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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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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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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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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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信息  ■如何裝備信徒參與助人事工  ■學院簡訊  ■教會與神學院在培育傳道人分道揚鑣的危機與轉機  ■推廣教育課程簡介1                    2                                               3                     4                                                                              8              

627  2023 年一月號

敬愛的華神院訊讀者，平安！

感謝您過去一年對華神的關心代禱與愛護支持

邁進新的一年

敬祝各位新春喜樂、新年蒙恩，出也蒙福，入也蒙福！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神的慈愛、聖靈的感動

常與您們眾人同在！

敬祝　以馬內利！

中華福音神學院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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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各項收入

各項支出

本期餘絀

預算數(兩校)

171,091,000

171,086,000

5,000 

累積數

47,272,195

39,259,594

8,012,601 

11月

8,562,866

11,062,426

- 2,499,560

 2022 學年我們的財務需要        2022年8月1日～2023年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 

華神線上奉獻          華神LINE生活圈

若您在美國地區，如欲奉獻可用以下方式

支票：CESA 或 CESINAI 寄至 P.O.Box 627, Lexington , MA 02420 , U.S.A.

匯款：CES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Account Number - 826-2077734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ssociation   
           Account Number - 826-2078013       Routing Number - 211370545

【2023學年度招生即日起受理報名】

2023學年度基礎碩士課程自2022

年12月1日至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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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神學碩士科招生】

神學碩士科自即日起全年受理招

生收件。神學碩士學位是為已取得

道學碩士學位者，提供進深神學研究學位，可為將來

修讀博士課程做準備。此外，也適合資深

牧者們回到神學院整合事奉學思經歷，裝

備進深神學研究及寫作的能力。詳情請參

閱華神官網。

【2023輔導講座―如何裝備信徒參與助人事工】

針對今天教會信徒的關顧問題，牧者該如何面對? 

教會如何藉著訓練一般信徒來建立有效的輔導事工，

以幫助周圍有需要的人，為牧者分勞？華神將於1月

16至18日（一至三）上午9時至12時，舉辦2023年度

輔導講座，此次輔導講座邀請陳善養博士（美國加州

富勒神學院臨床心理學資深教授，也是格蘭岱爾羅省

基督教會的榮譽退休主任牧師）以他多年

的輔導專業和實際牧會經驗，用實例現身

說法，為我們指引一條出路。講座全程線

上直播，歡迎免費報名參加。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

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將於2022年上學期（2023

年2月）開設四門課程。1月30日至2月3日「亞洲教會

歷史」由盧鳳麟牧師授課；1月31日至2月3日「教會

治理–組織與制度」由陳志宏、蔡瑞益、陳尚仁、曾

紀鴻、喬美倫、周巽正等牧師授課；2月6至10日「當

代伊斯蘭教議題」由Dr. Martin Accad 授課；2月7至10

日「童年經驗與創傷醫治」由錢玉芬等老師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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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洽03-2737477教博科分機1364、

Email：dmin@ces.org.tw；宣博科分機1332、Email：

mission@ces.org.tw。

【2022中華福音神學院學術研討會圓滿結束】

一年一度華神學術研討會12月19日於八德校區順利

舉行，線上實體合共百多人與會。今年研討會的主題

是「信仰中的危機與轉機」，由本校六位專任老師發

表他們文章的研究成果，從各領域探討信仰中的危機

與轉機，及其所帶出來的神學反思。再次謝謝老師們

的精彩分享，也特別感謝四位回應講員

（孫寶玲老師、林福雄宣教士、蕭若萍老

師、蔡麗貞老師）為我們帶來細膩的評

論，讓參與者能更深刻的思考相關主題。

【誠徵會計室組員】

學歷要求：專科畢、大學畢（商學相關科系）

工作經驗：具2年以上相關職務╱實際經驗

工作內容：

1、審查基金會財務收支文件及憑證及傳票作業

2、應收付帳款整理與科餘表追蹤與製作

3、定期編制基金會對帳單、財務帳務報表

4、預決算作業

5、稅務處理與申報

6、主管交辦事項

聯絡：03-2737477分機1507李主任

詳細資訊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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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

