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資訊（個人報名及團報主聯絡人請詳實填寫，以利後續通知作業）

報名日期：2019年 ＿＿ 月 ＿＿ 日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  

手機 ：＿＿＿＿＿＿＿＿＿＿＿＿＿＿                        

通訊地址：□□□ ＿＿＿＿＿＿＿＿＿＿＿＿＿＿＿＿＿＿＿＿

＿＿＿＿＿＿＿＿＿＿＿＿＿＿＿＿＿＿＿＿＿＿＿＿＿＿＿＿

E-mail：＿＿＿＿＿＿＿＿＿＿＿＿＿＿＿＿＿＿＿＿＿＿＿＿＿    

★以下資料，使用信用卡付費者必填！﹙郵政劃撥者免填﹚

姓名：＿＿＿＿＿＿＿＿＿ 電話：＿＿＿＿＿＿＿＿＿＿＿＿

生日：＿＿＿＿＿＿年＿＿＿ 月＿＿＿日

身份證字號：＿＿＿＿＿＿＿＿＿＿＿＿

信用卡別：□聯合信用卡□ VISA□MASTER□ JCB

發卡銀行：＿＿＿＿＿＿＿＿＿＿＿＿

有效期至：公元＿＿＿＿＿＿年＿＿＿＿月

信用卡號：＿＿＿＿＿ -＿＿＿＿＿ -＿＿＿＿＿ -＿＿＿＿＿

簽名：＿＿＿＿＿＿＿＿＿＿（與信用卡簽名字樣同）

授權號碼：＿＿＿＿＿＿＿（訂購人本欄免填）

注意事項
報名注意事項： 
1.  凡報名成功者，將收到「活動報名完成通知」E-mail，請儘快完成繳
費手續，以保有報名資格。 

2.  完成報名繳費者，將於講座開始前一週內收到 E-mail與簡訊赴會通
知。請務必詳實填寫報名表中相關的通訊資料。 

3.  本活動暫不接受單堂報名。本社保留活動變更和接受報名與否的權
利。 

4.  報名贈書將於報名付款後兩週內隨發票寄發，10/21後報名繳費者，
請於講座現場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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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閱讀，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就像一場壯遊。
有些人努力記住地名、人名、事件等細節，

卻忘記了壯遊的樂趣和初衷，讓讀經變成一項苦差事﹔

有些人，帶著對認識三一真神很高的期待，

卻對自己讀到的內容大失所望，

不明白舊約的暴力殺戮，與新約凡事包容的愛，

如何出於同一位真神，

質疑著救恩計畫，為什麼要延遲好幾千年，

才臨到全人類。

如何理解聖經中跨越百年、千年，「跳接」的情節？

如何在聖經中最難懂或最想跳過的部分，

讀出對神的新認識？

如何在研讀整本聖經時，深入細節同時掌握整體信息？

今年 11/6~11/11，
戈登─康威爾神學院舊約教授卡明斯基，

將來到台灣與你分享「空墳墓讀經計畫」

── CASKET EMPTY。

「空墳墓讀經計畫」原為卡明斯基教授

為教會聖經課程所規畫的教材，

分為舊約 CASKET及新約 EMPTY兩部分，
每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一段聖經歷史。

