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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R I S T I A N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S T I T U T E

神學教育-百倍的宣教

劉志信牧師
基督神學院院長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馬太福音 13:8）。

同樣的在亞洲展現。不論是師資、學制、聖經與
實踐神學，竭力追求相同的水準。

2013年，在神的保守和帶領下，基督神學院進
入了一個新的事工階段：有五個從北美到國內的差
傳與宣教機構，邀請我們開設碩士課程或證書科。
這些機構從事培訓與教導，已經有一、二十年的歷
史，培養了一批傳道人與僕人領袖。近年來，他們
需要突破，亟待正規的神學教育與訓練來幫助當地
教會。因著回應來自宣教機構的呼聲，基督神學院
就進入了宣教與差傳的領域。

2. 從實踐主耶穌大使命來看

基督神學院的神學教育，就如馬太福音第13章8
節所言，受裝備的傳道人與教會僕人領袖，都是好
土。無論是畢業生或是在校的神學生，已經對當地
廣大的教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的事奉包括傳
福音、主日講道、植堂、培訓、神學教導、以及職
場事奉。這就像一粒種子落在好土裏，結出許多的
子粒來，是百倍的宣教。
為何基督神學院的神學教育，是百倍的宣教呢？
這可以從五方面來看：

主耶穌的大使命（馬太28:19-20）是要使萬
民作祂的門徒。達到這大使命的三個重點是：「
去」、「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因此，教
導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有系統的神學教育更是重
要。
3. 從教會城市化的需要來看
國內的科技、經濟與大學教育蓬勃發展，但教
會因為傳道人的文化水平沒有提升，日漸被邊緣
化。因著人口的轉移，城市的人口很快將達到百
分之五十。城市教會的成員，高級知識分子佔很
大的比例。而許多80後教會的傳道人沒有屬靈長
者的帶領與牧養，也沒有神學的裝備。因此，傳
道人的學養也需要大幅度的提升，除了有大專或
本科的文化水平，也需要有系統的，碩士以上的
神學裝備。
(下接第三頁)

1. 從異象來看
基督神學院的
異象是「裝備傳道
人與僕人領袖，服
事骨肉之親；以神
學教育宣教，實踐
大使命」。我們教
學的雙翼理念是「
北美與亞洲事工並
重；聖經與實踐 神
學並重。」從2005
年建校開始，我
們始終遵循此一異
象，殷勤工作。因
此，基督神學院同
樣看重在北美與亞
洲和香港的神學事
工。我們在北美的
課程與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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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八週年全家福 （董事、顧問、老師、同工）
基督神學院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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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八週年音樂感恩餐會花絮

基督神學院編輯室

音樂感恩餐會已結束，至今餘音仍繞樑。當
天的祈禱、音樂、詩歌、分享、報告…還在我們
的心中迴響。孫師母的名言:「教育可以改變人
的命運，但神學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生命」引起大
家的共鳴；劉院長報告以神學教育宣教與亞洲的
需要，也令人關切。那一夜，我們都深深地被觸
動！
2013年9月15日有二百多位牧長、董事、顧
問、老師、同工、朋友與學生齊聚一堂，基督神
學院假王朝海鮮酒家歡慶建校八週年。在可口的
美食中，在悅耳的樂音中，在異象的分享中，在
這喜樂的日子裡，我們將一切頌讚感恩獻給神！
餐會由陳若愚牧師帶領禱告，隨即享用晚
餐，席間有美好交通。之後，容保羅牧師為晚會
禱告，揭開序幕。首先由管弦樂團演奏，我們的
心就被帶入詩歌的頌讚中，思想神信實的廣大，
顯在個人生命中，更是在神學院八年來的豐盛恩
典中。孫師母分享神學教育能改變生命；劉院長
以投影片作簡潔有力且資訊豐富的報告，「神學
教育－百倍宣教」；此次基督神學院的影音介
紹，既生動又活潑，也增添許多資料，看到師資
陣容越來越堅強而多元，正是落實「聖經與實踐
神學並重」的理念，無論在北美在亞洲都有美好
的服事。最後，晚會在王永信牧師的祝禱中結
束。
一塲 場 溫馨的音樂會，背後有許多迫切的禱告
與不放棄的推手。要感謝音樂同工召集人童嘉稷
弟兄，以及多位參與演出的音樂家們；各教會組
成的詩班，功力深厚的指揮姊妹；陳士奇牧師感
動人心的獨唱；更要謝謝孫家四位小將熱情參
與，因為他們就是教育──生命傳承的見證。