報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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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領袖的培育是教會要能夠繼續成長、發展的關

鍵因素，初代教會的領袖一開始多半是有其他賴以謀

生的工作，同時肩負傳福音、牧養教會的工作；但隨

著教會的增長與發展，慢慢地有些教會領袖投入絕大

部分的時間在教會的建造與事奉中，這樣的領袖靠著

福音養生也是一個合理、自然的結果，於是大部分的

教會變走上有全職傳道人牧養、帶領教會的制度。

培育教會領袖有許多不同的方式，根據曾任香港信

義宗神學院的蕭克諧院長在其《中文神學教育簡史》

一書中的分析，簡單的區分有「個人學徒式訓練」、

「團體在職式訓練」、「學校式訓練」。當然這三種

方式不必然衝突，可以同時並進，不過不同教會可能

會採取以其中一種方式為主的方式來訓練有心投入全

職事奉的弟兄姊妹。

有關透過「學校式訓練」來培育傳道人，黎天錫 

(Samuel Howard Leger) 按事工方向和神學取向為標準，

他劃分出三種不同類型的神學教育機構，分別是：

1. 實踐—職業型

早期的中國教會牧者多由這種方法培訓出來。此類

學校的神學傾向上保守、傳統，強調基督信仰的真理

性和「拯救靈魂」的重要，對聖經的尊重和學習占核

心地位；在教學方法上，強調簡單實用，重牧養和宣

教實踐，輕神學理論和知識，其教學法常常是要求學

生在做中學，一邊學習，一邊事奉。最熱衷於此類教

育的是在基層牧養宣道的宣教士，而非教育宣教士和

神學家。各式各樣的短期聖經學校和培訓班都屬此類

型。

2. 古典—教義型

這類學校在神學立場上與「實踐—職業型」一樣也

是偏向保守、傳統的一面。但這類院校比前者看重學

術，強調知識的學習。其教師團隊中扮演主導角色的

是神學家，而非牧者和宣教士。所以，第一、第二類

之間的區別主要是教育理念和方法上的不同，並非神

學信念上的。此類院校所遵循的教育理論屬傳統「古

典」派，如同其對傳統教義的態度一樣，極少對教育

理念和方法進行反思和討論。金陵神學院、華北神學

院…就是屬於此類型的神學院。

3. 科學—歷史型

這一類的神學教育機構是隨著十九世紀末聖經批判

學被引介入華而開始的，體現自由主義的神學理念。

對傳統教義作人文主義的理解，運用現代科學和歷史

分析的方法進行分析、批判。這類的神學院主要是在

教會大學之內，如燕京大學、華西協合大學…。

台灣教會於廿一世紀初有比較明顯的增長，隨著教

會的增長，照理說所需要傳道人的數量也會增加，就

讀神學院的人數也會增加。不過統計2011-2021年台

灣各神學院的學生人數，加總起來與2011年前並沒

有增加，甚至有微幅減少的趨勢。這並非每個傳道人

牧養會眾的人數倍增，而是有越來越多大型教會採取

在自己教會訓練傳道人的模式。雖然在台灣許多大型

教會的主任牧師都受過神學院的教育，但當他們所牧

養的教會到達一定的規模，對於新傳道人的培育，不

少大型教會的主任牧師採取鼓勵這些弟兄姊妹直接全

時間投入教會的事奉，然後一邊事奉一邊提供在職訓

練的神學教育模式，而且是由教會本身提供傳道人訓

練，不假手於神學院來協助訓練傳道人。

在香港教會也有類似的現象，曾任香港建道神學院

的梁家麟院長就曾指出香港有些大教會宣稱神學院的

產品無法配合他們的需要，並決定自辦堂會的神學院

的現象，梁家麟院長認為這些堂會神學院看不出來有

亮麗的前景。

一、教會對神學院畢業生常見的抱怨

教會界對神學院最常見的批評是神學院的畢業生不

好用，眼高手低，只會批判，但是不會傳福音、不會

