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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陳建中

當我們問今天教會存在的問題是什麼？我
們大概會異口同聲的說：「信徒的生活需要改
變！」信徒雖然了解聖經，也時常聽講道，但
他們的生活卻沒有改變。問題是如何改變生活？
雖然想要改變生活，卻做不到，該怎麼辦？
我們若強調行為，就很容易淪為律法主義。
如果透過自己的努力，就能改變生活，不免容
易誤導人，那還需要十字架嗎？因此，我們要
更多學習效法耶穌，就是我們要開始與主親密
同行，不單是信徒，牧職同工更是需要天天與
主親密同行。
三月30-31日在福音園舉行的牧職進修會，
邀請了馬約翰牧師(被尊稱為牧師中的牧師)，
他分享今日的牧者當如何培育良好的靈命生活。
他從兩張照片說起：一張是一艘帆船在大海中
乘風破浪而行，另一張則是一群人努力用盡體
力划著龍舟。這兩張照片是很明顯的對比，它
在告訴我們，生命的事奉不是靠著自己的蠻力
苦幹、實幹，像馬大一樣；而是我們要乘著聖
靈的風，輕鬆地靠主所賜的力量往前行。因此，
我們生命的事奉需要時常停下來省思，安靜我
們的心，尋找與主的關係，聽主的聲音。這樣，
我們才能與主親密同行。

該如何與主親密同行：
1.被主揀選。(撒上三1~10)
在這段經文裡，我們看到撒母耳如何被上
帝揀選。這裏有一組關鍵字「我在這裡」。當
上帝呼喚撒母耳的時候，他總是說：「我在這
裡」，一共出現五次。一個願意與主親密同行
的人，他很認真保持儆醒的心，知道自己的身
分是誰一「我是僕人，理當隨時注意主人的呼
喚」。當主人呼喚時，撒母耳不但說「我在這
裡」，更進一步回應：「請說，僕人敬聽」。
感謝主，我們都是一群蒙上帝揀選、蒙上帝所
愛的兒女，我們是否隨時保持儆醒的心，預備
聽主的呼喚？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忘記自
己的身分？不論是牧者或會友，每一位都是上
帝重價贖回的兒女，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我
們領受何等的恩典，因此，我們深信「我已經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
己」。(加二20)，所以，我們要時時回應上帝的
揀選，常思考「我當作什麼來討主的喜悅？」，
使聖靈不斷在我們身上作那奇妙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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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督的話
2.為主而活。(林前六12~20)
聖經裏經常有一些關鍵字，會提供我們明
白經文的中心思想，有時從上下文理就可以了
解。在這段經文中，「豈不知」共出現三處。「
豈不知」意思是我們應該要知道：第一處「我們
應該要知道我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V15)；
第二處「我們應該要知道與娼妓聯合的，便是
與他成為一體」(V16)；第三處「我們應該要
知道我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V19)。既然
是「我們應該要知道」，那這個「豈不知」就
太重要了；原來我們應該要知道與主聯合，在
身子上榮耀上帝。問題是，我當如何與主聯合，
榮耀上帝呢？那就是「為主而活」，因為我們
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人看不到上帝，卻看得
到我們這些信徒；當我們為主而活，人們就知
道我們是與主有親密的關係。生活中與你在一
起的人，會有安全感，因為你的身上會散發出
平安、喜樂的馨香之氣。這樣的經歷是奇妙的，
因為從你的心思意念都能感受到你是為主而活。
巴不得我們能彼此激勵，操練為主而活的生活
見證，我們將嘗到與主親密同行的喜悅。
3.領人歸主。(約一35~50)
與主親密同行，不僅在於個人與主的關係
上，更需要帶出積極的行動，就是領人歸主。
我經常在想，有一天我們見主面時，主問我們
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大概不是你信主有多久、
你有什麼樣的聖經裝備、你在世上有什麼豐功
偉業、你有多少積蓄與學歷？而是，你信主後
有領人歸主嗎？因為這是主給我們
的大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太廿八19)。
施洗約翰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
這段經文記載a.老師(施洗約翰)傳
給學生(安得烈)。V35~40，b.弟
弟(安得烈)傳給哥哥(彼得)。V41~42，
c.耶穌(本身)傳給人(腓力)。V43~44，
d.朋友(腓力)傳給朋友(拿但業)。
V45~50。所以我們成為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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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領人歸主。當你在領人歸主
的過程中，必會經歷到與主親密同行；因為不
是我們能做什麼，
而是當我們願意去
滿足主的心意時，
主就必加添我們的
力量，使不可能的
成為可能。今天衛
理公會在台灣發展
福音工作，我們都努力擺上，我們沒有忘記過
去宣教士及信仰前輩前仆後繼的投入，萬丈高
樓平地起，在教會的建造道路上篳路藍縷，從
北到南直到如今還在進行中，但有什麼是我們
忽略、需要不斷更新調整的？那就是信徒的靈
命深度，當我們的靈命被建造得越穩固，我們
就能更多回應主的恩典。因此，我們是否願意
去分享我的信仰，領人歸主？盼望就從每一位
信徒做起，帶領我們的家人、鄰舍、同學或同
事。好不好我們給自己一個要求，我今年至少
要帶領一人信主，求主賜我們力量，使主名得
榮耀。
與主親密同行就從做一個徹底的門徒開始。「
徹底的門徒」是我們的目標，它是來自每一位
門徒都能內尋靈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合一
建造教會。當我們的靈命深度被建造後，由內
而外，我們回應上帝的恩典與揀選，願意為主
而活，行在主的旨意裏，透過生命影響生命，
我們的事奉是輕省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彼此合
一、彼此相愛，教會就能吸引眾人來歸向主。當
教會被建造起來，我們亦將經歷與主親密同行。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五十四屆年議會