音樂感恩餐會-陳士奇牧師獨唱

音樂感恩餐會樂團
由左至右 - 李維平、孫嘉宇、陳全美、孫喬義、童嘉稷、吳笑炎

「You raise me up!」
我們不僅對神唱出，我們
也彼此對唱，因為神國的
擴展不能沒有神，不能
沒有你，不能沒有我。基
督神學院能繼續以神學服
事骨肉同胞，需要神的賜
福，也需要弟兄姊妹一起
配搭，以禱告、金錢、專
業、時間…來支持，完成
大使命！

音樂感恩餐會 - 楊韻心指揮與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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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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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改變生命
人人都覺得教育很重
要，每一個家庭都在教育
上花很多的金錢和精力，
因為他們覺得教育可以讓
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
一個拉丁裔的擦鞋
童，因為偶然機遇能夠繼
續受高等教育，最終成為一國總統。他就是第
一位在史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專題演講的
外國總統——秘魯總統 Alejandro Toledo.
灣區一位中年才子，出生於農村家庭，父親
只有小學程度，母親文盲。但他刻苦好學，高
中時就贏得化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後來來美
留學，獲得著名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短短三
年，就成為灣區某大公司的首席高級工程師。
只可惜受不了工作壓力和抑鬱症的折磨，最後
決定以自殺來結束生命。
教育的確能改變人的命運，但是不能改變人
的生命。而神賜給我們全備的神學教育，卻能
真正改變人的生命！
今年暑假有機會去亞洲教導希臘文，學生們
都是當地的傳道人，聖經原文對他們來說是全
新的課程。開始時許多同學學得很吃力，甚至
有些都想放棄。我們鼓勵他們，告訴他們學原
文的目的，是為了能更好地講解聖經。經過老
師們的教導、分享和鼓勵，同學們開始改變學
習原文的態度。幾天的密集課程，同學們堅持
努力的精神非常感動老師。最後一天的考試，
密密麻麻的原文翻譯代表了同學們學習的熱情
和服事的態度，因為他們知道學習原文是為了
更好地傳講神的話，唯有神的話才能改變人的
生命。
今年我還與大女兒一起到國內偏遠山區教英
文，是一個中學生的英文營。我們無法向學生
們傳講福音，但是藉著教學、遊戲、家訪等不
同的互動方式，我們彼此有了生命的連結。當
地的老師甚至領導人，都能深深感受到基督徒

孫徐瑞珠師母
基督神學院老師

的愛。其中一位老師發現，竟然在短短幾天中孩
子們改變了。在眾多的學生群裏，不少學生除
了家庭貧困，許多還要承受失去親人的壓力和痛
苦。記得有一天我們播放一個小短片，短片裏的
主角遇到挫折時，有父親及時的鼓勵。許多孩子
都哭了，因為他們沒有父親或母親來鼓勵他們。
短片裏的歌卻吸引他們，看完後他們要求學唱。
我乘機分享個人見證，告訴同學天上有個父親可
以看顧他們，就像祂看顧我一樣。
我們在這裡能有機會到神學院修讀神學課
程，這是一種極大的恩典。基督神學院的課程，
可以為弟兄姊妹提供各方面的幫助。神學課——
幫助我們分辨自己的信仰，堅定我們的人生方
向；輔導課——讓我們正確的調整自己，再去幫
助有需要的人。正確的神學教育能夠帶給人生命
的改變。如果我們能更好地裝備自己，就能更好
地服事神，更好地愛我們天上的父！
教育——能改變人的命運，
神學教育——卻能真正改變人的生命！

(上接第一頁) 神學教育--百倍的宣教

4. 從提升宣教機構的教導來看
傳統的差傳與宣教機構在國內主要的事工是
培訓，他們長期培養出來的學生需要繼續的成
長。這些機構的培訓也面臨挑戰，需要有一個
正規與有系統的神學教導，並要能頒發學位。
5. 從神學教育宣教的模式來看
基督神學院是以宣教的模式來教導。我們在
亞洲不收學費，經費完全是憑信心，以愛主與
愛同胞的弟兄姐妹的奉獻來支持。我們的老師
與同工，更是以宣教的心腸，勞碌奔跑地去教
導，而只收取部分的生活費。教學的方式是以
師徒的傳承，以生命來傳生命，並達到牧養的
果效。
謝謝您們多年的禱告、支持與奉獻。您們每
一分的奉獻，我們都謹慎的使用，使得百萬人
得到福音的好處與靈命的造就。懇請您繼續與
我們一起同工，拓展神的國度，以神學教育宣
教，廣傳福音，帶領人作主門徒，並將從主耶
穌那裡領受的教訓來教導他們。願神賜福您、
您的家人、工作與事奉。