帶門徒，當把責任交在他手中，表現的反而不如教會

自己訓練出來的信徒領袖。這樣的批評雖然不完全是

事實，不過也有幾分真實性。這是神學院本身需要反

省之處，如果我們只教導學生關於經文世界、神學世

界的的知識，卻無法幫助學生把那些真理經過反思之

後運用到現今的世界，那代表神學院提供的教育無法

幫助神學生培養出整合的能力。

二、神學院的老師對教會抱怨的回應

面對教會對神學院畢業生不好用的抱怨，神學院老

們也有另外一個視角來看這個問題。發出這樣抱怨聲

音的牧者，多半是已經牧會相當長時間的牧者，他

們自己經過多年的事奉，走過剛剛投入牧會初期的生

澀、陣痛、不適應的傳道生涯階段。如果用一個牧會

二、三十年經驗牧者的身量與表現來衡量神學院剛畢

業的新手傳道人在教會事奉的表現，自然會覺得這些

新手傳道人許多方面都不夠成熟、還有許多待成長之

處；但是這些目前牧會已經很老練、成熟的傳道人，

他們二、三十年前還是新手傳道人時，他們一開始在

教會的事奉豈不也是跌跌撞撞、在不斷嘗試錯誤中摸

索前進嗎？「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

孩子，意念像孩子，既成了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

了。」(林前十三11) 使徒保羅如此的分享提醒我們，

我們要試著回想我們還是新手傳道人所面對的處境與

光景，這樣我們才不會用一個過高的標準來衡量、評

估新手傳道人的表現。

教會抱怨神學院的畢業生不好用，還有一個值得省

思的層面，就是這個抱怨背後有個預設，就是神學生

既然在神學院已經花了幾年的時間接受教育，那麼神

學院畢業後就應該學會與牧會有關的十八般武藝，如

果神學院的神學生學了三年的神學(一般道學碩士修

業的年限)，面對教會事奉的種種需要還不知道該怎

麼做，或者做的不夠到位，那麼就是神學院的教育失

敗，或者是不實用，與牧會現場的需要脫節。

但是這個我們沒有意識到的前設是需要被挑戰的。

我們以治療人身體疾病的醫生養成教育為例，在台灣

醫學院的學生要接受七年的基礎醫學教育，比一般大

學的科系四年的課程設計還要多三年。醫學院的學生

畢業後就可以為人治病了嗎？不行，還需要在教學醫

院中擔任幾年的住院醫師，住院醫師的年限視科別不

同需二年至六年不等。通過住院醫師的訓練後才能夠

成為該科的專科醫師。也就是說一個醫學生從他開始

接受醫學教育，到他可以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專科醫

師，平均要十年左右或更多的時間。如果我們期待一

位要促進許多人身心靈健康的新手傳道人經過三年的

裝備後就馬上可以勝任牧靈的工作，這樣的期待其實

相當不務實。

三、有關傳道人的培育，神學院老師與教會的牧

者的差異

1. 希望看見的教育成果不完全相同

教會與神學院對訓練傳道人的重點，與希望看見的

教育成果不完全相同。教會的主任牧師比較希望看見

投入一段時間的教育訓練之後，這些傳道人能夠知道

如何傳福音、領人歸主、訓練門徒、帶領敬拜、知道

如何關懷牧養會眾，簡言之教會對傳道人的教育訓練

的主要期待是「實踐—職業型」。

而神學院老師在訓練神學生時，神學院老師的專長

領域多半是聖經與教義╱歷史神學，他們希望看見的

▓行政副院長／陳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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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方面是學生可以熟悉他們所教導的內容—經文

