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 告 事 項】
週 間

師 生 禮

拜

表

10月18日

三

靈性小組

10月19日

四

全校性時間【紀念主日示範見證∕ 報告－翁鵬翔、高雅婷同學】

10月20日

五

畢業講道

郭運暘同學

張仁鴻同學

【院長室】
1. 201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 30 分在本院禮拜堂舉行賴弘專傳道
師、邱啟榮傳道師封牧暨就任本院牧師授職禮拜。
2. 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徵選 Face to Face 培訓營志工，日期：
2018 年 2 月 12 日－3 月 24 日，地點：印度。申請截止：11 月 30 日；詳情請
洽院長室。

【教務處】
1. 提醒撰寫畢業論文的同學應於 10 月 16 日（一）提交論文參考文獻、目錄、
序論、內容摘要給指導老師，若尚未提交者請盡速提交，謝謝！
2. 因陸續有各中會牧長來校關懷、探望該中會所屬同學。同學若有中會、教會
轉籍，請務必主動告知教務處並提出轉籍證明文件，並附上轉籍後的小會推
薦書及中會同意書，以利更新學生中、小會資料。各中會學生名單資料張貼
在連辦外公佈欄，刊登至本週五（10 月 20 日）截止。若有誤，請洽教務處
更正。

【研究部】
＊Colloquium 綜合討論，請於 10 月 18 日（三）之前報名
時間：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10：00－11：15
地點：大會議室
發表人
回應人
題目
序號
張廷玉（神學博士班） 邱梨芳（神學博士班） 「淺談巴特的三一神學」
1
以撒克·阿復（林賢豐） 戴雄漢（神學碩士班） 「原住民神學工作者的後殖
2
（神學碩士班）
民實踐------多重層文化帝國
主義下的主體認同實踐」

【音碩】
1. 11 月 11 日（六）上午 9：30－12：30 在景美浸信會，音碩與教會音樂事奉協
會將聯合舉辦『司琴創意組合 123』研習訓練。邀請本系兼任老師陳韵芬老師
及洪頌恩老師等主講，幫助教會音樂事奉的司琴人員或培訓人員精進研習。台
神學生報名免費，歡迎同學報名參加。詳細內容請洽音碩助理淑姿。

【協碩&靈性諮商組】
1. 第一屆基督教靈性諮商研討會，
「主題：當代華人靈性諮商議題與技術--從基
督教信仰觀點切入」已順利舉行，後續將於 12 月底前推出論文集，歡迎有
意願購買者，請向助理士婷登記。
2. 十月 17－19 日將舉辦『CCC&CSC 週』
（本學期的主題是『寬恕』）
，幫助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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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更認識關顧與協談和靈性諮商組師生，並針對此一教牧主題有更深入的
思考與對話。

【輔導中心】
1. 本學期輔導中心的輔導工作由林增坤牧師、陳恆容牧師、呂美莉心理師、葉
怡梅心理師、姜愛玲老師、胡瑞芝老師、錢玉芬老師合作分工，希望能對全
校師生同工與眷屬作全面的生活，心理與靈性的關懷與照顧。
2. 輔導中心馨靈之家值班表如下表，歡迎老師、同學、眷屬、同工前往預約使
用
星期∕時段
上午
下午
一
呂美莉心理師
二
葉怡梅心理師
三
彈性預約
四
胡瑞芝老師
五
身心靈整合工作坊
錢玉芬老師
（姜愛玲老師）
P.S：(1)林增坤牧師與陳恆容牧師歡迎同學隨時預約。
(2)身心靈整合工作坊，帶領者：姜愛玲老師，協同帶領：錢玉芬老師。
3. 本學期輔導中心，仍舊維持週一至週五下午 1：20－5：20 進行個別輔導。
4. 本學期也另有團體工作坊的訓練（時間不一定是安排在下午，也會有部分收
費），屆時會藉由全校週報向全校公佈。
5. 本校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處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別霸凌等相
關事件，若本校教職員及學生有遇到類似件，可向本校輔導中心申訴。
(1)申訴信箱：輔導中心「台神性騷擾申訴信箱」
(2)電子信箱：helpme@tgst.edu.tw
(3)申訴專線：02－28814472 #297 #236