透過這個明確的架構，及教材中的圖文輔助，

許多人可以透過 11個關鍵詞，
事半功倍地貫通新舊約大敘事！

主題講座「CASKET EMPTY 墳墓空了！」，

卡明斯基教授將透過這 11個關鍵詞，
為你導引經文中的關鍵人物、背景、事件及研讀秘訣。

從一般讀者最難理解的舊約到新約，

幫助你讀出整個救贖計畫的中心──耶穌。

解經講道「挪亞是好人嗎？」

則將聚焦在創世記 1-12章經文，
深入洪水敘事、巴別塔等重要事件。

我們該如何理解巴別塔事件中的上帝？

從挪亞到亞伯拉罕

這些關鍵人物，得以被記錄在救恩歷史中，

是因著他們的敬虔還是神的恩典？

透過卡明斯基教授的梳理，

我們將學習如何從舊約最難解的篇章中，

明白神是如何深愛悖逆的以色列民族，

也深愛著祂的每一個百姓。

透過空墳墓讀經計畫，

卡明斯基教授不僅帶領我們認識

一套實用的聖經研讀工具，

更幫助每位讀者明白「空墳墓」的意義

──救恩的計畫確實貫串了聖經！

透過這個救恩計畫，人類墮落後所帶來的的罪與死亡，

再也不能隔絕我們與神的關係。

卡蘿‧卡明斯基 Carol Kaminski 
（《21世紀舊約導覽》作者、戈登—康威爾神學院舊約教授）

傳譯／徐成德牧師、張奇軍弟兄

參加場次（請勾選）※10/31下午 5:00前報名繳費享此優惠

□  優惠 A  11/6 三 ~7 四【解經講道】

   4堂原價NT$2400，優惠價NT$1800元 /人
  加贈《21世紀舊約導覽》
□ 優惠 B  11/8 五 ~9 六  + 11/11 一【主題講座】

  5堂原價NT$3000，優惠價NT$2400元 /人
  加贈《21世紀新約導覽》
□ 優惠 B 11/8 五 ~9 六  + 11/11 一【主題講座】

  團報 5堂原價NT$3000，3人以上團報優惠價NT$1999元 /人
  加贈《21世紀新約導覽》

   
優惠 A 共 ＿＿ 人﹔優惠 B  共 ＿＿ 人﹔優惠 B 團報  共 ＿＿ 人

總金額：＿＿＿＿＿＿＿＿＿＿

付費方式﹙請打ν﹚：□信用卡  □劃撥  

發票格式﹙請打ν﹚：

□二聯式 
□三聯式 統編：＿＿＿＿＿＿＿＿＿＿＿＿＿   

     抬頭全名：＿＿＿＿＿＿＿＿＿＿＿＿＿＿＿＿＿＿

繳費 / 退費注意事項： 
1.     講座名額有限，請於報名完成後請儘快付款，請於 10/31下午 5:00
前完成繳款方能享有本講座報名優惠，我們將以完成付款順序為依

據，決定是否保留您的名額。若遇報名額滿，已繳費者，將予以退費。 
2.     報名繳費完成後若無法赴會，報名截止前 7日提出退費申請者可予以
退費，須酌收行政費 80元及贈書費用；講座截止前 7日內（含講座
當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恕不退費。講堂退費方式為銀行匯款，退費

流程約一個月，敬請耐心等候。

3.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 02-29182460分機 242崔姊妹。

團體報名

總計

《21世紀舊約導覽》作者
【CASKET EMPTY】讀經計畫發起人

卡蘿•卡明斯基 Carol Kaminski

即將來台

★ 請將劃撥單據傳真至本社

★ 請詳細填寫以下收件資訊，若未詳填收件地址，
贈書將統一寄給團報主聯絡人。

Name :                        

E-mail : 

Address : 

Name :                        

E-mail : 

Address : 

Name :                        

E-m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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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E-mail : 

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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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講座
校園書房出版社

空墳墓
讀經計畫
新 舊 約 導 覽

11個關鍵詞，

助你掌握新舊約大敘事！
── 11/ 6 三 ~ 7 四 解經講道
── 11/ 8 五 ~ 9 六 + 11/ 11 一 主題講座

  基督教浸信會懷恩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90號）

主辦單位：校園書房出版社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號 6樓）

聯絡電話：02-29182460#242 崔姊妹  
E-mail：sales@campus.org.tw

報 名 表2019年度講座
校園書房出版社 空墳墓

讀經計畫

CASKET EMPTY
新舊約導覽

2019年度講座
校園書房出版社

空墳墓
讀經計畫 CASKET EMPTY新 舊 約 導 覽

11個關鍵詞，助你掌握新舊約大敘事！

強力推薦

江回得／浸信會懷恩堂牧師

林盈沼／中華信義神學院新約專任教授

胡維華／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陳安安／台灣浸會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董宇正／貴格會合一堂主任牧師