世界與神學世界，另一方面是學生可以運用所學來反

思教會的事奉理念與做法是否符合聖經的真理。當

然神學院有部分老師的專長領域屬於實踐神學範疇，

實踐神學老師教導的內容就會比較貼近牧會現場的需

要，不過神學院的實踐神學老師教導教牧的課程與教

會傳道人教導教牧的課程的重點不完全一樣，教會傳

道人的教導會比較偏重具體的做法，如何操作；而神

學院實踐神學老師的教導會探討不同做法背後的理論

基礎，不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神學院老師在訓練神學生時，多半會鼓勵學生要培

養獨立思考的能力，因為獨立思考的能力是要促進社

會 (也包括教會) 改革、進步很重要的能力。神學院老

師多半具備博士學位，所以神學院老師不單自己具備

良好的獨立思考能力，也自然會期待所教導的學生能

夠培養出一定程度的獨立思考能力。

要培養獨立思考能力常用的方法就是鼓勵學生問問

題，不要把一些答案視為理所當然，要學習常常問為

什麼？要檢驗每個論述是否合理，是否有堅強的證據

可以支持相關論述；要省察每個做法背後的價值觀為

何，而那個價值觀是符合聖經的價值觀，還是教會在

不知不覺中運用了一些不符合上帝心意的世界價值觀

而不自知。

基本上華人社會是一個強調順服文化的社會，包括

在華人教會也是非常強調要學習順服。而順服這個美

德、品格的具體表現是什麼呢？就是聽在上權柄的

話，權柄說了就算，權柄說的去做就對了，不要常常

問為什麼？教會牧者對神學院的另外一個經常出現的

抱怨就是，這位同工在還沒有就讀神學院之前是一位

樂意順服權柄的好同工，但是讀了神學院之後，就常

常批判、質疑教會的做法，這個也不對，那個也有問

題，但是如果把相關事工交給他負責主導，也沒有看

見他提出所謂更好、更符合聖經的做法。

順服的品格的確會帶來許多祝福，因為在上的權柄

多半比我們資深、有經驗，考慮問題的層面也多，我

們如果願意順服權柄的指導，其實可以少走許多冤枉

路，不需要碰得頭破血流才學會一些重要的功課。但

若是一味順服，完全不加思索，也有極大的危險。因

為權柄的指示並非百分之百正確無誤，我們可能想到

有更好的做法，或者預先思考到會發生某些問題，如

果我們不提出任何建議或問題，那會讓我們所屬的群

體失去更大的祝福，或者遭遇損失。特別是有些權柄

如果有嚴重的問題，是作惡的、犯法的，我們一味順

服就成了幫兇，成為共犯結構的一部分。

面對順服的品格與要有批判精神這二者的張力，我

們還是要培養獨立思考的能力，要學習提出問題，但

是要留意我們提出問題的態度。如果我們是用高傲的

態度提出不同的看法、用指責、否定別人的態度提出

意見，為了顯示自己比別人聰明、自己讀了一點書而

批評別人，這樣的批判多半是帶來反效果。但是如果

我們用謙和的態度提出我們的看法，不是為批判而批

判，而是就事論事，而且也提出建設性的意見供權柄

參考，尊重權柄最後的決定，那麼這樣的批判就是建

設性的批判，會為所屬群體及自己帶來益處。

