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內部講員的聯絡方式請在本文結尾處查詢。 

 

專題系列：事工訓練 

訓練題目 講員 分類 

如何讀聖經、陪讀訓練、 

小組長訓練、如何帶領禱告、 

如何領詩、友誼式佈道、 

團契生活、同工訓練、 

個人佈道訓練 

 

請洽北區大學  

 

 

 

 

 

＃專題   ＃訓練 

用聖經說故事訓練 李懷恩、滕有揚 ＃專題     ＃訓練  

 

 

專題系列：福音佈道 

題目 講員 分類 

繪本與人生 詹夢莉（自由創作者）、林月娥 ＃專題     ＃福音 

音樂分享會 張家瑋 

福音信息分享 張家瑋 

 

 
 
專題系列：大學生活 

題目 講員 分類 

認識自我 請洽北區大學 ＃專題     ＃生活 

家庭生活/我的原生家庭 請洽北區大學 

兩性關係 愛情      雷靜如 （共六堂） 
1. 如何與異性相處  
2. 我該如何預備自 己 
3. 喜歡一個人了該怎麼辦？ 

（感情三層次：喜歡迷戀愛） 
4. 我該如何選擇？ 
5. 交往和婚姻1：如何讓感情加溫 
6. 交往和婚姻2：感情中的界線/性試探

和性生活 
莊逸宏-- 
1.男女大不同（男女來自不同星球？） 
2.在大學中的戀愛學 
3.如何預備自己成為一個合適的人 
4.兩性交往的藝術 
5.基督徒的性愛觀 

戀愛交往 



 

 

人際關係 請洽北區大學 

時間管理/基督徒忙什麼 

金錢的管家 

大學生活面面觀 

上大學的目的與意義 

生涯規劃 莊逸宏 

孝道與祭祖 莊逸宏 

接納的藝術 莊逸宏 

基督徒看電玩 張家瑋  

亂鬥手遊，找到成就與歸
屬 

陳文弘  

 
 
 
專題系列：團契生活 

題目 講員 分類 

後基督教下福音的退隱與現身
（淺談傳福音概念的轉換） 

陳文弘 ＃專題     ＃生活 

服事是手段，團契才是目標 
淺談服事與團契 

陳文弘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王文衍、莊逸宏 

屬靈恩賜與服事 莊逸宏 

俗世中的安息日操練 
安息日的真諦 

陳怡安、雷靜如、陳世賢 

靜默操練 張家瑋 

服事的真諦 張家瑋 、王文衍、莊逸宏 

基督徒與價值觀探討 陳怡安、王文衍、莊逸宏 

靈修生活 張家瑋、王文衍、莊逸宏 

團契生活 張家瑋、林純純、林月娥、莊逸宏 

團隊建立與凝聚 請洽校園飛颺事工組 



 

 

奉獻的真義 請洽北區大學 

如何激發你的愛心 鍾素明（榮中禮拜堂傳道） 
黃興霖 

聖經怎麼教導我們面對不起眼
的人 

信心     
      

雷靜如  

面對生命中的疫情  
（軟弱與犯罪）       

雷靜如、王文衍  

   從「世界觀」 
看福音切入與關心陪談     

雷靜如 
 

 

 
 
 
專題系列：公共信仰 

題目 講員 分類 

同性戀議題 李懷恩、張家瑋 ＃專題     ＃公共 

基督教倫理學面面觀 黃旭榮、莊逸宏 

行動的原點 - 靈修生活 & 
公共參與 

周學信（華神老師） 

基督徒的公共參與 張家瑋 

做全地的管家 趙榮台（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 

舊約中的經濟倫理 胡維華（華神老師） 

聖經觀點的經濟學- 經濟倫理 胡業民（英國里茲大學經濟博士） 

從 ISIS 關心穆斯林 彭愛穆（北京大學宗教博士） 

從基督信仰看死刑存廢爭議 許家馨（中研院研究員） 

基督徒，是在掙扎個什麼倫
理？ 

陳文弘 

外籍族群在台灣的關顧 張仁愛（工福傳道人）、橋一（內地
會在台服事穆斯林移工得宣教士） 

弱勢族群關顧- 街友的微聲 吳得力（活水泉教會牧師） 

弱勢族群關顧-紅燈區的故事 林迪真宣教士、珍珠家園團隊 

 

 



 

 

