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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卓越教牧論壇
摘錄自 2017.06.19 國度復興報記者魏麒原台北報導 

「第一屆正道卓越教牧論壇」已於 6 月 19 日在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順利舉行。有 200 多位教牧同工參與，邀請劉富理、周神助、

夏忠堅及陳敏欽四位牧者分享靈命、

牧養、領導及講道四個講題。正道神

學院院長陳敏欽牧師表示，舉辦首屆

教牧論壇，除了慶祝神學院 10 週年，

也盼望與眾教會牧長一起學習成長。

基督徒的靈命塑造
劉富理牧師講論「基督徒的靈命塑造」，什麼是靈命？劉牧師

認同吳勇長老的說法，靈性就是你對環境的反應如何，也決定你的

靈性好或不好、高或低。譬如：我們在靈修或閱讀時，妻兒過去跟

我們說話，我們立即拒絕或惡言相向，這樣就不是神所喜悅的。所

以每一個服事主的人，靈命塑造最大的問題是自己。

至於靈命塑造的內涵包括：一、常

與主同在，讓自己的個性及脾氣越來越

像主耶穌，行為思想意念也更像耶穌。

二、親近神，學習耶穌生命的內涵，效

法耶穌時刻親近父親，體貼父神的心意。

三、順服神，如同東方博士見過嬰兒耶

穌後，順服神的指示，沒有回報希律王。

如果從原路回去，耶穌可能就被殺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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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強，應成全聖徒，讓同工