2. 教會牧者與神學院老師主要恩賜不同

教會牧者與神學院老師另外一個主要的不同是恩賜

的不同，如果用保羅在以弗所書四章11至12節所提到

的五方面建造教會的恩賜，神學院老師主要的恩賜是

教師的恩賜，可以幫助神學生對經文世界與神學世界

有更深入的認識與理解，幫助傳道人在傳講信息、教

導真理時可以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教導純正的信

仰真理、分辨出異端的思想、免得信徒走上偏差的信

仰道路。教會的牧者不見得沒有教師恩賜，但因著投

入時間多寡的差異，其教導的深度多半不及神學院的

老師。一個老練、成熟的教會牧者，多半具有傳福音

的恩賜與牧師的恩賜，如果是大型教會的主任牧師，

某個程度會具備使徒的恩賜。

教會牧者與神學院老師主要的恩賜不同，就容易出

現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現象。教會牧者批評神學院

老師沒有積極傳福音、很少領人歸主，只會傳遞知

識、卻對人沒有興趣，很少花時間陪伴有需要的教會

肢體。神學院老師對教會牧者常見的批評傳講信息沒

有好好解經，很多教會的做法可能是仿照世界上企業

管理、心理學…的做法，卻沒有反思這些做法是否符

合聖經的真理。

四、「我不需要你，我也可以很好」的心態帶來

的危機

當教會牧者與神學院老師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時，

雙方都會感到受傷、感到自己被否定。而當我們受傷

時，我們很容易啟動防衛機制，一方面拒絕聆聽這些

批評的聲音，另一方面採取更多攻擊對方的言詞與行

動，當積怨與傷害越來越深時，就採取保持距離以策

安全的做法，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大

型教會因為傳道同工人數較多，也有多一點成功建造

教會的經驗，就選擇在教會內部自行訓練傳道人，這

是一種沒有神學院的幫助，我們照樣可以訓練出有能

力可以建立教會的傳道人的心態。而神學院的老師可

能的心態是，又不是只有這些大牧師的教會才會有願

意投入全職事奉的弟兄姊妹，你們不送人來神學院接

受裝備是你們教會的損失，將來一天出問題之後你們

會感到後悔。

這樣的心態是一種「我不需要你，我也可以很好」

的心態，使徒保羅對這樣的心態有個一針見血的提

醒：「身子原不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設若腳

說：『我不是手，所以不屬乎身子，』它不能因此就

不屬乎身子。設若耳說：『我不是眼，所以不屬乎身

子，』它也不能因此就不屬乎身子。若全身是眼，從

哪裡聽聲呢？若全身是耳，從哪裡聞味呢？但如今，

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了。」(林前

十二14-18)

