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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東海門徒營時間表 

【主題】生活•聖潔 

日期 

時間 

9/16(六) 
@校牧室聚會廳 

9/17(日) 

0830-0900 報到 預備主日聚會 

0900-1015 

門徒們的相見歡 

+柯達文牧師分享 

(彥均) 

【東海教會第⼀堂崇拜】 

得著基督(腓 3:7-11) 
陳增韡牧師 

@路思義教堂 

1030-1200 
在東海作門徒～ 

從領受異象到落實行動 
(馬姐) 

門徒的團契生活 

(穎恩/秀美) 

@文學院 A101 

1200-1330 
午餐/午休 

(值日生:撒⺟⽿團契) 

午餐/午休 
@A101 

(值日生:約書亞團契) 

1330-1350 敬    拜 1330-1445～ 

校牧室就是我家 

@校牧室聚會廳集合 
1350-1530 

彼得前書導論 
(黃業強老師) 

1530-1600 自由時間 1500-1630  
柯達文牧師就任感恩禮拜 

@路思義教堂 1600-1730 
查經訓練 1 彼得前書 1:1-12 

(黃業強老師) 

1730-1850 
晚餐/自由時間 

(值日生:約瑟團契) 

（各團契彈性運用） 

請主席務必於 9/16 晚餐前 
回報晚餐數量 

1900-2130 
專題 

在巴比倫中活出聖潔 
(左心泰傳道) 

2130-2200 自由活動 

2200 晚安(關校牧室大門) 晚安(關校牧室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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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  篤信  力行 

在東海作門徒 

從領受異象到落實行動 
馬姐 

前言：「異象」是什麼？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言 29:18)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

(馬太福音 28:19-20) 

 

一、是「為了當大學生」還是「為了效法基督」？(實際值vs期望值) 

指標 0------------20-------------40--------------60--------------80---------------100 

大學生 基督徒大學生 以神為中心的基督徒大學生 

   

 

二、 學習「以永恆的觀點來詮釋地上的事」； 

將眼光從「大學生活」提升到「一生之久」 

1. 面對︰處於理論與實際的張力中 

深入思想和憧憬我們的ㄧ生，才能將我們的眼界，從關注「現在的事」提升及開

闊到「我的ㄧ生」，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思想和感受。 

這會幫助我們弄清楚，什麼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事！ 

2. 辨別︰錯誤目標的引誘 

使基督信仰所應有的價值觀和目標，能深深植根在我們的思想中。這些價值觀和

目標，就會成為我們作重要抉擇的指標，也使我們能委身於一些我們已經選擇了

要活出的價值觀上。 

3. 取捨︰時間的緊迫與混亂 

使我們的目標與我們每一天和每一週的計劃連結起來，這就能使我們的個人使命

活現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將時間管理提升為個人管理。 

4. 承認：自我的有限 (大學生涯是象牙塔或瞭望台?) 

目標是「原則」，在行動中要不斷反思「我是否違背了原則？我的底線是什麼？」，

而明確的目標是可以衡量、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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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長」 

1.知識的長進—思想：我用什麼餵養我心靈？ 

•建立個人讀經、研經計劃 

•維持一項持續不斷的閱讀計劃 

•謹慎於所接觸的資訊 

2.忠誠的事奉—生活：我的生活步調如何？ 

•我花多少時間與人相處？ 

•我花多少時間學習專業？ 

•我花多少時間獨處、思考？ 

•我花多少時間娛樂？ 

3.靈命的提升—禱告：對環境作更廣泛的觀察 

•每次我禱告的時候，神在哪裡？我和神之間有親密的連結嗎？ 

•面對身旁人事物到面對世界總總議題，從何關心？如何分辨？ 

 

結語： 

「堅持上帝的無所不在看似安全；要討論上帝的缺席與隱沒令人感到危險。但是

除非我們這麼做了，否則關於事工的神學觀點就會容不下受苦、渴求和失去的真

實經驗。」《每個孩子都是神學家》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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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導論 
黃業強老師 

現職: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學歷:1978年東海大學建築學士 

1982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碩士 

1986年美國維勒諾瓦大學電腦碩士 

1990年美國魏斯敏神學院宗教文學碩士 

專長:建築設計、電腦輔助建築繪圖及設計、 

電腦繪圖軟體開發、聖經研讀 

 