【推廣教育中心＆神學系】
1. 本學期「神學週」活動將於 11 月 16、17 日（週四、五）晚上 7：00 於濟南
教會舉行「宗教改革五百週年之後：基督教的前瞻與挑戰」，主講人為：莊
信德老師、林鴻信老師。歡迎老師及同學們參加，並請協助在教會中宣傳、
鼓勵會友參加。活動免費入場，但須報名；演講簡介及「線上報名」請見神
學系官網：theo.taitheo.org.tw。

【牧育處】【實踐工作】
1.「新生教會與機構觀摩」10 月 22 日將前往台灣聖公會牧愛堂，請同學於上午
8：50 報到。當日要獻詩，請同學預備心。

【奉獻主日】
1. 北、南部奉獻主日請安人員名單寄出後，仍會有許多變動或更改的情況，若
有任何異動將會告知，並請體諒與合作！
2. 10 月 19 日（四）高雅婷、翁鵬翔同學將為奉獻主日見證示範禮拜。
3. 奉獻主日相關資料袋將於 10 月 19 日（四）見證禮拜前發給同學，請妥善保管。
4. 請同學儘快與北部、南部請安教會連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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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奉獻主示範講道及見證資料，有需要同學請自行上學校網站相關表格奉獻主
日下載。

【圖書館】
1. 亞歷山大影音資料庫試用，將於 10 月 20 日到期，敬請把握機會試用。
(1) The Digital Karl Barth Library（神學家－巴特 數位圖書館）
(2) 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Christianity（二十一世紀宗教思想：
基督教）
(3) Counseling and Therapy in Video Series（心理諮商影音資料庫）
(4) Alexander Street Counseling（心理諮商全系列）
(5) Social Work Online（社工線上資料庫）
資料庫簡介及試用連結請見 [圖書館消息看板]。歡迎多加利用！也請把意見
反應給我們！
2. 專任老師與博士生借閱量調整
因應教學與學術研究之需求，即日起提高專任老師與博士生之借閱件數，並
不再提供附卡申請服務。詳如下表：
★碩士班借閱件數不變，且仍提供附卡申請。
借閱量上限 借閱期限
續借次限
續借期限
讀者身分 總借閱量 圖書∕光碟 圖書∕光碟 圖書∕光碟 圖書∕光碟
專任老師
60 件
60 冊∕10 片 1 學期∕2 週 1 次∕無
1 學期∕無
博士生
50 件
50 冊∕10 片 30 天∕2 週 2 次∕無
30 天∕無
3. 受裝備的路上，圖書館陪你一起走！ 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 論文寫作分享
圖書館將於本學期推出一系列的課程，不只是館藏資源的利用介紹，還有論
文寫作分享、論文投稿格式及書目管理工具介紹等。
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首先邀請神碩博的學長姐分享論文撰寫經驗，準備論
文寫作的你絕不能錯過，也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報名訊息請見圖書館最
新消息。
★系列課程完整資訊將於近期公開，請隨時注意圖書館網站、FB 及公布欄。

【公關室】
1. 歡迎同學至公關室參觀選購台神產品：
T 恤每件 250 元、領帶每條 200 元、一卡通 250 元。

【校友會】
1. 邱啟榮傳道師（南神道碩畢、台神-東南亞神學研究院-D.Th.、本院老師）、
賴弘專傳道師（2005 年神研所道碩畢、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Ph.D.、
本院老師）於 10 月 21 日（六）下午 3：30 封牧暨就任台神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2. 程仲惠牧師（2003 年神研所道碩畢）於 10 月 22（日）下午 2：00 就任七星
中會東門教會第七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中彰區校友會，已於 10 月 12 日〈上週四〉在向上教會舉辦。
4. 10 月 23 日〈週一〉上午 10：00 在大直教會，舉辦星中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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