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56th Biblical Theology Study Camp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學 員 行 前 通 知
歡迎報名加入「第 56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
與來自全台灣各地學生加入這場六天五夜研經運動，共同領受《創世記》。
邀請您預備心準時赴會，並詳閱以下通知：


學員報到：

 報到時間：1 月 28 日(禮拜一)中午 12:30-14:00，開會禮拜 14:00 準時開始（午餐請自理）
 報到地點：謝緯紀念營地／大禮拜堂（南投縣埔里鎮鯉魚路 25 號）


敬請自備：




紙本聖經、相關參考書、筆記本、文具用品
換洗衣物、禦寒衣物、輕便雨具、拖鞋




水杯／瓶（備有飲水機，可帶飲品包沖泡）
重要證件（身分證、健保卡）





醫藥用品（個人常備藥品及防蚊藥）等
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毛巾、洗髮精、
沐浴乳、洗面乳、吹風機等）

適量零用金
（車費等，神研班中有小書房、大專義賣）














住宿須知：
4 人一間（上下舖、通鋪房型）：可事先找好室友，依現場報到依序登記安排。
營地提供洗衣粉、衣架、寢具（每人每床單獨墊被、蓋被、枕頭，其他特殊需求請自行攜帶）。

交通接駁：
自行搭乘客運：
1 月 28 日中午 12:15、12:45，可於埔里車站等候接駁(肯德基旁)，欲搭乘的朋友，
請提前到場集合。營會期間將調查 2 月 2 日下午 13:00 回程接駁服務，敬請事先登記。
現場接駁聯絡人：曹力云 0926-363741 或營會前主動私訊「呼叫神研班」登記。
家長／教會自行接送：
營地設有機車、汽車停放空間使用，另參閱 p.3 交通建議資訊、p.4 場地配置圖。

注意事項：
繳費收據於營會現場發放給報名學員，頂替學員報到時需繳交 行政處理費每名 300 元。
請全程參與神研班，若有遲到早退等其他問題，請務必主動來信或來電總召林琬婷牧師。
至少讀過聖經《創世記》一遍。預備聆聽上帝話語的心，來享受這一個禮拜豐盛的屬靈盛宴！
立即追蹤 Facebook 粉絲專頁「呼叫!長青總部」、「呼叫神研班」設定搶先看，消息不漏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大專事工委員會
大專幹事：李信仁牧師
總 召 林琬婷牧師
0912-270-548
副 召 吳明漢牧師
0912-149-912
副 召 蔡恆偉傳道師 0920-631-124
同 工 吳雨樺小姐
0936-858-465
電子郵件：highedu@mail.pct.org.tw

第 56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籌備團隊

謹上

食雞，會起家；食鰇魚，生囡仔好育飼。「khí-ke」是台灣人勾勒出一個家的樣貌之始。然而人們總是期盼著安家立業，卻又嚮往著行旅於外面的世界。
起家，建立起一個家的輪廓；啟家，則開啟這趟未知的信心之旅。在起家與啟家的旅程中，上主與人們同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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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56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創世記》
起家․啟家 Khí-ke 營會流程表
時間

日期

1 月 28 日
(禮拜一)

1 月 29 日
(禮拜二)

1 月 30 日
(禮拜三)

1 月 31 日
(禮拜四)

08:00-08:30

早

08:30-09:10

活力早餐

09:10-10:00

小組研讀
(1-6 章)

10:00-10:10

小組研讀
(13-18 章)

2月1日
(禮拜五)

2月2日
(禮拜六)

小組研讀
(39-44 章)

整理各組場地

禱

小組研讀
(26-31 章)

閉會禮拜

10:20-11:30

小組討論

11:30-11:50

整理大會場

12:00-12:30
12:30-13:30
13:30-14:00
14:00-15:00

午餐和休息
（13:30-14:00 歌詠練習）

報到
開會禮拜

小組研讀
(7-12 章)

小組研讀
(19-25 章)

專講一
如何讀聖經
長青人讀經
15:00-16:30
x
長青人信仰
吳祈得傳道師
16:40-17:50

Workshop 工作坊

18:00-19:00

滋養晚餐

19:00-19:30

書籍介紹

19:30-19:50

敬
專講二
《創世記》

20:00-21:00

導論
羅光喜牧師

小組研讀
(45-50 章)

小組討論

小組時間

19:50-20:00

小組研讀
(32-38 章)

午餐

拜

專講三
專講四
專講五
《創世記》 《創世記》 《創世記》
1 章～12 章 13 章～25 章 26 章～38 章
大地/土地 亞伯拉罕之約 從以撒看原生
家庭的影響
曾宗盛牧師 胡維華牧師 胡瑞芝老師

21:00-21:30

Q&A

21:30-22:00

小組晚禱

22:00-22:30

晚

安

大專晚餐

籌委選舉

獻心會

小組晚禱

食雞，會起家；食鰇魚，生囡仔好育飼。「khí-ke」是台灣人勾勒出一個家的樣貌之始。然而人們總是期盼著安家立業，卻又嚮往著行旅於外面的世界。
起家，建立起一個家的輪廓；啟家，則開啟這趟未知的信心之旅。在起家與啟家的旅程中，上主與人們同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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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緯紀念營地‧交通建議

 自行開車

（可電話聯絡 049-2992352 營地同工問路）

國道 3 號→於 214K 霧峰系統交流道轉

國道六號→約 38KM 下終點交流道後右轉

→約 100 公尺至鯉魚路左轉（往鯉魚潭方向）行約 2 公里→抵達謝緯紀念營地（鯉魚路 25 號）

 大眾運輸工具（均達埔里客運總站）
1 國光客運：台北直達埔里，乘車地點臺北轉運站(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一段 209 號)，
○

可網路及語音訂位，每小時一班，台北出發，車程約 3.5 小時。
2 南投客運：台中火車站旁有站牌，經國道 6 號直達埔里，
○

（15～20 分鐘一班，車程約 1 小時）。
3 火車：台中以南出發可搭至新烏日轉搭高鐵快捷，
○

台中以北出發可搭至台中車站轉搭南投客運。
4 高鐵／快捷：台中烏日站（台鐵新烏日站）一樓客運轉乘站，台中－埔里－日月潭線
○

（高鐵快捷線），每天 08:10～22:10（每半小時高鐵站 1 樓發車），在埔里總站
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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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緯紀念營地‧場地配置圖

神研班
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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