠著無數牧師和會友的努力，為台灣教

會帶來了許多變化和成長。2001年，台灣基督徒人口

為3.35%和74萬人，2017年已達到6.9%和154萬人。

截至2021年，這個比例已增長至7%以上，180多萬的

基督徒。二十年來，台灣教會取得了顯著的增長，已

經呈現了有規模、有活力的教會，還有堅實的神學院

和具經驗的宣教機構。

如上所述，在劇變中，全球宣教的中心已轉移到東

亞。中國教會的宣教中國2030運動將發展為代表廿一

世紀的全球宣教運動，宣教中國運動正在東南亞等地

的華人教會傳達宣教熱情。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教會

如何應對這種變化？台灣教會的宣教方向是什麼？

我相信台灣教會可以在東亞的宣教中發揮戰略性的

作用。在中國教會因其國內政治因素導致不自由的情況

下，台灣宣教運動能夠發揮幫助中國宣教運動的作用。

▓宣教中心外展主任╱盧聲天

台灣以作為全球華人世界的中心，能夠為海外華人宣

教運動提供方向和典範；台灣與中國有著相同的語言和

文化，同時作為一個與韓國和西方有著相同民主政治

和社會制度的國家，它可以充分擔當中間串連的角色。

預期台灣教會將在全球宣教運動中發揮戰略作用。

兩項預備
最後，為了台灣教會能夠完成這個時代使命，建議

預做兩項準備。

第一，台灣教會發揮國際戰略作用之前，必須先發

起台灣自己的宣教運動。在台灣教會成長的時代之

後，必須培訓和派遣宣教士將福音傳播到地極。假如

自己沒有宣教運動的經驗和付出代價，就很難凝聚宣

教的領導力，無法成為典範和榜樣。其中最重要的目

的是，傳福音是主的命令。

第二，台灣教會的合一。誠然，台灣教會內部的許

多神學和禮儀差異造成了分裂，有正統教會、靈恩教

會、改革宗、衛理宗、長老會……等等，存在許多差

異。然而，在宣教任務中這種差異並不重要，無論哪

個宗派，在傳福音和派遣宣教士上都沒有區別。台灣

宣教運動不僅是為了宣教，也能發揮幫助台灣教會合

一的作用。希望台灣教會預備這兩件事，一起在這個

時代中寶貴地用於神的國度。

台灣牧者宣教研討會
在這重要時刻，殷殷冀望大中華地區、尤其是台灣

地區的教會及時興起一場宣教運動，來償還福音的

債。因此，中華福音神學院將於明年的一月13~14日

兩天，邀請韓國大地教會兩位講師來台，舉辦台灣牧

師宣教研討會。大地教會是韓國在海外宣教事工方面

最為傑出的教會，目前已派遣了900名宣教士，它具

有強大的宣教資源和經驗，這在全球教會中是很難找

到的；而大地教會的李在勳主任牧師身為韓國的洛桑

代表，也正在

為2024年洛桑

宣教大會做積

極準備。藉由

本次台灣牧師

宣教研討會，

期盼台灣宣教

運動能在牧者

的合一團結中

逐夢踏實、奮

勇兌現，同

時建立國際

合作管道。

願主的意

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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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班斯萊教堂是差派戴德生到中國的教會

戴繼宗院長與家人於英國班斯萊教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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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學年度招生12/1起受理報名】
2022學年度基礎碩士╱神學碩