彼得前書大綱 

一、 問安：(1:1-2) 

二、 神國子民的身份(1:3-2:10) 

1. 神賜救恩(1:3-12) 

2. 過新的生活方式(1:13-25) 

3. 作聖潔的祭司(2:1-10) 

三、 神國子民如何與世人相處(2:11-4:11) 

1. 活出與眾不同的生活(2:11-12) 

2. 要順服(2:13-3:12) 

3. 要有受苦的準備(3:13-4:6) 

4. 要彼此切實相愛(4:7-11) 

四、 最後的勸勉(4:12-5:11) 

1. 準備受火煉的試験(4:12-19) 

2. 教會應注意的事項(5:1-11) 

五、最後的問安與祝福(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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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在巴比倫中活出聖潔 
 

 

 

校園團契中區同工 

左心泰傳道 

＊畢業於加拿大 Simon Fraser大學語言學系 

維真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曾任書房職員、教會幹事、英文老師、總經理特助、翻譯 

＊很晚才結婚，即將成為兩個孩子的爸 

＊自認創意不足，卻又不喜停在原處，想必是個矛盾的人 

 

 
我是誰？／潘霍華 
 
我是誰？人常說： 
我步出牢房， 
從容、愉快、堅定地好似紳士邁出豪宅。 
 
我是誰？人常說： 
我和獄官說話， 
自在、友善、清晰地像在發號施令。 
 
我是誰？人又說： 
我忍受苦難， 
平靜、微笑、驕傲地像個得勝者。 
 
我真是人們所說的那樣嗎？ 
還是只有自己心裡明白？ 
我不過像一隻龍中鳥， 
不安、饑渴、軟弱， 
好似被人掐住喉嚨， 
為呼吸而掙扎。 
 
我想念色彩、花朵、鳥語； 
我奢望安慰的話語和同伴的愛憐； 
我痛恨獨裁和心胸狹窄； 
我搖擺不定、期待大事降臨； 
 

思念千里之隔的朋友， 
卻只能無力地顫慄； 
我的禱告、我的思想、我的舉動 
都令人厭煩、都是虛空； 
我虛弱地想隨時告別一切。 
 
我是誰？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我？ 
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另一副德行？ 
或者我同時具備雙重人格？ 
人前假冒偽善， 
人後是卑劣、寒酸的懦夫？ 
或者在我心深處， 
我仍像打敗仗的軍隊， 
正從已經得勝的戰場潰逃？ 
 
我是誰？ 
嘲弄著我的，是自己這些孤獨的問題。 
不論我究竟是誰， 
神啊，你知道：我是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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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m I ?   by Deitrich Bonhoeffer 

 

Who am I? They often tell me 

I stepped from my cell� confinement 

Calmly, cheerfully, firmly, 

Like a Squire from his country house. 

 

Who am I? They often tell me 

I used to speak to my warders 

Freely and friendly and clearly, 

As thought it were mine to command. 

 

Who am I? They also tell me 

I bore the days of misfortune 

Equably, smilingly, proudly, 

like one accustomed to win. 

 

Am I then really that which other men 
tell of? 

Or am I only what I myself know of 
myself? 

Restless and longing and sick, like a 
bird in a cage, 

Struggling for breath, as though hands 
were compressing my throat, 

Yearning for colors, for flowers, for the 
voices of birds, 

Thirsting for words of kindness, for 
neighborliness, 

Tossing in expectations of great events, 

Powerlessly trembling for friends at an 
infinite distance, 

Weary and empty at praying, at 
thinking, at making, 

Faint, and ready to say farewell to it all. 

 

Who am I? This or the Other? 

Am I one person today and tomorrow 
another? 

Am I both at once? A hypocrite before 
others, 

And before myself a contemptible 
woebegone weakling? 

Or is something within me still like a 
beaten army 

Fleeing in disorder from victory already 
achieved? 

 

Who am I? They mock me, these lonely 
questions of mine. 