音樂感恩餐會四重唱 - 孫家四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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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 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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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 2012-2013 教牧學博士生（按英文字母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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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 院訊

陳士奇牧師 - 舊金山南灣

林宗誼牧師 - 舊金山東灣

特別享受在學院一起用餐，
彼此親熱相愛，深覺基督神
學院真是一個屬靈溫馨的
家。所開的課程涵蓋面廣，
適切教會實際需要。本人非
常珍惜，也得益匪淺，相信
對今後牧會有很大的助益。

幾年前我在國內一間神學院
教了一科舊約課程後，就很
想繼續受裝備。神的僕人建
議，使我踏進教牧博士的課
程。求主使用我在國內事
奉。教授不僅裝備我們，還
關心我們屬靈的生活。

陳明惠牧師 - 舊金山南灣

劉曹思鳯傳道- 舊金山東灣

為使自己在宣教上有更多的
裝備，並因亞洲宣教已逐漸
走上學院系統化。進入博士
課程可以幫助師資的提高及
學生的裝備，培訓出更優質
的神學生。

因著常到不同的地方教導與
分享，感到不斷的充實才能
有更好的服事。神學院的課
程使我想得更深更廣；寫功
課也讓我突破多年的困惑；
在安全的環境中，彼此分享
牧會甘苦 … 感謝神!

鍾惠敏傳道 - 舊金山南灣

李傳慶牧師 – 加拿大溫哥華

讀完道學碩士，仍眷戀基督
神學院的師生們，加上在亞
洲服事，看到各處對人際關
係、衝突處理與正確的道德
觀和價值觀都有迫切的需
要。因此，覺得要再裝備自
己，能在這末世中，傳講真
道，被主使用。

在忙碌繁重的牧會中﹐深感需
要進修和裝備，藉著老師課堂
授課、同學課堂討論和課後讀
書作業，幫助自己將牧會中所
遇到的問題，進行系統的總結
和反思，並學以致用在牧養實
踐中。

張前進牧師 - 舊金山半島

林競生傳道– 舊金山南灣

牧會時，發現自己神學裝備
缺乏。神學院提供了理論與
實踐並重的課程，又為有心
服事的學生提供獎學金；老
師既有專業的學養，又有牧
會的經驗和愛心。這是為牧
者量身定做的神學院！

道學碩士畢業後，看到亞洲
的禾場很大，需要也迫切，
決定繼續進修博士班，裝備
自己能栽培造就亞洲的神學
生。學院提供最好的老師和
教導，課程也非常實用，使
我得到很大的幫助。

方小盼牧師 - 舊金山東灣

梁婉明傳道 – 紐約曼哈頓

經過2007年身、心、靈的試
煉後，2010年神帶領我進博
士班受造就。在師長們的關
懷勉勵下，重新拾起勇氣，
在學習及服事上得以長進，
更加的「愛基督、學基督、
像基督、傳基督」

因著在教會的牧養，看到更
大的需要，就讀教牧學博士
課程，也可以擴展教導服事
的境界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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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神學院 2012-2013 教牧學博士生（續）
麥加文傳道 - 舊金山南灣

王良牧牧師 - 舊金山半島

本以為讀完福音傳播碩士與
道學碩士，牧會就夠用了。
誰知學到用時方知少，上網
被博士班宗教與哲學課程吸
引而繼續進修。學習後非常
感謝主，竟征服了我，讓我
突破了對在佛、儒、道教傳
福音的盲點。

今日世界比以前複雜，很多
人來教會，帶著他們的難
處，如：事業、婚姻、家庭
等。因此有必要重返學院再
裝備，有堅實的神學基礎才
能更好地教導，使我們做應
做的事，做正確的事。（
註：王牧師正在寫教牧學博
士論文，本期補介紹）

吳怡明醫生/牧師 - 舊金山
南灣

張聯靈傳道 - 加拿大溫哥華

葛培理牧師曾說：「我相信
神下一個偉大的作為，將是
透過職場的信徒去成就」。
藉著教牧博士班的學習，希
望能提出適用於華人教會的
「職場宣教」策略、及「職
場國度」復興的模式。

感謝神的恩典﹐能進博士班
學習！蒙師長淵博的知識和
豐富的靈命帶領，獲益極
大﹐每次的課程都為下個服
事帶來幫助。感謝基督神學
院給學生提供提昇靈命和裝
備的平臺。