 
新舊約人物系列 

題目 講員 分類 

亞當 滕有揚、莊逸宏  

該隱與亞伯 滕有揚、莊逸宏  

挪亞 滕有揚、莊逸宏  

羅得 滕有揚  

亞伯拉罕 滕有揚、莊逸宏 ＃舊約   ＃人物 
 

以撒 滕有揚、莊逸宏 

雅各 雷靜如、滕有揚、林純純、莊逸宏 

約瑟 張家瑋、滕有揚、林純純、莊逸宏 

摩西 雷靜如、彭美雲、滕有揚、莊逸宏 

約書亞 滕有揚、莊逸宏 

以利的兒子 滕有揚 

路得－悲劇社會的喜劇人生 陳文弘、莊逸宏 

大衛 張家瑋、滕有揚 、莊逸宏 

掃羅 滕有揚、莊逸宏 

以利亞 滕有揚、莊逸宏 

手潔心清的神僕：撒母耳 黃政雄、莊逸宏 

立志跟隨上帝的君王：希西家 黃政雄、莊逸宏 

親眼見祢的約伯 黃政雄、莊逸宏 

以西結：在意上帝榮耀的人 黃政雄、莊逸宏 

以斯拉：回應使命的⼈ 黃政雄、莊逸宏 

大能的勇士：基甸 黃政雄、莊逸宏 

彼得 劉涓涓、莊逸宏 ＃新約   ＃人物 

耶穌生平 劉涓涓、彭美雲 

施洗約翰 黃旭榮、莊逸宏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黃旭榮、莊逸宏 

保羅 滕有揚、莊逸宏  

 

 

 

專題系列：神學 

題目 講員 分類 

使徒信經 黃旭榮、莊逸宏  ＃專題 ＃神學 

基督論 黃旭榮、莊逸宏 

神論 黃旭榮、莊逸宏 

人論 黃旭榮、莊逸宏 

聖靈論 黃旭榮、王文衍、莊逸宏 

末世論 黃旭榮、莊逸宏 

教會論（教會與團契） 黃旭榮、莊逸宏 

佈道神學 黃旭榮、莊逸宏 

認識異端 陳怡安、雷靜如、莊逸宏 

教會與教派 黃旭榮、莊逸宏 

天主教與基督教 陳怡安、王文衍 

台灣教會史 查忻（北大歷史系教授）、郭明璋 
魏外揚 

中國教會史及人物 魏外揚 

西洋教會史及人物 莊逸宏 

認識後現代 陳怡安 

 
 
 
 
專題系列：宣教/ 宣道 

題目 講員 分類 

學生宣道運動史 校園同工 ＃專題     ＃宣教 

聖經中的宣教觀 

職場宣道 黃政雄 



 

 

宣教與禱告  請洽宣道中心 

短宣的重要與機會 

宣教士、教會與差會的關係 

宣教的多樣性 

宣教士這個人（談生命、品
格） 

宣教士的見證分享 

揭開穆斯林（猶太教…）的面
紗 

宣教士的恩賜、裝備與呼召 

華人（創啟地區）的宣教趨勢 

來自非洲、印度、少數民族、
中國、東南亞…的呼聲 

你也能參與宣教 

普世宣教面面觀 

短宣體驗心得分享 契友 

宣教士傳記讀書分享 契友 

從海島到列國 : 宣教士與台灣 魏外揚（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退休老
師、現任馬禮遜學園副秘書長） 

誰燒了圓明園 : 宣教士與中國 

上帝說華語 : 中文聖經的故事 

教會大學的故事 

認識伊斯蘭世界 大樹哥（台灣前線差會） 
彭愛穆（北京大學宗教學博士） 
王瑞珍（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部長
兼任宣教中心主任） 
韓偉炫（國際主僕差會總幹事） 

伊斯蘭在中國的發展 

中東風雲與宣教契機 

聖經與古蘭經 

恐怖主義知多少？ 

 

 
 
 
 
 
 



 

 

舊約書卷系列：歷史書 

題目 講員 分類 

以斯拉 葉恆劭、莊逸宏 ＃舊約 ＃書卷 

尼希米 葉恆劭、林純純、莊逸宏 

以斯帖 葉恆劭、莊逸宏 

 

 

舊約書卷系列：詩歌智慧書 

題目 講員 分類 

約伯記 陳怡安、莊逸宏 ＃舊約 ＃書卷 

詩篇 葉恆劭、莊逸宏 

詩歌體裁與詩人的情感 陳文弘 

箴言（智慧書的通達智慧） 陳文弘、莊逸宏 

傳道書 陳怡安、莊逸宏 

人生如何不虛空--傳道書的
智慧 

陳文弘 

雅歌 陳怡安、莊逸宏 

 

 

 

 

舊約書卷系列：五經 

題目 講員 分類 

創世記 陳怡安、劉涓涓、莊逸宏 ＃舊約 ＃書卷 

出埃及記 陳怡安、莊逸宏 

神精心設計的脱奴套裝行程-
-出埃及記故事 

陳文弘 

利未記 李懷恩、劉涓涓、莊逸宏 

利未記－「不潔」的教育現場 陳文弘 

從民數記看試探 黃政雄、莊逸宏 

申命記 劉涓涓、莊逸宏 

 