Whoever I am, Thou knowest, O God, I 
am t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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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第四章 
（比爾‧海波斯、馬可‧米道堡合著，道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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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教會第一堂崇拜 

得著基督 
陳增韡牧師 

【經文】 

腓 3:7-11 

只是我先前以為對我是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的緣故而當作是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已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而是有信基督的義， 

就是基於信，從神而來的義，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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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咖啡館 

門徒的團契生活 
 

主帶：穎恩/秀美 

第一輪桌長：伊婷、文嘉、彥均、沁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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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裝備課程 

週日信仰課程介紹 
 

我們認定週日晚上造就課程不能取代教會崇拜聚會和週間的團契生活， 

但為了讓東海的基督徒看重對東海校園福音使命， 

所以週日晚上的課程是大團契基督徒凝聚的優先項目，也是一切事奉中的首要考慮 ， 

我們週日晚上一起在東海聚集敬拜禱告並裝備成長！ 

  
²      查考經卷： 彼得前書  

²      時間： 18:30-19:00 禱告會(小幼教室) 19:10-20:40 預查或讀書會 

²      地點：除非特別註明，皆在校牧室(基督教活動中心)B1 聚會廳 

²      註：想對基督教信仰(核心教義)有更多認識的同學，歡迎與我們連絡，校內分機

21100 轉 112 或於團契粉絲團留言 

校牧室還有許多相關課程不定期開設可提供選擇哦 

日期 禱告會 信仰課程 備 註 

9/10(日) 20:00 宿舍新生探訪 負責人：馬姐 

9/16-17 

(六-日) 

門徒營 

預查書卷導論+查經訓練(預查)1 彼前 1:1-12 

9/17(日) 9:00 東海教會第一堂主日 

9/17(日) 15:00 柯達文校牧就任 感恩禮拜/路思

義教堂 

門徒營總召：洪文嘉 

9/18(一)學期正式上課日開始 

9/24(日) 查經訓練(預查)2  彼前 1:13-25 
★9/28(四)東海奇緣 1/銘賢堂 

講員：曾陽晴老師 

10/1(日) 禱告會 
讀書會 1：陪讀訓練、帶領小組討論

訓練 
10/4(三)中秋節放假一天 

10/8(日) 暫停一次 10/7(六)-10(二)雙十連假 

10/15(日) 

禱告會 

查經訓練(預查)3 彼前 2:1-10 **開始推動大專靈修班 

10/22(日) 
讀書會 2：關於「創造」的世界觀探

索 

★10/26(四)東海奇緣 2/銘賢堂 

講員：黃美珍歌手 

10/29(日) 查經訓練(預查)4 彼前 2:11-3:12 
11/2-3(四-五)校慶運動大會 

(停課不停班) 

11/5(日) 讀書會 3:關於「墮落」的世界觀探索   

11/12(日) 期中考暫停一次 11/13-18(一-六)期中考週 

11/19(日) 查經訓練(預查)5 彼前 3:13-4:11 11/14-18 團契週(暫定) 

11/25(六) 

門徒營:如何明白神對我的旨意 

@校牧室聚會廳 

(校牧室、台灣神學院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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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禱告會 信仰課程 備 註 

11/26(日) 

禱告會 

讀書會 4:關於「救贖」的世界觀探索 
★11/30(四)東海奇緣 3/銘賢堂 

講員待定 

12/3(日) 
將臨期 
第一主日 

查經訓練(預查)6 彼前 4:12-5:14   

12/10(日) 
將臨期 
第二主日 

讀書會 5:關於「復原」的世界觀探索   

12/17(日) 
將臨期 
第三主日 

榮總報佳音詩歌練唱 榮總報佳音日期、總召待定 

12/24(日) 
將臨期 
第四主日 

暫停一次   

12/24(日) 
聖誕夜 

子夜崇拜/路思義教堂 

子夜 12:00 敲鐘後維護教堂週邊環境 
  

12/31(日) 暫停一次 
1/1(日)聖名日 

1/6(五)顯現日 

1/7(日) 同工交接 1/13-19(六-五)期末考週 

1/14(日) 禱告會 期末考暫停一次   

待定 新主席挑戰營   

待確認 大專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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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介紹 
 

東海學生團契長期以「預查、陪讀、探訪」作為最核心的使命策略，看似簡單了無新意，

卻是「使未信者相信；使信者作門徒」的重要基礎。不論現代人(媒體？)如何以負面剖析

大學生生態、情境或特質，我們仍堅持相信大學時期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一個人思想、