如果教會與神學院一直處在對立面，彼此互相批

評、攻擊，然後走上分道揚鑣的道路，其實是兩敗俱

傷。一開始神學院會受傷的比較厲害，因為教會如果

不送人來神學院接受裝備，學生人數稀少的神學院存

在的價值就越來越低；同時教會也不會為神學院的經

費奉獻，神學院的生存也會出現嚴重的危機。可是當

神學院弱化、甚至關門後，長遠也會對教會帶來極大

的傷害。雖然教會還是可以自行訓練傳道人，但大部

分教會對傳道人所提供的訓練是以事奉技巧為主，對

聖經、神學方面的訓練不能說沒有，但是質與量相對

不足。如果我們用蓋房子來作比喻，聖經、神學方面

的訓練好像打地基，事奉技巧的訓練好像建築物的房

間。如果地基很淺卻蓋了很多層樓，這樣的建築物很

危險！

反之，如果一個傳道人無法將所學有關經文世界與

神學世界的知識經過適當的轉化，幫助弟兄姊妹運用

這些聖經經文與神學思辨面對每天生活的挑戰，不論

是講道或教導只是把神學院學到的學術的論述原封不

動或稍稍修改一下就講給弟兄姊妹聽，這樣的事奉就

好像一棟建築物有深厚的根基，但是上面卻僅有非常

狹小的房間可以遮風避雨，而那麼狹小的空間根本不

敷許多人居住、使用。好比十幾個人只能擠在七、八

坪大的房間內生活，那樣的生活品質一定奇差無比，

這樣的事奉型態與品質被抱怨也實在無話可說。最好

建築物是一方面有既深且廣的地基，同時擁有許多不

同功能的房間可供使用！

很多大型教會的主任牧師其實大多數都是受過神學

院的正規教育，當他們牧會多年後慢慢累積出傳福

音、帶門徒、建立教會的豐富經驗，漸漸覺得神學

院的教育不實際，無法訓練出符合自己教會需求的傳

道人，於是決定用教會的力量自己訓練傳道人。這在

第一代牧者還在領導、帶領教會時不會出現太大的問

題，用建造房子的比喻來形容，因為這樣的牧者多半

讀過神學院，既有一定深度的根基、又能蓋出許多房

間。但是他們在教會自行訓練的傳道人，雖然可以蓋

出不少房間，但是根基卻變淺變弱了；快的話第二代

領導人、慢的話第三代領導人就會出現問題，因為房

子越蓋越高、根基卻越來越淺。

十六世紀是宗教改革的世紀，改教家們撥亂反正，

為基督信仰注入一股清新的活水。進入十七世紀後，

基督新教忙於教義的辯論，教會歷史稱這個時期為

「死正統」，信仰充斥著理性的思辨、卻缺乏與神與

人親密、和睦的關係。十八世紀是敬虔主義興起的時

代，敬虔主義是對「死正統」的反動，操練更多地默

想上帝的話語、聚會時分享自己讀經的領受與看重彼

此之間的團契關係，信仰有更多主觀的經歷與情感的

投入。十九世紀是自由神學急遽發展的世界，敬虔主

義強調對上帝話語要有個人的領受為自由神學以人意

來解釋聖經鋪設了一條康莊大道。這是因為敬虔主義

的第二代、第三代缺乏對正統教義的教育訓練，強調

主觀領受卻缺乏對正統教義的信念與堅持。

五、「我很需要你，沒有你，我就不夠好」的心
態帶來的轉機

有 關 教 會 的 真 理，保 羅 繼 續 說：「 眼 不 能 對 手

說：『我用不著你。』頭也不能對腳說：『我用不著

你。』」(林前十二21) 保羅的意思是，面對不同恩賜

的肢體，我們彼此需要！如果我們身上少了一個肢體，

我們就不完全，有些功能就無法發揮，整個身體就會

一同受苦。如果我們的眼睛看不見或看不清楚，我們

可能會撞到周圍的東西，撞得頭破血流。如果我們的

牙齒無法好好地咀嚼食物，我們吃東西就沒有好的消

化吸收、長期下來就營養不良、影響健康甚鉅。所以

我們需要把「我不需要你，我也可以很好」的心態調

整成為「我很需要你，沒有你，我就不夠好」的心態。

教會與神學院如果能彼此合作、互相欣賞，合則兩

利。神學院需要更多聆聽、了解教會的需要，知道教

會面對那些問題與挑戰，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作某

個程度的調整，好幫助來接受教育、裝備的學生可以

回應時代與教會的需求。教會也需要願意把人送到神

學院接受教育、用金錢的奉獻支持神學院的發展。就

如同一個孩子需要有父親與母親的養育才能健康的成

長，同樣地一個有心投入全職事奉的基督徒同時需要

有教會牧者的帶領與神學院老師的教導，才能夠假以

時日成為一個合上帝心意的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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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報名方式：電洽（02）2365-9151轉202、204、264
繳費截止：新生2月7日、舊生2月10日 課程起迄時間： 2月20日至6月3日