第五十四屆年議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第五十五屆年議會調派單
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
一、牧職人員調派：
北一教區
台北衛理堂
主任牧師

曾楚傑

主任牧師（副牧）

協理牧師（副牧）

葉雅慧

新店屈尺衛理堂

協理牧師（副牧）

賴

主任牧師

協理牧師（副牧）

李信政

玲

林口佈道所
主任牧師
宣教士

曾楚傑（兼）
廖秀卿

內湖佈道所
主任牧師

黃寬裕

樹林約翰堂
主任牧師

黃寬裕

三峽衛理堂

許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帆

莊美蘭
劉天惠（兼）

協理傳道

陳怡君

戴祖聖

主任牧師（副牧）

鄭憲章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恩友堂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林烽銓

雅各堂
徐秀蓉

沛恩堂
石鎮瑜

平安堂
蘇福全

林樹輝
吳東泰
湯祖和
徐雪坪

太平幸福佈道所
主任牧師

歐陽輝

辛俊傑

松德佈道所

主任牧師

榮揚手語佈道所

王先緻

主任牧師
義務本地傳道

大直衛理堂

邱泰耀（兼）

二、教區長：
北一教區(含外島特區) 龐君華
北二教區
林烽銓
北三教區
陳信成
中教區
林樹輝
南教區
陳啟峰

三、附屬機構職員聘派：
總會
執行秘書
門徒培育中心主任
開拓牧師
待派牧師

劉天惠
徐秀蓉（兼）
林長贈
莊璧如

主

任

曾中一

四、退休牧師：

林添福

五、神學生：
衛理神學研究院
衛理神學研究院
衛理神學研究院

台南衛理堂

侯協明

東港佈道所

曾長森

嘉義衛理堂
主任牧師

李相蘭（兼）
林大聖

吳承禧、郝文章、蕢建華
曾紀鴻、王春安、鐘撒該

竹山衛理堂
主任牧師

陳啟峰（兼）
高禎吟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
吳劍鋒

南教區

木柵衛理堂

主任牧師

張慧美

信正佈道所
大里佈道所

主任牧師

蔡偉文

逢甲衛理堂

北二教區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台中衛道堂

北竿佈道所

主任牧師

蔡偉文（兼）
謝 炯

中教區
主任牧師

馬祖衛理堂

主任牧師（副牧）

主任牧師
本地傳道

台中衛理堂

外島特區

主任牧師

陳信成

春湖佈道所（體制外）
本地傳道

陳啟峰
彭美玲

小港衛理堂

桃園衛理堂
主任牧師

李相蘭

高雄榮光堂

陳信成（兼）
高思凱

板橋榮恩堂

高以琳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徐至強
曾以勒

鳳山佈道所

羅東佈道所

主任牧師

永和天恩堂

高雄衛理堂

主任牧師（副牧）

邱泰耀（兼）

衛理南工佈道所
本地傳道

主任牧師
本地傳道

華恩堂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

龐君華

衛理女中
校牧(副牧)