情感、意念各方面價值系統建立的重要時期。我們希望透過陪讀聖經與屬靈書籍，藉由陪

讀者與被陪讀者雙方互動引導反思，培養出肯思想、有判斷力，但又能對神充滿信心，對

人滿懷熱誠的基督徒大學生，在邁出大學之門後，仍以閱讀及陪讀作為成長動力及他人祝

福。 

 

本學期讀書會介紹 

參加讀書會者請自行預備書籍(若需團契代購，請找馬姐) 

並盡可能全勤參加，全勤者可獲得 100 元圖書禮卷 

9/16-17 門徒營全勤者，每本補助 200 元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建議參加 

《世界觀的故事》

讀書會 

以《世界觀的故事》為教材，訓練參加者如何閱讀並

陪人閱讀一本書及討論，讓基督徒對基督信仰核心

價值觀有論述能力，並開始實作帶領陪讀與讀書討

論。 

  

五次讀書會規劃進度如下： 

1.陪讀訓練、帶領小組討論訓練 

2.關於「創造」的世界觀探索（p.57-192） 

3.關於「墮落」的世界觀探索（p.193-276） 

4.關於「救贖」的世界觀探索（p.277-354） 

5.關於「復原」的世界觀探索（p.355-602，章節待定） 

 

*本校學生購書每本 500 元 

願意學習

如何與世

界對話，

以及願意

擔任陪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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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牧室就是我家 

 
校牧室場地說明： 

名稱 場地 設備 備註 

新宗 

或 校牧室 

或 基督教活動中心 

或 宗教中心 

1F 公共區域 事務機：可列印/影印/
掃描/傳真 

 

團契相關事工皆
可使用。私人輸
出影印 A4 單色 1
元/張 

101 辦公室 
或 團契辦公室 

公用桌電、團契筆電、
擴音器(大黑、小白)、黃
哥小蜜蜂 

、詩本、美工用品… 

需帶離辦公室使
用前，請登記於牆
面表格 

會議室*   

左 201,203,205,207*   

右 202,204,206  204為協談室不外借 

B1 聚會廳前*後*   

大幼、小幼   

公共區域 清掃用品  

   

舊宗 

或 福音中心 

聚會廳*   

小聚會廳 
（原教會辦公室） 

  

一校 OS House   目前規劃給主題
村使用，要借用
需經校牧室同意 

二校 OS House   目前規劃給主題
村使用，要借用
需經校牧室同意 

路思義教堂 週二五日 17:00-18:30
暮光時刻對外開放 

須校牧室同意方
能使用 

路思義學房  待修，無法使用 

註： 1,*有固定式投影機、螢幕 
2,場地借用請務必確認馬姐已登錄 http://chaplain.thu.edu.tw/rent/2_chaplain.htm才作數。 
3,外請講員請於一週前將講員車號給馬姐申請汽機車入校 
4,校牧室所有場地皆不可使用明火(如：卡斯爐)，請務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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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營名單 
 

 

姓名 系級 團契 註 

蕭秀美 環工 3 大衛  

廖沁蓉 環工 3 大衛  

林彥均 哲學 4 以斯帖  

宋禹軒 經濟 4 以斯帖  

陳雋騫 化材 3 約書亞  

張睿庭 社工 2 約書亞  

羅穎琳 社工 3 約書亞  

鍾昭任 社工 3 約書亞  

劉晉承 社工 3 約書亞 參加 09/16 

張為真 社工 4 約書亞  

徐唯心 社工 4 約書亞  

林榮安 資管 2 約書亞 參加 09/16 

康穎恩 社會 3 約瑟  

夏牧耘 社會 4 約瑟 參加 09/16 

鄭以琳 外文 4 提摩太  

林毓如 生態 4 路加  

蔡婕妤 畜產 2 路加 參加 09/16 

賴恩晟 歷史 2 路加  

洪文嘉 歷史 3 路加  

張揚舞 歷史 4 路加 參加 09/17 

謝其航 社工 4 撒母耳 參加 09/16 

劉伊婷 美術 5 撒母耳  

黃瑞安 音樂 4 撒母耳  

王進興 電機 3 撒母耳 參加 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