各盡其職。 

教會 5.0 走入擴散型門徒
教會轉型成傳承型領導

第三堂由夏忠堅牧師講「卓

越的領導」，他先以目前產業

界最夯的工業 4.0 概念，講述教

會同樣也要更新領導模式，進

入以安提阿教會為模範的門徒

型、擴散型的教會，並採用傳

承型領導。

夏牧師說，工業 1.0 是工業

革命（1712-1912），2.0 是能源

革命（1913-1968），3.0 是資訊

革 命（1969-2012）， 工 業 4.0

是從 2013 年迄今的製造服務革

命，亦即業者不僅生產產品，還

得透過科技進入產品服務的系

統。譬如：汽車、輪胎及高科

技產品如果不轉型到工業 4.0，

不顛覆就等著被淘汰。

至於教會的分類，教會 1.0

是宗教型、聚會型，如老底嘉

教會，傳道人是聖職型領導，

專門照顧生老病死。教會 2.0 則

是事工型、活動型，如哥林多

教會，領導則是推手型的領導。

教會 3.0 是牧養型、享受型，耶

周牧師分享說，當他到台

北靈糧堂當牧師時，會友人數

不多，但問題很多。直到他從

以弗所書五章 27 節的經文讀到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

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領受到異象，要用神的眼光「建

造神的榮耀教會」，而不是用

自己的眼光建造教會，他整個

人改變，教會同工也跟改變，

甚至差派出去的傳道人，也願

意一輩子委身。因著為神建造

榮耀教會的異象把同工連結在

一起，以致會友人數大量增長。

「領受異象到執行異象過

程中，必須不斷更新。」周牧

師說，牧養更新方向，不是迎

合新潮流，而是回歸聖經真理，

求神賜下智慧。雖然在牧養教

會的道路上很艱難，「改革是

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所以

不管是禱告、敬拜或牧養，都

要不斷更新。

周牧師強調，更新過程一

定要有從神而來的智慧，且充

分溝通。當初台北靈糧堂要改

成小組教會，有人說：「台北

靈糧堂會變成歷史名詞。」但

經過執事會、聖工聯席會、小

組長聚會溝通，同時連續幾個

月的主日傳講信息，台北靈糧

堂至今還在。卓越牧養不可能

只靠一個人的恩賜，而是必須

靠合一的團隊，合一先從牧者

的家開始，「同台夫妻檔、打

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合一

不是個性都一樣，而是在基督

裡合一。牧者不要害怕同工比

靈命塑造每天要做的三個

基本操練：一、等候主、默想主，

聆聽神對我的心說話。二、得

著主的話。「叫人活著的乃是

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

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約六 63）因為主的話，句句

都帶有能力，只要得著從神而

來的話，就可造就人。三、每

天寫靈程札記。透過禱告讀經，

操練領受神的同在，透過文字

與主談心。

日常生活如何培養靈命？

劉牧師表示，「主怎麼說，我

怎麼做。」、「凡神不喜悅的，

我就不想、不看、不聽、不說

也不做。」、「時時刻刻清除

心中的垃圾，使黑暗勢力在我

身上找不到掛勾。」當然，因

為我們是人，仍會軟弱，所以

要祈求主耶穌賜我們聖靈的能

力。

一位平凡軟弱的牧者操
練卓越牧養的旅程

第二堂由周神助牧師以「一

位平凡軟弱的牧者操練卓越牧

養的旅程」為題，他分享說，

要牧養教會，一定要有異象、

使命，透過異象會使同工產生

連結力，教會才會不斷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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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東海大學校園團契，經歷門

徒訓練，雖然未經神學訓練，

憑著一股勇氣，前往日月潭、

魚池長老教會主日祟拜講道，

把現成的講章和笑話現學現賣，

他稱那為土法煉鋼的「江湖式

講道」。

日後，從美國的神學院畢

業後，還是以主題式講道，直

到進入三一神學院被啟蒙老師

提醒，才以解經式講道來牧養

路撒冷教會，屬家父型領導。教

會 4.0 是企業型、業務型，如以

弗所教會，是權威型領導。教

會如同企業須有清楚的 SOP，

牧養以業績導向，甚至新加坡

還有個教會通過 ISO2000認證，

令人驚訝。愈大教會愈需要細

緻管理，有標準流程是一大進

步。

「門徒不是上完 12 課門訓

課程，就馬上可以成為門徒！」

夏牧師說，教會 5.0 就是門徒型

教會，不在於規模大小，而是

每一個信徒都是門徒，且不斷

地擴展。所以門訓門徒不是光

上課，而是跟著他生活，如同

與神同行 300 年的以諾，並且

生兒養女。門訓信徒的方法就

是與他一同生活。門徒可能是

美容師，也可能是企業老闆。

夏牧師說，傳承型領導最

重要是跟隨耶穌的典範，「來

跟從我」（可一 17）、「你們

來看」（約一 39）、「常在一起」

（可三 14）、「我所喝的杯你

們也要喝」（可十 39）、「父

怎麼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

們。」（約二十 21）你呼召門

徒跟從，只是你服事主的生活，

能禁得起別人看麼？如同耶穌

跟十二門徒一樣，祂常與他們

在一起，因此也要讓教會領袖

常與你們在一起同甘共苦，帶

出門徒型教會。

不斷研讀聖經揣摩原意　
堅持解經式講道

陳敏欽牧師回顧他 40 年來

牧會講道的經驗。從當年他參

教會。聖經每段經文是由上下

文決定其涵意，講一篇道引用

五處經文，要五處經文都掌握

很準確不容易。因為一段經文

只能有一個意思，而整本聖經

就是上帝為以色列百姓和所有

信靠祂的人的救贖計劃，每卷

書都跟救贖有關，環環相扣。

 陳牧師從 1975 年開始學習

牧會，一直到 1987 年才以解經

式講道為主，而且會一次把次

年一整年每主日的講道主題，

在年底前公佈，讓教會同工能

安排敬拜團的配搭，同時讓會

友提前準備。因此，他都不斷

研讀聖經，慢慢揣摩，每讀一

遍都有不同的領受，直到掌握

住經文中心的主題，再分段落，

擬出信息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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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感恩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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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畢業生
基督教