林烽銓（兼）

北三教區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蔡得恩

永康衛理堂

楊世昌

東吳大學
校牧室主任

主任牧師（副牧）

三重衛理堂

安素堂
主任牧師

吳怡慧

主任牧師
協理傳道

金美景

城中教會
主任牧師

台南安平堂

聖保羅堂

邱惲傑
畢重道
秋郁瑄

邱泰耀
邱泰耀（兼）
蘇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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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

◆陳永明
民國94年，兒子興達在學校學習出了狀況，
和同學互動也不良，情緒跌落谷底，憂鬱捆綁
他的心靈，不願再去學校，因為來的太突然了，
我和太太不知所措，期間也曾帶興達去收驚問
卜；同年底在女兒的學姊引薦下，我們帶著忐
忑的心，來到台中衛理堂，期盼興達在教會得
著醫治。
民國95年復活節，我們一家四口在劉天惠
牧師的帶領下，受洗成為基督徒，興達在牧師
及弟兄姊妹的關懷下，心情逐漸的平穩，特別
要感謝和祥、慶達兩位弟兄，主動的和興達分
享他們自己所經歷的心情故事，他們謙和、善
良的言行舉止，屬靈的品格和氣息，深深影響
興達，讓他封閉的心靈得以敞開。
103年初總會推動「建立家庭祭壇126」活
動，期間由3月開始到8月底結束，計26週，每
週一次家庭聚會，家庭成員聚集在一起，彼此
分享、讀經和代禱，讓家庭藉著祭壇的建立，
在生活中落實聖經的教導，活出基督的生命。
這項信息在中衛宣布後，獲得弟兄姊妹熱烈的
迴響，本於教會就像一個大家庭，於是我們有
五個家庭
決定一起
參與這項
活動(如圖
片)，彼此
可以互相
激勵，於
是敲定在每週五晚間八時至十時共同聚會、讀
經、代禱，並以簡春安教授編寫的家庭生活篇，
作為教材和家中年輕的一代，共同探討與分享，
來明瞭聖經中家庭的觀念和價值，這樣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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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總會的活動內容順利完成，讓我們這幾個
家庭，連結在主的愛中，建立更深的情誼，在
家庭祭壇活動結束後，接續成立了中衛的家和
小組，每週固定聚會一次，持續至今。
天父上帝愛我們，創造我們，為我們設立
了家庭，讓人們在家庭生活中，得著生養和安
息，我們要時刻來到上帝面前，獻上我們的感
謝，並將祂的愛紮根在家中，世世代代傳遞下
去。我們全家來到台中衛理堂後，因著上帝的
愛，讓全家的關係更加緊密，在興達遇到困難
時，也成為他剛強再站立的力量；興達大學畢
業後，考上公職，因為雙腳走路不是很靈活，
在工作上時常有挫折令他沮喪，但興達學會信
靠主，在情緒低落時，他會進入房間跪下，長
時間的禱告，將困難交托給主，主的話語在禱
告中向他發出亮光，撫平他的心情，常常於禱
告後，很神奇的，他的心情判若兩人，由沮喪
轉為喜樂。謝謝主!這樣的恩待興達，有耶穌
在心裡，再大的風浪也能平安的度過。

~「基督化家庭主日」活動~
(1) 六月第三週(六月18日)為【基督化家
庭主日】
講題：愛我們的家
經文：可十2-16 金句：可十7~9
大綱：1.婚姻是上帝所設立的。V2-6
2.上帝配合人不可分開。V7-12
3.謙卑的人才能蒙祝福。V13-16
(2) 建議各堂會可在本月搭配家庭月辦理
相關活動。
基督化家庭委員會