 



 

 

舊約書卷系列：先知書 

經卷 題目 講員 分類 

約拿書 落跑先知約拿 陳怡安、滕有揚、林純純、莊

逸宏 

＃舊約 ＃書卷 

誰家的恩典這麼漫無邊際 陳文弘 

以賽亞書 從以賽亞書看上帝的救贖計劃 陳怡安、莊逸宏 

耶利米書 淚眼先知耶利米談審判與回歸 黃旭榮、莊逸宏 

以西結書 從以西結書看聖靈和新約 黃旭榮、莊逸宏 

但以理書 上帝掌權 陳怡安、莊逸宏 

何西阿書 測不透的愛 黃旭榮、莊逸宏 

因愛成傷卻仍渴望愛中契合 
何西阿書中思愛成病的神 

陳文弘 

約珥書 耶和華的日子 黃政雄、黃旭榮、莊逸宏 

阿摩司書 從阿摩司書看社會公義 陳怡安 

哈該書 重建聖殿 黃旭榮、莊逸宏 

從哈該書看儀式與信仰對基督
徒的意義 

陳怡安 

彌迦書 彌迦書與社會參與 葉恆劭、莊逸宏 

瑪拉基書 上帝還愛我們嗎？ 林純純、莊逸宏 

匱乏而遠離上帝VS上帝的同
在與呼喚 

陳文弘  

 
 
新約書專題系列：福音書 

經卷 題目 講員 分類 

四福音書 福音書中的末世觀 黃旭榮、莊逸宏 ＃新約     #書卷    

馬太福音 以愛闖入世界的君王 陳文弘 

從登山寶訓看基督徒的身份與使
命 

張家瑋、滕有揚、林純純 

從馬太福音看耶穌的五個講論 劉涓涓 

馬可福音 從馬可福音看「彌賽亞的秘密」 黃旭榮、莊逸宏 



 

 

路加福音 從路加福音看人子耶穌的使命 陳怡安、莊逸宏 

約翰福音 從約翰福音看神子耶穌的七句
「我是」 

陳怡安、張家瑋、莊逸宏 

   

 
 
 
 
新約書卷系列：使徒行傳＆書信 

書卷 題目 講員 分類 

使徒行傳 初代使徒的宣教史 陳怡安、劉涓涓、莊逸宏 ＃新約   #書卷  

新出埃及的救贖故事 陳文弘 

羅馬書 改變歷史的書信 黃旭榮、莊逸宏 

上帝的救恩計劃 黃旭榮、莊逸宏 

哥林多前書 教會大內幕 張家瑋、莊逸宏 

加拉太書 辨明福音真義 黃旭榮、莊逸宏 

以弗所書 在基督的教會 陳怡安、莊逸宏 

腓立比書 以基督為中心的喜樂人生  陳怡安、林純純、莊逸宏 

歌羅西書 無與倫比的基督 林純純、莊逸宏 

提摩太前後書 從提摩太前書談服事的真諦 陳怡安、彭美雲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黃旭榮、莊逸宏 

教會生活倫理 黃旭榮 

腓利門書 從腓利門書談愛與接納 劉涓涓、莊逸宏 

希伯來書 耶穌基督的超越性 陳怡安 

背道的危機 vs. 活出信望愛  黃旭榮、莊逸宏 

帖撒羅尼加前後
書 

等候基督再來 劉涓涓、莊逸宏 

雅各書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陳怡安、雷靜如 

從雅各書看試煉的超越與行
道的生命 

陳怡安 、莊逸宏 



 

 

彼得前書 站立得住、見證主恩 黃旭榮 

從彼得前書談受苦與跟隨 黃旭榮、莊逸宏 

彼得後書、猶大
書 

在真道上長進 黃旭榮、莊逸宏 

約翰一書 神就是光、神就是愛 林純純、陳文弘、莊逸宏 

啟示錄 末後必成的事 李懷恩、莊逸宏  

 
校園團契講員聯絡方式： 
 
懷恩姐：gloriale@cef.tw  

有揚哥：icesheep@cef.tw 

月娥姐：moony@cef.tw 

家瑋哥：godson@cef.tw 

靜如姐：cherry@cef.tw 

逸宏哥：paul@cef.tw 

文弘哥：wenthome@cef.tw 
文衍哥：wwy@cef.tw 

怡安姐：ninachen@cef.tw 

純純姐：pure@cef.tw 

旭榮哥：hjhuangcef@gmail.com 

政雄哥：bruce@cef.tw 

涓涓姐：chuan1026@cef.tw 

恆劭哥：edward@cef.tw 
 
校園北區大學事工組：02-66042361 轉分機2352 
校園飛颺事工組：02-66042361 轉分機2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