研究證書科
培育中心

結業教牧博士科

道學碩士科

楊月鳳延玲珍 張昱國 陳寶鈴

彭柏文

陳秀春

許智翔

谷梅香

黃加旭

何岳尹

李國勳

洪小茹

教牧博士科 - 延玲珍                         
一切都是恩典，除了感恩

還是感恩。在我人生中其實沒

有既定的計畫，但是很多人都

不信…。2004 年我有機會到美

國的矽谷居住，2005 到 2008 有

機會在加州的神學院完成道碩

學位。當年學校首辦家庭事工

輔導碩士，我用一年半的時間

修滿了學分，成為首屆的畢業

生。2010 年我回台第二個月，

進入媒體開創了家庭事工部。

生命中有許多的「有機會」並

不在我預先的規劃下。2017 年

我完成了教牧博士畢業，感謝

主，一路走來若非天上異象一

直托住我，可能早在中途問自

己：「為何要這麼辛苦？所做

為何？」等等而打道回府了。

如今那美好的仗仍舊在前，當

跑的路是我人生下半場的指標，

只求基督是我標竿，學習一切

所作得主喜悅，不求己意，只

求主榮，最終得主獎賞。

臨別回首：畢業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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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博士科 - 張昱國                    
奉耶穌基督的名，在此感