教區專欄

【北二教區】

【總會事工】

6月10日中教區《堂會有班會》系列課程
《堂會有班會》系列課程，講員有龐君華牧師及劉
天惠牧師。操練我們成為徹底的門徒-從傳統到當代門
徒的實踐。過去門徒課程缺乏動機、連結與實踐，使門
徒不知如何著手。此系列課程將引領我們朝向徹底門徒
的目標，內尋靈命深度，外展事奉服務，紮根真道，深
入世界，用生命影響生命。
【2017.03.30-31牧職進修會】

在仙境中與神會遇

◆徐秀蓉

原來，靈性豐沛不僅
緊扣讀經與禱告，也和獨
處及大自然相關。
這次牧職進修會，馬
約翰牧師帶領大家從讀經、
祈禱、獨處與漫步大自然
等四個面向，內尋靈性深
度。對我個人而言，在大自然中遇見神是在生活中較少
操練的部分，因此，倍覺深刻。多年造訪福音園，她始
終被我定義為”開會的場所”，和大自然無關，趁此機
會，得以仔細端詳福音園的面貌，猛然驚覺她真得頗美，
堪稱衛理公會的仙境。循著流水聲，一路踩踏未曾造訪
的路徑，蟲鳴鳥叫，花木扶疏，陽光透過樹葉間隙灑落
一地，靜享其中，心思意念似乎因融於自然而清澈些許。
想起熱愛自然的聖法蘭西斯，常於自然中默想和禱告，
寬廣地擁抱萬物，看見其中所貫穿的永恆生命，更體會
到人與其他受造物及創造主的親密依存關係。
法蘭西斯在大自然的仙境中擁抱神，而我在曾被遺
落的衛理仙境中學習遇見神。雖然我沒有法蘭西斯在大
自然中對眾鳥佈道，連鳥兒都安靜聆聽並從其吩咐歌頌
神的功力，但也漸漸領略如何在大自然中沉澱自己，然
(本會作者為雅各堂主任牧師)
後，與神會遇。

教區聯合性的事工與活動
北二教區幅員涵蓋基隆市全境；以及台北市的大安、
信義、松山、內湖、南港、文山等區，還有新北市的新
店、汐止、瑞芳、貢寮、雙溪、平溪、坪林、石碇、深
坑、烏來等區。目前有恩友堂、雅各堂、沛恩堂、平安
堂、聖保羅堂、木柵衛理堂、大直衛理堂、屈尺衛理堂、
松德衛理堂等共九個堂會。
教區聯合性的事工與活動包括：每季一次的牧職禱
告會；每半年一次的教區議會與交換講台；以及每年一
次的教區季議會；還有視情況需要而舉辦的各類型退修
會與聯合活動。
【北三教區】

《啟發課程》培訓
為了加強教會福
音的外展，由樹林約
翰堂所主辦的「啟發
培訓」於４月８日在
約翰堂舉行，邀請真
理堂的講員前來分享
他們的服事經驗。北
三區的堂會大力支持，牧者也全員到場學習，獲益良多。
自2004年台北真理堂開始推動啟發課程，讓教會不斷地
結出福音的果子，如今已成為一間四千多人的教會。願
同樣的恩典與復興也能夠臨到我們當中。
【中教區】

事工連結合一
2016年9月10曰中教
區舉行執事同工訓練
會，中教區八間教會
的弟兄姊妹一同領受
神話語的造就受更好
裝備更好的服事神。

【北一教區】

推動「教區有議會、堂會有班會」
北一教區為推動「教區
有議會、堂會有班會」，於
2016年10月1日（六）假東
吳大學安素堂，舉行牧職、
執事們的退修會。這次退修
會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共同商
討，如何使教區成為一個在宣教、牧養、社關上，真正
強有力的連結（conexion）。會中我們推舉教區各事工
的召集人：青年（曾楚傑牧師、葉雅慧牧師）、教育／
門訓（黃寬裕牧師、歐陽讓傳道）、兒童／家庭（賴玲
傳道、張瑾瑜師母）等（目前需社關、宣教與植堂、長
者、書記、司庫等事工將繼續禱告越來越多同工承擔）。
會中也聽取各堂的執事代表提出的建言，將在牧職禱告
會中，逐一的研討。這次的退修會展開了教區事工進一
步的連結。