士課程自2021年12月1日至2022

年3月1日止，受理國內外考生報

名。竭誠歡迎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們前來接受裝備，也企盼教會及牧

長們推薦肢體前來華神受訓。詳情

請參閱華神官網。

【神學碩士科2021上學期學術講座】
神學碩士科學術講座將於12月6

日上午11時至12時，邀請英國雪

菲爾大學哲學博士曾思瀚博士，主講「對觀福音心理

敘事研究」。講座地點為八德校區文教大樓五樓A504

會議室，歡迎校友前來參與。此外，同場次開放為神

碩體驗日，歡迎有心從事更深進神學研究者前來與教

授、神碩同學們一同交流。

【2021中華福音神學院學術研討會】
當進入後疫情時代，教會強調創新與重整時，到底

有哪些信仰傳統與傳統智慧是該被傳承下來？有哪些

信仰傳統能為今天講求與時並進的教會潮流，帶來更

新的基礎與動力？在跨世界的信仰群體中，又有哪些

信仰傳統的傳承？一年一度中華福音神學院學術研

討會將於12月20至21日，假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

舉行，今年研討會的主題是「信仰傳統的傳承與更

新」，將由本校老師團隊共同發表文章，從聖經、教

會歷史、系統神學、實踐神學等不同領

域，探討信仰傳統在今天的信徒與教會

中間的角色，並進行神學反思。歡迎弟

兄姊妹參與線上或實體參加。相關詳情

請至華神官網查詢與免費報名。

【教牧宣教研究中心專題講座】
教牧宣教研究中心將於2022年1月13、14日假中華

福音神學研究學院(八德校區)舉辦宣教講座，主題為

「他山之石──以韓國大地教會宣教策略為借鏡」，

由大地教會宣教部主任金洪朱牧師及大

地教會推喇奴海外宣教會TIM主任韓忠

熙牧師主講。採實體和線上聚會同步進

行。詳情請洽mission@ces.org.tw或電洽

03-2737477轉1332孫姊妹查詢。

【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課程】
教牧博士科、跨文化研究博士科於2021年上學期

（2022年1月）將開設四門課程。1月18-21日「靈性

諮商與靈修指導」由錢玉芬老師、林瑋玲老師授課；

1月18-21日「洛桑運動與普世宣教」由盧敬雄牧師授

課；1月24-28日「門徒訓練」由曾金發牧師授課；

1月25-28日「拉丁美洲的教會面面觀」由王欽慈牧師

授課。請教博科和宣博科的牧者留意時間，也歡迎有

意進修的牧者申請修讀，相關訊息請查詢華神官網╱

招生╱博士科，或洽詢：

教博科03-2737477分機1364，Email：dmin@ces.org.tw

宣博科03-2737477分機1332，Email：mission@ces.org.tw

【 2022 年華神學生自治會同工出爐】

2022年華神學生自治會同工改選已完成，為新任同

工順利產生感謝神，願他們的恩賜如火被挑旺，神以

大能成就他們一切所羨慕的良善和一切因信心所做的

工夫；也為新舊任同工未來有完整清楚的交接禱告。

主席：廖捷揚        副主席：柯明邑         靈修：林    得    

總務：阮晨恩        文    書：曾    赫         音樂：潘信穎

康樂：許俊豪        伙    食：康凱恩         司庫：劉慧幸

報名資訊

活動詳情

2021學年我們的現金財務需要

                                                             2020年8月1日～2021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月        份    預算數(兩校)        10月           累計數

經常費收入  146,461,000     9,310,597   18,587,585

經常費支出  146,461,000     8,649,857   30,689,277

非經常費收入  464,809,645 464,809,645

非經常費支出      1,007,847     1,007,847 

本 期 餘 絀            464,462,538 451,700,106

師 資 培 育                每年需要 2,400,000 元

興建費用  820,000,000

現有擴校基金  678,528,127

至 110/9 與目標需求差距 -141,471,873

福音大樓出售資金挹注  141,471,873

因福音大樓出售得以補足新校區建築尾款

費用，感謝弟兄姊妹的奉獻與代禱記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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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INAI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3308 Wendover Court, Richardson, TX 75082, U.S.A.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擴 校 基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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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方式：電洽（02）2365-9151轉202、204、227 

或網路報名http://tee.ces.org.tw〈學生入口〉或E-mail：tee@ces.org.tw 

繳費截止：新生2022年2月8日、舊生2022年2月11日    課程起迄：2022年2月21日至5月28日 

2021 學年度下學期（春）課程一覽表

88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33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看見台灣」 宣教之旅Ⅲ：