謝所有在課堂上教導過我的老

師！你們在「知識和各樣見識

上」的充足的愛豐富了我的生

命，使我更明白上帝對我的心

意與事奉的道路。也感謝協助

我完成學業的每一位同工，謝

謝你們的愛心與耐心。更感謝

協助教牧博士班的師長與同工，

願上帝報答你們愛心的辛勞。

幾年前剛入學不久，就感

覺這是一所有愛心、溫暖的神

學院。神學院雖然是學術殿堂，

但台灣正道神學院的老師們不

只認真教導，他們也努力活出

他們所教的；學生們在這裡可

說「一魚兩吃」：吸取老師的

言教，也效法老師的身教。

學校的教職員同工也都溫

柔、謙卑、認真、有愛心，讓

我感覺學校不只是神學院，也

是一個有優良屬靈質素的「團

契」；而這樣的氛圍，對未來

教會領袖的養成有莫大的幫助。

願主繼續按祂的旨意，使

我們的學校更加榮神益人！

道學碩士科 - 彭柏文
三年的神學學習和教會事

奉，若是憑著自己，向別人誇

耀，容易把服事的果效歸功於

自己的恩賜與努力。過去，保

羅清楚一切是出於神的恩典，

因為聖靈在教會運行、在人的

心中動工，能攻破人心中堅固

的營壘，才讓人悔改向主。

我看到當時的哥林多教會，

有一些人，拿著薦信來到教會，

保羅卻沒有薦信，讓其他人對

於保羅的權柄產生質疑。事實

上，保羅的薦信，就是哥林多

教會這些他結的果子。保羅很

清楚服事能力和果效不是來自

於自己的能力，而是主，一切

都是出於神。盼望未來的路上，

我能在神的國度裡，倚靠神結

出許多福音的果子，並且學習

當一個僕人領袖，把榮耀歸給

神，功勞給同工，自己享受服

事中的喜樂。

道學碩士科 - 谷梅香
能夠順利完成三年學業，

我很開心。這個時候首先要感

謝神，一路陪伴到底，也感謝

我家人、教會弟兄姊妹及正道

的家人….. 你們愛心包容，代禱

守望，實質扶持與支持。在正

道三年求學時光一轉眼告一段

落了，每個學期在老師忠心的

教導，以及同學們彼此扶持、

鼓勵中，幸福度過，正如在天

堂一般。在學的過程中，感受

到每一位老師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我們的神。同學

們來自不同教派彼此謙卑受教、

協助關懷如同家人一般。在我

生命旅程中留下美好的祝福，

成為我學習典範。我畢業了，

離開可愛的學校邁向新旅程，

我會記得在學校所經歷的點點

滴滴，也會記得老師們的教誨。

主啊 ! 求你保守我，求你繼續陪

伴我，走向福音的道路直到天

涯海角為你做見證。

道學碩士科 - 何岳尹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正道

神學院就讀，匆匆三年半過去

了，如今就要畢業了。在正道

學習的這段時間，無論是學識

或才能都有所增長，原本對聖

經是片段式的認識，如今對聖

經有更整全的認知。在教會的

服事也越發有信心，在正道神

學院看見許多很棒的屬靈前輩，

從課堂上或講道當中聽他們分

享許多牧會經驗、還有心路歷

程，除了佩服他們的信心以他

們為榜樣，更相信未來或許不

會凡事順利，會經歷許多波折，

但每一步神必帶領幫助。

在正道就讀的這段期間，

也看見正道神學院的變遷與改

變，感謝神讓正道神學院能從

關渡搬到新莊這個地方，能有

自己立足之處，也能使更多人

接觸正道。願神大大祝福正道

神學院的每位師生及同工，使

用他們使神國的計畫更臻完善。

道學碩士科 - 許智翔
在正道中的學習讓我對於

解經以及講道上有著更正確的

了解，明白解經要看上下文、

以經解經、中心思想等技巧的

運用以及了解。在神學觀念上，

學習到正確的神學觀；從系統

神學的課程中，打造穩固的神

學根基，對於這方面的思考，

能夠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凡

事回到聖經中，思考正確的神

學觀。

讀完三年的道碩課程，能

夠將整本聖經仔細地品嘗過一

遍，因此對於整本聖經的歷史

背景有準確的了解。以及，從

神學、文學、歷史的背景中，

去了解整本聖經每字每句背後

5

台灣正道院訊_57期.indd   5 2017/7/28   下午 07:26:06



基督教研究證書科 - 楊月
鳳

感謝主的帶領讓我可以進

入神學院學習，這是我從沒想

過的事，雖然是 30 學分的證書

科，但在學習的過程中，也讓

自己受益良多，不但更進一步

了解聖經的話語，也看到每位

老師的屬靈生命，成為自己很

好的榜樣及學習。

在這二年半的學習，也經

歷到學校從關渡搬到新莊的歷

程，一步一步都有神的帶領及

保守。

從神學院畢業看似學習畫

下句點，但屬靈生命且是邁入

另一個階段，不管是在教會或

是在其他禾場服事，藉由在神

學院的學習，讓自己可以更紮

根在神的話語中，並且學習是

要持續往前的。

培育中心結業 - 陳寶鈴
感謝主！讚美主！感謝天

父的安排。從 102 年裝備至今，

我感謝正道神學院的所有老師

和同工。盼望神使用我這不配得

的器皿，日後可以去宣教傳福

音！能夠來讀正道神學院非常

地有恩典！正道神學院的老師

們都非常的有愛心！能在正道

神學院上課是我最覺得幸福的

日！願神再裝備我！帶領我！

感謝老師您們！老師辛苦了！

人員傳福音，使我牢記救恩的

事是生活中的全部。正道保守

的學術校風，護衛千錘百鍊的

純正神學信仰，並且教導學生

跪下能禱告、站起能講道、出

去能宣教。看見神在教會歷史

中的推動，果然王的心在耶和

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

轉，留下殉道者的足跡，鼓勵

我放膽無懼地踏步跟隨基督前

進，也說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道學碩士科 - 洪小茹
多年前，偶然看見正道院

訊刊載一張「全院師生跪下禱

告」的照片，深深吸引了我目

光！心中對主說：「主啊！這

是何等的生命啊？我也想要擁

有！」於是乎，我進入台灣正

道福音神學院就讀道學碩士班

受裝備。進入神學院之後，才

發覺這不是一條易路！不論是

聖經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

學，都是靈命塑造的過程。謝

謝劉富理牧師的教導：「能夠

服事神，不是犧牲乃是恩典！」

謝謝蘇文隆牧師的教導：「基

督徒教育，乃是牧養的基礎。」

謝謝彩雲老師的教導：「在學

習中，要時時思想神的心意！

緊緊抓住神，操練與神同行！」

謝謝所有在正道認真教學、付

出自己的教職員們，願我們的

神大大賜福您們！如今小茹要

走出校園、進入禾場、收割莊

稼、為主贏得靈魂，懇請您們

繼續為我代禱，一生為主使用！

的真正實意。這樣的認識，對

於未來在解經講道上，有著關

鍵性的準確度。

道學碩士科 - 陳秀春   
秀春的神學裝備路：正道

培育中心 2 年、客家宣教神學

院 4 年、正道道碩 3 年。雖漫

長然主恩滿溢！雖關關難過卻

也關關都過！想來除了感恩還

是感恩！在此再次提醒自己，

惟有步步跟隨主腳蹤，單單滿

足主心意，為我所禱祈！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說：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