2017年1月4曰中教區牧者聯禱會到霧社萬大電廠舉行，
結束後到清境農場及合歡山觀賞美景，氣候宜人，景色
秀麗，同工有美好的分享，真是美好的一天!特別感謝楊
綺年弟兄帶領我們，才有這奇妙的踏青。
2017年3月11日中教區同工研習會，邀請鍾平貴牧師主
講：幔內生活，有130多人參加，靈性得到很大的更新!
【南教區】

培靈特會
2017年4月18日高雄衛理
堂培靈會邀請韓國宋潤勉
牧師及金振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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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點燃文字火種」文字營

(上)
◆莫非
在大陸有一「百家講壇」電視節目，收視
率曾一度非常輝煌。隨著節目出版的光碟和書
籍也上了暢銷和長銷榜，炒起了國內一股國學
熱。這一文化現象，連帶重燃起國內大眾對中
國傳統文化的熱情。
手邊有一「百家講壇」名家學者于丹的光
碟，翻看她的資歷背景，除了中國古代文學碩
士，尚有影視學博士的學位。除了教中國古典
文學外，她也教影視學概論等相關課程。從學
位與學術界反應看來，與其說于丹是位儒家學
者，還不如說她更擅長掌握傳播技巧，具傳播
語言，才能深入淺出，使國學脫離老學究的灰
色，變得生動多采，廣為大眾喜愛。
經由她在「百家講壇」的解說和詮釋，國學
進入到生活和心靈，成為另類的「心靈之道」。
這正是當今大陸社會改革，種種利益調整所引
起的矛盾衝突裡，所需要的心靈資源。百姓迫
切需要專家為其提供一種信念，可以安身立命，
攻守有據。
「百家講壇」也自稱是一座「讓專家通向
老百姓」的橋樑。雖然許多專家學者對節目請
來的名人專家經典解讀頗有微辭，但不可否定
的，節目效應正像于丹在《于丹論語心得》一
書扉頁所提的──「道不遠人」。
這裡面，其實和基督教文字事奉有類同之
處。基督教文字事奉約略可分為兩個方面：思
想的原創與思想的傳遞。在華人教會裡，這兩
方面都堪稱「蠻荒」。我們需要漢語神學家，
由華人特有的歷史思想資源和社會文化經驗，
2017.06 衛訊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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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漢語神學與文化。也需要一些基督教的
思想傳遞者，能夠深入淺出，把信仰由深奧學
問轉化為普羅大眾皆可領會，進而在生活裡實
踐的「道成肉身」。當然，我們更需要大眾文
化傳播、推動基督教的「心靈之道」，讓基督
教精神在文化裡滲透深化。
雖然，華人基督教已有許多著名牧師和演
講者兩岸三地到處奔走傳講，但其影響可能就
像使徒行傳裡的亞波羅，當時光芒也許逼過保
羅，但影響就僅只到他那一代和其服事所到的
地方。我們永遠不可能得知，當時亞波羅引經
據典證明耶穌是基督時，都曾說了些什麼？因
為他沒有為我們留下一個字。保羅的文字影響
卻是跨過近兩千年遍及各地，至今仍在人心中
迂迴蕩漾。
文字在時空中無遠弗屆的影響，說來應該
並不陌生。台灣即曾有一位號稱「心靈導師」、
著作等身份的作家林清玄，專寫佛學勸人向善。
他的弘法不在神壇，而在凡塵。將深奧難懂的
佛學生活化，用他的生花妙筆呈現佛教裡的歡
喜和愛，來幫助善男信女在生活裡實踐。過去
十年，他在大陸出書六十本，他的文章因為淺顯
有味，有七、八篇文章已被選入中小學教科書，
因此每年號稱約有一億個孩子讀過他的文章。
現又多了于丹為《論語》建立儒學的心靈
之道。是否，也能有基督徒文字工作者在這方
面努力，使《聖經》能深入淺出地為人所解，
在天地間使「神的道不遠人」呢？
放眼望去，常見的是：有許多傳道人雖掌

