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開始
報名囉！

東門學苑 2019 春季班
2019 年 3 月 5 日～ 6 月 20 日

 上課時間

每個星期二、四上午
共四門課，每 門 課 隔 週 上 一 次課 ， 每 次 連 上 兩堂 課 。

 課 程 表

詳細課程內容介紹，請見背面說明
時間／日期
09：20
|
10：30

第
一
堂

星期二

星期四

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

基督信仰與普世價值：
當代世界基督教的鮮活故事

主講：林信男教授

主講：鄭仰恩牧師

上課日期：3/5、3/19、4/2、4/23、4/30、
上課日期：3/7、3/21、4/18、5/2、5/16、
5/14、5/28、6/11
5/30、6/13
♫ 休息 20 分鐘

植物生態在台灣

10：50
|
12：00

從電影探討勇氣

主講：楊國禎副教授

第
二
堂

主講：姚孟昌老師

上課日期：3/12、3/26、4/9、4/16、
上課日期：3/14、3/28、4/11、4/25、
5/7、5/21、6/4、6/18
5/9、5/23、6/6、6/20

 教師簡介（依課程順序）
林信男教授

台大醫學院精神科兼任教授及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楊國禎副教授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副教授
鄭仰恩牧師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兼任教授

姚孟昌老師

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報名請洽台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 電話：(02)2351-3589
傳真：(02)2391-8685
地址：10063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 76 號
新學員請務必準備兩吋照片 2 張



東門學苑 2019 春季班 報名單
電話：
手機：

姓名：
地址（郵遞區號
宗教信仰

 舊學員 ， 學號

 新學員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

□ 基督教，隸屬＿＿＿＿＿＿教會 □ 佛 教

星期二 A.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
選修科目 星期二 B.植物生態在台灣
＊加選週末講座

□ 其他信仰＿＿＿＿＿＿ □ 無

星期四 A.基督信仰與普世價值
星期四 B. 從電影探討勇氣（已額滿）
新學員介紹人：

課程免費 ！ 報名請洽台北東門教會東門學苑幹事林仁惠

…東門學苑 2019 年春季班課程簡介…
星期二 課程 A：聖經人物的心靈探索／主講：林信男教授
教會的查 經班經 常會從 基督信仰 的觀點 討論聖 經裡出現 的人物。也有 人從醫學 的觀
點討論聖 經人物，例 如 從眼科、神經 科的觀 點 討論使徒 保羅自 己所說 身上有一 根刺究 竟
指的是什 麼；使徒 保羅 在大馬士 革城外 看到一 道光而跌 倒並暫 時失去 視力究竟 是怎麼 一
回事等等 。本課 程嘗試 從基督徒 精神科 醫師的 觀點，和 學員探 索一些 聖經人物 的心靈。

星期二 課程 B：植物生態在台灣／主講：楊國禎副教授
本課程展現台灣植物的狀況，主要由全球與台灣高山島地理分布為背景，透過環
境、氣候、人類 價值觀 的影響與 運作，用 比較 或對比的 方式來 呈現台 灣不同的 植物展 現
在生態上 的狀況、變化 與特色，著 重在全 球緯 度帶區分 的熱帶、溫帶 與寒帶的 時空變 化
在台灣綜 合的解 析。而 重點在如 何務實 的了解 台灣植物 世界的 真實狀 況，建構知識 體系
的架構， 在生活 與價值 觀上有實 踐與運 作的可 能。

星期四 課程 A：基督信仰與普世價值：當代世界基督教的鮮活故事／
主講：鄭仰恩牧師
本課程將通過近代世界基督教（歐洲、南北美洲、非洲、亞洲等）的鮮活故事，探
討基督信仰如何回應現今「普世價值」的衝擊與挑戰，包括現代人所追求的基本自由、
人權及民主價值，以及族群、性別、經濟、生態、科技、多元文化、宗教衝突、和平主
義、轉型正義等公共議題。近代的歷史發展證明，一個封閉僵化的信仰將會自我邊緣化
且被社會所淘汰，相對的，一個「轉大人」且與時俱進的信仰將帶來豐富多元且深具創
意的生活見證及社會轉變。

星期四 課程 B：從電影探討勇氣／主講：姚孟昌老師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和你同去。」
（聖經舊約申命記 31：6）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
（聖經新約提摩太後書 1:7）
在我們 的信仰 中， 上帝 看重祂 子民勇 氣。 這勇 氣不是 出於肉 體與 血氣 ，而是 基
於對上帝的忠誠與信心，對於弱者的愛心與憐憫。對希臘人而言，勇 氣是 美德 之一，
是必須透 過不斷 地教育 與操練才 能獲得 。然而 ，什麼是 勇氣？ 如何才 能培養出 良好
合宜的勇 氣？講 員將藉 著電影， 逐一跟 學員探 討勇氣的 各種內 涵。也 要藉此鼓 勵我
們的學員 ，要警 醒，要 在信仰與 見證上 站立得 穩，要剛 柔相濟 ，作個 良善且勇 敢的
人。

歡迎加入東門學苑的學習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