享受；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

的道路上來奔走！『選中』這

條不自由的道路並非出於無奈，

相反地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

己的『自由』，所以，寧肯叫

淚水一行行地向內心湧流，遙

望著各各他的山頂！就是至死

也絕不退後！」

甘地：「你心裡覺得自由，

自由就在；你心裡覺得不自由，

桎梏就在。」是的！是我的自

由選擇了一條人以為不自由的

路，然而卻是我心靈最大的自

由。

道學碩士科 - 李國勳
2011 年入學正道選讀先知

書、歷史書研究，詹正義老師

用變形的手指夾著白板筆，和

上午才夠用的唾腺分泌，把我

帶進舊約世界；吳榮滁牧師的

ㄧ般書信與啟示錄打開我的天

眼視野，自許要勇敢在末世苦

難中傳講永遠福音；劉富理牧

師在學前靈修營地廚房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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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經常費需要 ＄22,000,000

1-6 月收入 ＄7,610,784

1-6 月支出 ＄8,866,131

尚需奉獻 ＄14,389,216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新莊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號：0490871000333

歡迎您一起來為神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 (元 )

學務處
1. 秋季學前靈修會將於 9/9-10 假

新竹聖經學院信徒訓練服務中

心舉行，講員是周神助牧師。

2. 全院春遊已於 4/19 舉行。院本

部全體師生同工及家屬坐遊覽

車到宜蘭礁溪一日遊，享受美

好團契及宜蘭美景美食。

3. 正道實習教育督導牧師會議，

己於 4/24 在本院舉行。有 13 位

督導牧師出席，參與實習教育

的討論。  

行政處
1. 本院第七屆董事於 6 月已經屆

滿，第八屆董事已於 6/17 確認，

並於 6/18 召開第八屆第一次董

事會議，會中選出董事長仍由

李南山董事長續任，並指派張

榮生董事續任副董事長、曹永

杉牧師為書記。董事會也增加

了 3 位新董事 : 王武聰牧師、陳

國文傳道、呂炳奇長老。

 2. 副院長劉仁欽牧師自 7/11 起卸

下行政職務，成為學院的全時

間老師。另，柯志鵬牧師自 7/1
起，由拓展處長轉任學務長，

並自 7/19 起擔任代理執行長。

科 2 位、道學碩士科 8 位、基

督教研究證書科 1 位畢業生，

信徒培育科有 1 位結業生。典

禮中，畢業生帶著眾人的禱告

被差派出去服事神，是個榮耀

神及溫馨感人的畢業典禮。求

主引領畢業生前面事奉的道路。

4. 教牧博士班 6 月夏季班開兩門

必修課程：「教牧博士科研究

方法論」由林彩雲老師和柴子

高老師授課，「地方教會信徒

靈命塑造」由劉富理牧師授課。

5. 碩士科 6 月暑期開兩門密集課：

「教會增長」由陳敏欽院長授

課，「重建人生的城牆―尼希

米記查經」由王仁美老師授課。

上述每班都至少 20 位上課。

6. 2017 學年度秋季學期碩士科及

夜間職場碩士科招生報名截止

日期為 7/4，入學考試日期為 
7/11-12（新莊校區）及 7/13（南

區）。

7. 澳洲教育中心 7、8 月將開兩門

碩士課程及一門教牧博士科課

程，由林彩雲老師前往授課。

9 月將開兩門碩士課程及一門教

牧博士科課程，由陳敏欽院長

前往授課。11 月將開兩門碩士

課程，由蘇文隆牧師前往授課。

8. 紐西蘭教育中心 8 月將開兩門

碩士課程及一門教牧博士科課

程，由林彩雲老師前往授課。

10、11 月將開兩門碩士課程及

一門教牧博士科課程，由劉富

理牧師及王仁美老師前往授課。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院長 7/1-4 至日本東京山手台福