保羅行蹤Ⅱ：希臘之旅

3/4、25、4/15
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4/18～30前往

阿爾巴尼亞、北馬其頓及希臘共13天 

行程帶隊╱陳美如 

宗教改革之旅（搶先報）行程帶隊╱周學信

7/8、22、8/5，週六上午9:00～12:00行前上課

8/11～25前往德、法、瑞、捷四國共15天 

★2/10日前報名者團費最多可省7,000元

學分班   基督教工作觀＊週二晚上6:30～9:20 鍾興政

週一課程╱晚上7:00~9:25
01.現代詩歌即興伴奏-個別班＊上午10:30～13:15 王珮伶

02.基督教神學（下） 史弘揚 

03.讀潘霍華其人和其書：追隨基督 蘇美雅 

04.突破與跨越的宣教 左大萱 

05.保羅書信導讀 成鳳樑 

06.釋經講道與牧養 劉幸枝 

07.威信型遊戲輔導＊下午1:30～4:30 葉貞屏

週二課程╱晚上7:00~9:25
08.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Ⅰ 柯悅敏

＊上午10:00～12:25

09.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Ⅱ 柯悅敏

＊下午2:00～4:25 

10.創世記＊上午9:30～12:20 吳獻章 

11.保羅書信導讀＊上午10:00～12:25 張奇軍 

12.親職事工與信仰傳承＊下午2:00～4:25 梁婉華

13.自我成長與發展任務 周玖玫

14.基督教神學（下） 施永昌 

15.十誡與倫理學議題 林福雄

週三課程╱晚上7:00~9:25
16.多元藝術創意兒童主日學教學 劉斐如

＊上午9:30～12:20 

17.耶穌的談道智慧＊上午10:00～12:25 陳毓華 

18.基礎司琴入門＊下午2:30～4:55 王俐俐 

19.路加著作 于厚恩 

20.靈修神學與實踐 周學信 

21.詩歌智慧書導讀 蔡筱楓

22.身心失調與牧養 鄭健榮

週四課程╱晚上7:00~9:25
23.沙遊中的療癒與轉化初探＊上午9:30～12:05 湯志安 

24.聲樂（下）＊上午11:00～12:10 駱惠珠

25.用聲樂方法說話與歌唱＊下午2:00～3:10 駱惠珠 

26.聲樂（上）＊下午3:15～5:40 駱惠珠 

27.實用司琴法初階 王俐俐 

28.釋經講道操練-雅各書（進階課程） 劉加恩 

29.舊約歷史書導讀 左大萱

30.福音形塑的牧養策略與實踐                黃偉南․王秉韻 

31.基礎歌唱技巧：悟性與靈的歌唱 柯悅敏

32.約翰福音與約翰書信 吳存仁

週五課程╱晚上7:00~9:25
33.大小先知書導讀＊上午9:00～11:25 郭念平 

34.福音書導讀 阮祖琦

35.阿摩司書研經 謝清傑

週六課程 

36.教義書信：羅馬書、加拉太書 王良玉

2/25、3/11、18、25、4/29、5/13、20、27

＊週六上午9:00～12:40 

37.生命倫理實務討論4/8、22、5/6、20、27 郭英調

＊週六上午9:30～12:30 & 下午1:30～4:30

全視訊密集課程

38.青少年牧養與事工發展 洪中夫

1/5、12、14、2/2、9、11、16、23

＊週四晚上7:00～9:35、週六上午9:30～下午4:30 

39.哀傷陪伴與危機因應 孫榮岩

2/2、6、9、13、16、20、23、3/2、6、9

＊週一、四上午9:00～12:20 

合作及海外地區（限合作單位同學選讀）

40.舊約歷史書導讀（三峽卓越北大行道會） 許境鱗

41.靈修神學與實踐（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林福雄

42.婚前教育與婚後重建（台灣藝起發光促進協會） 孫榮岩

43.宣教神學（香港但以理） 柴子高

44.保羅書信導讀（香港但以理） 張奇軍

45.一般書信導讀（香港但以理） 王良玉

46.福音神學（上）（溫哥華學區） 傅立德

47.申命記（溫哥華學區） 賴建國

48.系統神學（一）（溫哥華學區） 溫永勖 

49.福音神學（下）（溫哥華學區） 傅立德

50.一般書信導讀（含啟示錄）（溫哥華學區） 吳存仁

51.羅馬書（溫哥華學區） 黃子嘉

網路互動式多媒體聖經學苑全球選讀

＊34門課程，詳見網頁 http://fungclass.fhl.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