楊永民／火把行道會牧師

楊寧亞／台北真理堂主任牧師

蔡維倫／台北和平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

劉光啟／台灣浸會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劉群茂／士林靈糧堂主任牧師

謝樂知／聖光神學院新約副教授

鍾興政／台北信友堂牧師

(以上按姓名筆劃排列 )

報名請上校園網路書房 
shop.campu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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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生於澳洲，自幼便喜愛閱讀聖經。大學時期在聖經學院中開始接受希臘

文、希伯來文的訓練，越發覺得閱讀聖經不只是對經文的了解及詮釋，更是

去認識整個聖經的背景文化，及其與當時世界的關聯。後來她在師長家人朋

友的鼓勵下，拿到了全額獎學金，離鄉背井到美國就讀戈登—康威爾神學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她先後拿到舊約與宗教學碩士學
位，之後又前往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在戈登—康威爾神學院擔任舊

約教授。她在「空墳墓」（CASKET EMPTY）研經指南課程系列中設計了一
張極具創意的舊約年代大事表，頗受教會好評，經常受邀到退修會和特會擔

任講員，也舉辦專為平信徒設計的「空墳墓」研經指南課程。

講員介紹／
卡蘿．卡明斯基（Carol M. Kaminski）

       —— 作品一覽 ——
《21世紀舊約導覽》 （CASKET EMPTY：Old Testament Study Guide：God's Plan of Redemption 

through History）（校園於 2017年出版）

《挪亞是好人嗎？》（Was Noah Good?: Finding Favou in the Flood Narrative）

《從挪亞到以色列》（From Noah to Israel: Realization of the Primaeval Blessing After the Flood）

主題書介紹／

長
久以來，基督徒對舊約，總是懷著複雜的心情。一方面我們既然有了新約，知道

救贖的工作在耶穌手中成就，為何還需要花那麼多的力氣再去研讀舊約？更何況

舊約的神—耶和華上帝似乎十分威嚴不可親近又動輒發怒，遠不如新約的人子耶穌那

樣善解我們的苦楚。再者，舊約書卷並非按照年代順序排列，乍看使人感覺非常凌亂。

舊約裡還有許多我們不熟悉的文體：如家譜、詩歌、法典、預言和天啟文學等。作者藉

著神的救贖歷史這個大主題，巧妙地在龐冗的信息當中拉出一條清晰的主軸，深入淺出

將舊約的神學精要點明出來，又能與新約的信息無縫接軌。作者非常體會現今信徒閱讀

舊約的困難，特別匠心獨具地設計了一張全彩的舊約年代大事表，翻轉了我們過往閱讀

舊約的視角，幫助讀者探索發現聖經裡所有的奧祕。

 《21世紀舊約導覽》
卡蘿‧卡明斯基（Carol M. Kaminski）著

劉如菁 譯 / 聖經圖書館 / 416頁 / 定價550元

想
要認識一個景點或一部經典，熟悉它的歷史、地理、文化等背景都是必不能少的。

對於希望更深入閱讀新約的人，也是一樣。新約成書於希臘羅馬世界，閱讀新約

的人若不了解希臘征服者的歷史、羅馬歷代皇帝的善惡、猶太行政官的權衡心思，對經

文發生的環境及轉折，將失去豐富的理解與想像。本書作者大衛．帕默，目前是戈登─

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兼任教授，他所撰寫的《21
世紀新約導覽》，不僅幫助讀者看透歐亞非三洲之間的地中海風雲，更能掌握新約故事