請安，洽談東京地區神學教育

中心事宜。其餘行程：7/9 美國

東安台福、7/16 聖喜台福、7/23
柑縣台福、7/30 科州台福、8/12
聖地牙哥聖雅台福等教會請安

並且傳講信息。

2. 院長 9/30 參加澳洲雪梨地區十

周年慶感恩餐會，並於 10/2-4
在雪梨帶領台福基督教會澳洲

區會同工訓練會。

3. 為慶祝設立十周年所舉行的十

場感恩餐會，6/18 已完成台北

區餐會，約 250 位「正道家人

及貴賓」齊聚頌恩，並歡送畢業

生，場面溫馨，願神賜福。其

餘餐會場次：7/7中國、9/2新竹、

9/30 雪梨、 11/4 台東、 11/5 紐

西蘭、 11/25 高雄、11/26 台南、

11/27 台中，歡迎關心神學院的

伙伴就近參與。

4. 感謝神，「正道卓越教牧講座」

已於 6/19 順利舉行，近 300 位

教牧同工參加，頗受好評。

5. 將派代理執行長暨學務長柯志

鵬牧師 8/3-5 參與「台福青年領

袖高峰會議」。

6. 台灣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

(Access Bible Convention) 將 於

10/28（六）在本院舉辦，會中

將邀請 200 位信徒參加研討。

教務處
1. ATA 評鑑委員已於 5/2-5/4 來校

進行三日再認證之評鑑。碩士

科已取得未來五年的繼續認證

（2017-2022）。教牧博士科的

初次認證尚在進行中。

2. 5/22-26 舉行台灣正道之「神學

體驗週」。感謝主，有 19 位弟

兄姊妹來體驗不同的課程。

3. 今年的畢業典禮已於 6/18 下午

三點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

共有 12 位畢結業生。其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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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才
招募系統神學、新約及舊約

老師。意者，歡迎洽詢行政

處 林 處 長。rachellin@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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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亂世 選正道

2017 第57期    2017年8月出版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將邀請各個領域的牧者、神學院老師，分享十四場精彩專題，
內容涵蓋： a. 信仰與倫理   b. 聖經與神學   c. 家庭與婚姻  
  d. 教會事工   e. 宣教生活
請勿錯過這個能豐富您的服事、靈命、家庭生活的邀請。

日期：2017 年 10 月 28 日（週六） 

時間：9:00AM - 4:00PM 

費用：$300 含午餐，早鳥 $200 ( 截止日 9/15)，牧者免費，神學生半價

地點：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49-3 號十樓）

報名：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或上正道網頁報名

2017 年培育中心秋季課程
保羅書信 ( ３學分 )

教師：曾思機 牧師 ( 台灣正道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
9/11~12/18，週一晚上 7:00~9:40 共計 15 次

民間宗教與佈道 ( ２學分 )

教師：葉明翰 牧師（愛鄉福音傳播中心主任）
9/12~11/28，週二晚上 7:00~9:40 共計 10 次

基督徒關懷輔導事工 ( ２學分 )

教師：劉仁欽 牧師 ( 台灣正道神學院實踐神學助理教授 )
9/14~11/23，週四晚上 7:00~9:40 共計 10 次

宗教與傳播 ( ２學分 )

教師：沈湘燕 老師 ( 臺北基督學院傳播主修主任 )
9/15~11/24，週五晚上 7:00~9:40 共計 10 次

中華文化與福音 ( ２學分 )

教師：黃孝光 教授 ( 中原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
9/16~11/18，週六早上：9:30-12:20 下午：13:30-16:20 共計 5 次

報名 : 培育中心蔡姊妹  lti-tw@les.edu   Tel:02-2902-3561#34

第一屆基督徒教育大會（Access Bible Convention）

大會主題 聖經、信仰、生活
感恩餐會

2017 年教牧博士
冬季班招生

本院和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互為姊

妹學校，師資共享，具有亞洲神學

協會 (ATA) 之認證，注重靈命、學

識、事奉、生活之操練。

報名截止：11 月 3 日
報名 : 王姊妹  acdemic-tw@les.edu

11/25（六）高雄 6:00 – 8:30
大八飯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486 號

11/26（日）台南 6:00 – 8:30
台南大飯店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 1 號

11/27（一）台中 6:00 – 8:30
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 4 段 2 號

報名：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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