原鄉腳蹤
2022/3/26、4/9、4/23、5/7

週六上午9:00～12:30 行前上課

2022/5/16～21前往台灣各宣教景點

帶隊老師：陳美如 

「看見台灣」 宣教之旅Ⅱ：北巡腳蹤

2022/7/2、7/16、7/30、8/13，週六上午9:00～12:30 行前上課

2022/8/22～27前往台灣各宣教景點╱帶隊老師：陳美如

學分班  羅馬書到啟示錄＊晚上6:30～9:20 吳存仁

週一課程╱晚上7:00～9:25

01.現代詩歌即興伴奏-個別班＊下午1:00～3:55 王珮伶

02.實用司琴法初階（同步視訊）＊晚上7:00～9:25 王珮伶

03.生命倫理實務討論 郭英調

04.全方位看舊約（同步視訊） 吳獻章 

05.基督教神學（下）（同步視訊） 史弘揚

06.羅馬書與保羅新觀（進階課程）（全視訊） 吳存仁

週二課程╱晚上7:00～9:25

07.摩西五經導讀（全視訊課程）＊上午9:00～11:35 黃正人 

08.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上午10:00～12:25 柯悅敏

09.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Ⅱ＊下午2:00～4:25 柯悅敏 

10.活用讀經法 陳美如

11.舊約節期五小卷（同步視訊） 劉幸枝

12.為關懷陪伴立界限（同步視訊） 周玖玫

週三課程╱晚上7:00～9:25

13.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30～4:55 王俐俐 

14.全民希臘文：腓立比書讀經（同步視訊） 張奇軍

15.釋經講道操練：使徒行傳（進階課程）（同步視訊） 戴繼宗

16.教會歷史（一）：基督王國的美麗與哀愁 廖元威  

網路神學遠距課程＊同步視訊討論：晚上8:00～9:00  蔡秉錡

週四課程╱晚上7:00～9:25 

17.聲樂（下）＊上午11:00～12:10 駱惠珠 

18.用聲樂方法說話與歌唱（同步視訊）＊下午2:00～3:10 駱惠珠

19.聲樂（上）（同步視訊）＊下午3:15～5:40 駱惠珠

20.實用司琴法初階 王俐俐

21.民間信仰與本土宣教 王瑞珍

22.列王紀上、下（同步視訊） 蔡忠梅

23.有效教學法（同步視訊）                歐啟明˙李喜樂

週五課程╱晚上7:00～9:25 

24.保羅書信導讀（同步視訊） 謝清傑

密集課程

25.助人歷程與技巧（全視訊）＊2/21～3/31每週一、四上午 孫榮岩

台北宇宙光全豐學園教室

26.威信型遊戲輔導（進階課程） 葉貞屏

＊3/7～4/11，週一下午1:30～4:30 

27.青少年生涯發展與輔導知能（進階課程）  林蔚芳˙高尚美

＊4/18、25、5/9、23、6/6、20，上午9:30～12:20 & 下午1:30～3:40 

台北衛理公會恩友堂教室

28.保羅的佈道經略與應用＊3/5～5/28週六晚上7:00～9:35 林烽銓

台北浸信會頌恩堂教室

29.實用釋經學＊3/5～6/4，週六上午9:30～12:30 林福雄

台北石牌信友堂社教中心教室

30.一般書信導讀（同步視訊） 王良玉

＊2/22～5/17，週二晚上7:00～9:25

行道會榮耀堂教室

31.福音書導讀（同步視訊）＊2/24～5/12週四晚上7:00～9:25 于厚恩

台北南港心欣城市教會教室

32.大小先知書導讀（同步視訊） 左大萱

＊2/24～5/12，週四晚上7:00～9:25

華神八德校區

33.歸納法查經（同步視訊）＊2/21～5/16週一晚上7:00～9:35 劉幸枝

34.與「鼓」真情相遇＊2/21～5/23週一晚上7:00～9:25 凌國周

35.實用司琴技巧應用＊2/23～5/11週三晚上7:00～9:25 王珮伶

36.流行文化與牧養（同步視訊） 劉加恩

＊2/24～5/12，週四晚上7:00～9:25

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會教室

37.大小先知書導讀（同步視訊） 鍾平貴

＊4/9、16、30、5/14、21，上午9:30～12:30 & 午1:30～4:30

華神高雄分校教室

38.詩歌智慧書導讀（同步視訊） 林智偉

＊2/21～5/23，週一晚上7:00～9:25

39.啟示錄（同步視訊）＊2/22～5/17週二晚上7:00～9:25 謝樂知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40.保羅書信導讀（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于厚恩

41.保羅書信導讀（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張奇軍

42.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柯悅敏

43.福音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王良玉    

44.舊約歷史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左大萱

45.詩歌智慧書導讀（香港但以理） 林智偉    

46.基督教神學（下）（香港但以理） 施永昌

47.摩西五經導讀（香港溫哥華學區） 黃正人

48.保羅書信導讀（香港溫哥華學區） 劉加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