中人事興衰的變化關鍵，把新約的發展順序梳理清楚。書籍內文搭配隨書附贈的全彩新

約年代大事表，也幫助讀者更能透過此架構，迅速建立對新約的認識。讀者將能透過整

本書在時間與空間、視覺與思維之間縱橫新約，領略其中的奧妙之處，欲罷不能。

 《21世紀新約導覽》
大衛．帕默（David L. Palmer）著

譚達峰 譯 / 聖經圖書館 / 448頁 / 定價580元

3 4
               11/8 五  ~ 9 六  + 11/11 一     台北懷恩堂 2F大堂

               CASKET EMPTY墳墓空了！──新舊約導覽
主題 / 時間 內容簡介 參考經卷

11/8 
19:00 ~ 21:00
創世

──神救贖計畫的開始
Creation: 

The Beginning of God's Plan of Redemption

在第一堂「創世（Creation）」當中，講員將會透過 CASKET 
EMPTY，介紹整本聖經大敘事的發展。內容將著重在創世
記 1~11章，深入探討故事核心人物亞當、神的救贖如何
臨到挪亞和他的家族，以及人類的問題，如何在第二亞當

─耶穌身上找到解答。

創世記 /出埃及記 /羅馬書 

Q&A

11/9 
Sat.

10:00 ~ 12:00
亞伯拉罕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以及他信心的回應
Abraham: God's Promises to Abraham

and his response of faith

我們在「亞伯拉罕（Abraham）」這一堂將探討神對亞伯
拉罕的應許，以及這些應許對聖經大敘事發展的重要，也

探討上帝賦予以色列的宣教使命如何成就。我們將會學習

到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如何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耶

穌實現。

創世記 /羅馬書 /加拉太書

13:30 ~ 16:00
西奈

──神所賜的律法以及摩西之約
Sinai: The giving of the law
and the Mosaic Covenant

在「西奈（Sinai）」這一堂中，我們將學習到摩西之約
和律法的頒布。摩西之約形塑了我們理解舊約的架構。

我們將會學習到耶穌如何完全了律法，且成為新約的中保

（mediator）。

出埃及記 /利未記 /申命記
/耶利米書 /以西結書 /羅
馬書 /加拉太書 /希伯來書

Q&A

11/11 
Sat.

10:00 ~ 12:00
列王

──上帝所建立的國度
Kings: God establishes his kingdom

在「列王（Kings）」這一堂中，讀者將認識舊約列王時期，
並關注上帝對大衛的應許，及其對整本聖經的影響。在舊

約尾聲，上帝子民等待大衛家的後裔將出現一位君王，來

統治上帝永恆的國度。我們將探討上帝對大衛的應許如何

在耶穌─大衛之子身上實現。

撒母耳記 /列王紀 /歷代志
/耶利米書 /但以理書 /撒
迦利亞書 /馬太福音 /希伯
來書

13:30 ~ 16:00
被擄、聖殿及

21世紀新約導覽
──在審判之後，

盼望復興的到來
Exile, Temple, EMPTY: 

Hope of restoration fulfilled in Jesus

以色列人被擄至巴比倫並不是聖經大敘事的結局，反而是

上帝復興以色列百姓的計畫，直到他們回到耶路撒冷之後，

仍然持續著。舊約聖經的內容在最後帶來了復興的盼望，

但在舊約中卻只有部分得到成就，上帝的子民期盼著雅巍

歸回。我們將會學習到耶穌如何如何透過祂的生活、死亡

與復活，使以色列的故事按所應許的實現─成就了「空

墳墓計畫」。

耶利米書 /約珥書 /以西結
書 /瑪拉基書 /路加福音 /
加拉太書 /使徒行傳

Q&A

 原價NT$3000/5堂                      《21世紀新約導覽》 

 