特別報導
握了聖經知識，卻缺少文字語言可以傳遞；有
許多基督徒有生命經歷，卻未用文字來作生命
整理，在天地間留下美好的見證；也有許多基
督徒作家雖有語言文字，但其屬靈品格尚待建
立；更有許多文字工作者編寫多年，卻沒有明
確的文化意識和使命。
我們需要推動聖經能走向人間，貼近大眾。
也需要提供基督徒作者所需的靈命造就和牧養，
並賦予深切的文化關懷和反思意識。文字事奉
的使命，是尚待開荒卻又已迫在眉睫之事。
尤其，如果有一天，當大陸出版品全面開

放之後，面對十三億人口的讀者群，現有的華人
基督徒作家能提供的是什麼樣質和量的作品呢？
可以想見，我們需要大量華人基督徒作者
寫的《荒漠甘泉》和屬靈書籍，也需要華人基
督徒作家寫的《悲慘世界》與《卡拉馬助夫弟
兄》等文學作品。更需要大量基督徒雜誌刊物
或報紙，來反應時事，分析文化，傳遞教化。
不論作者、編者與翻譯，人才的需求與艱難度，
永遠大於錢財或其他硬體設備。 盼神能差遣更
多的文字工作者，為神國的書寫獻身效力！
(本文作者為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

親愛的文字夥伴：
文學藝術在基督教信仰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如果說創造力的源頭來自神，那麼基督徒不是應該比非信徒更懂得欣賞文學藝術中的美
嗎？可是為什麼放眼望去，當今教會裡的教導，大多努力於裝備信徒如何參與永恆，卻沒有
幫助信徒如何積極參與文化，扮演一個活潑生動的角色，讓人看到神國裡的無窮創意呢？
現有的基督教文學常給人次等、第二流的印象，文學、藝術偶爾在信仰裡出現，唯一的目的就是
傳福音，藝術的功能已經被縮減為「傳聲筒」，故事僅成為裹著糖衣的「好消息」，基督徒寫出來的
文章，句句箴言，沒有掙扎，沒有血肉，因此只能刊登在主內刊物上，給教會圈裡的基督徒看。
以文字為呼召的作者及藝術家，該如何用創作來回應上帝的恩典？我們該如何用最精鍊、最優美
的文字向世人呈現上帝之美？
歡迎對文字有興趣的朋友們報名參加 10/21-23 台灣衛理公會「點燃文字火種」文字營。本營會將
探討基督教文學的定義，文化與寫作的關係，文學藝術和教會的關係，21世紀基督徒作者的挑戰，以
及基督徒作者如何從耶穌生命的模式和事奉的態度，來學習道成肉身的寫作。
文字營會的主講老師莫非（原名陳惠琬）是馬里蘭州立大學會計學士，普渡大學電腦碩士，Fuller
神學院 MA in Theology。2008年她與蘇文安牧師攜手共創「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現為創文主任，
專為神國推廣文字與文化異象，栽培並牧養文字工人。
莫非曾以《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一書獲2012年湯清文藝獎。另有散文曾獲台灣聯合報文學散文獎、
梁實秋文學獎、台灣文學獎等。小說曾獲大陸冰心文學獎、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論壇報雅歌獎等。
著有文字事奉系列《在永世拋擲一個身影》、《美的漂泊、門外的困惑》、《創作，一種屬靈的經歷》
三書; 《書蟲落網記》; 姊妹培靈書《向生命的禮物說Yes》; 散文集《擦身而過》、《莫非愛可以如此》
等五本。雜文集《愛得聰明，情深路長》等三本。短篇小說集《在愛的邊緣》等五本，並錄有《莫非
老師單身講座》、《莫非老師婚姻講座》等系列騰訊視頻和喜馬拉雅音頻。
歡迎你與我們一同在時代裡攜手，於時間裡傳承，推動文字事奉，創寫新的世紀。

「點燃文字火種」文字營
日 期：2017/10/21-23 (六~一)。
報名費：2017/06/01~06/30 早鳥優惠價：2500元，2017/07/01~09/30報名者3200元。
報名費：含講義/午、晚餐/點心費，10/23日晚餐除外。
地 點：永和天恩堂(新北市永和區23443信義路23號)。
交 通：捷運南勢角線或迴龍線，頂溪站下，步行五分鐘。
報 名：請洽總會幹事-蕭湘逸，報名限額：60位。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敬請把握機會!

▲資訊及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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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