               11/6 三 ~7 四     台北懷恩堂 2F大堂

               挪亞是好人嗎？──創世記解經講道第 1-12 章
主題 / 時間 內容簡介 參考經卷

11/6
 

10:00 ~ 12:00
為什麼果子不能吃？

The Creation Story: The LORD God creates
human beings in his image

為了和人類建立關係，創世記前面幾章記載上帝創造了人

類。但舊約中以色列民族的故事，卻表明這關係因著他們

不斷崇拜別的神明而被扭曲。我們將釐清何謂與永活真神

建立關係，探討古代近東「形像創造」的概念。

創世記 1-3章

13:30 ~ 16:00
挪亞是好人嗎？

Was Noah good? Finding favor in the flood 
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hurch today

「挪亞被稱為義人」往往被視為洪水敘事的焦點，可惜的

是，這會使我們失去對神愛的認識。透過更深入研讀洪水

敘事中關於挪亞的部分，我們將鮮活深入地認識這個關鍵

人物，以及強調恩典的觀點如何影響現代人用各種方法理

解神的作為。

創世記 6-9章

Q&A

11/7

10:00 ~ 12:00
巴別塔是神的祝福？

Realization of the creation blessing: 
God fulfills his plan through unlikely people 

and unlikely circumstances.

創世記記載神應許受造世界將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其中對列國及族譜的詳細記載，常被視為這應許的

實現。但我們若更深入經文文本，將發現經文所反映出創

世應許的實現，是基於神使用意想不到的人和環境來完成

祂的計畫。

創世記 1:28、9:1

13:30 ~ 16:00
亞伯拉罕

是第一個宣教士
The pagan context of the call of Abrah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ission today

創世記十二章 1∼ 3節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是聖經中宣
教使命的主要經文，但宣教使命卻不是從這裡開始的，而

是從神親自現身在吾珥開始的。當時，這個位於美索不達

米亞地區的城市，曾被獻給蘇美月神，當地居民崇拜雅巍

以外的神明。教會的宣教工作需要追溯這個重要的根源，

記住上帝的宣教計畫始於一個異教城市，而不是應許之地。

創世記 11:27-32；12:1-3、
約書亞記 24章

Q&A

原價NT$2400/4堂 75折 優惠價NT$1800  《21世紀舊約導覽》

Wed.

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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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場次／

A場

B場

解經講道

主題講座

贈

贈
8折優惠價NT$2400 

3人以上約67折團報優惠價NT$1999 

★什麼是 CASKET EMPTY空墳墓研經指南？
「CASKET EMPTY空墳墓研經指南」是由美國戈登－康威爾神學院教授卡明斯基（Carol M. Kaminski）研擬的新舊
約聖經課程架構，藉由「空墳墓（CASKET EMPTY）」一詞──這 11個頭字組成兩個字首詞，聖經歷史得以按照
時間順序，被區分成 11個時期。課程的編排方式清楚明瞭，「空墳墓」一詞更是基督復活的證明，直指聖經敘事
主軸：救贖歷史，由基督的死與復活完全展現出來。這套教材後來出版成書，由卡明斯基教授撰寫舊約部分，新約

部分則交由大衛‧帕默（Dr. David Palmer）負責，隨書附贈全彩的聖經年代大事表，幫助許多熱血讀經的基督徒掌
握龐大的聖經敘事！

C A S K E T  E M P T Y
Creation
創世

Sinai
 西奈

Messiah
 彌賽亞

Exile
被擄

Teaching
教導

Abraham 
 亞伯拉罕

Expectations 
 期待

Kings 
 列王

Pentecost 
 五旬節

Temple
聖殿

Yet-to-come
將要來臨

舊 約 新 約

    解經講道
    4堂原價 NT$2400

        主題講座
        5堂原價 NT$3000

   75折優惠價
   NT$1800 

 8折優惠價
 NT$2400 

 3人以上約 67折團報價
 NT$1999/人

★ 10/31下午 5:00前完成報名繳款，享此優惠

報名方案／

A場 B場

詳情以校園網路書房首頁公告為主，本社保有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贈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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