「兒童教育」培訓課程-一個服事眾教會的新平台
王蔡佩芬師母
基督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感謝神的恩典，筆者在
去年（2012）六月，從基督
神學院獲得教牧博士學位。
深感畢業不是結束，乃是一
個新的開始。記得劉院長常
常鼓勵我們學生，要帶著使
命去教導與宣教，在北美與
亞洲致力實踐神學課程的
教導。筆者秉持相同的異象，求神使用，回應呼
召。期望自己能夠不停止學習，和服事神國度的
需要。
筆者有些機會到北美和亞洲各地培訓與研討
專題，深感許多中小型教會面臨「培訓兒童主日
學師資」的困境。教會許多弟兄姐妹因著孩子新
的年齡、新的階段、新的挑戰，在如何做好父
母的角色與教養敬虔孩童方面，亟需有系統的教
導。基督神學院將提供各教會「牧養孩子的心-走
進基督化教育」（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和「養
兒育女有妙方-愛與管教」（教養孩童）培訓課
程。由筆者團隊負責，每門課6個小時，上完後神
學院將頒發結業證書。
「兒童主日學師資培訓」的課程目標是：介
紹基督化教育的基本教學理念、了解學生和學習
的過程、清楚不同年齡段孩子的學習特點; 如何有
效地教學、如何備課、如何創意地向孩子傳講福
第十八期 NOVEMBER 2013

音、如何建立家長和主日學老師雙贏關系; 有系統
的幫助教會建立合適的兒童主日學規模、幫助主
日學老師與家長教導並培養孩子成熟的靈命。課
程對象：北美中小型教會、參與或期望參與兒童
主日學服事的家長與弟兄姐妹。
「養兒育女有妙方」的課程目標是：管教兒女是
父母對子女真摯愛的表現，正如神愛我們，祂管
教我們，孩子得以在神的恩典中平穩地成長。「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
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來12：11）本課程將根據孩童的天資和發
展，在愛中培養孩子成為品格成熟的青年，並涵
蓋如何與配偶溝通、如何目標一致地教育兒女、
如何在關鍵年齡有正確的關鍵教導、如何塑造孩
子的品格、如何與青少年一起成長，並培養良好
的親子關係。根據聖經，提供具體的管教原則和
實際可行的方法，幫助父母完成這項艱辛的任
務。課程對象：北美中小型教會和關心兒女教育
的家長與弟兄姐妹。
貴教會若有興趣，請和神學院聯絡，我們很願
意提供這二個培訓課程。你也可以用電郵和筆者
聯絡：serenaw@gmail.com。願神賜福給你、你
服事的教會和你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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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會歷史看大使命與神學教育
劉英華博士
基督神學院教會歷史教授

耶穌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
給我了。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馬太福音 28：18 - 20a ）這是耶穌復活以
後給門徒的最重要的命令，核心是使人作
基督的門徒。這一信息清楚地向我們展示
了神學教育的重要性。

信徒的增加也對牧養提出了新挑戰，亟需很
多僕人出來服事。這就是基督神學院看到
的異象：承擔起使萬民作門徒的大使命，服
事我們同文同種的同胞，栽培、訓練那些蒙
神呼召的人，叫中國成為使萬民得福的器
皿。實際上，這也不是我們的發明。在教
會史上，許多事工都是靠著辦學校來開展
的。1818年“近世宣教之父”克里威廉在印
度開辦了塞蘭堡學院，幫助印度人接受教
育，訓練當地服事的工人。1807年，馬禮遜
在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傳福音，做栽培工
作，點燃了中國基督教會發展的燎原之火。

首先 - 大使命闡明以神學教育宣教的
歷史淵源和聖經根基

再次 - 大使命提醒我們神學教育應當達
到作門徒的目標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
我了”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宣告一個歷
史事實：主耶穌復活了（太28：6-7）。
董事：
祂戰勝了撒旦和死亡的權勢，證明了祂是
黃子斌長老(主席） 神，是萬王之王，“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黃兆嘉弟兄(財務） 掌權的……”（弗1：21-22）。耶穌基督
劉哲沛博士(書記） 的復活對於基督教會具有根本意義，正如
保羅所說，“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
劉志信牧師
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林
王禮平牧師
前15：4）。既然祂復活了，以萬主之主的
林恩波弟兄
身份吩咐我們要教導門徒，那我們就應當
許志明弟兄
領受祂的命令，剛強壯膽，去打那美好的
顧問：
仗。 基督神學院力求將神學教育辦好，讓
王永信牧師
更多的人得造就，作稱職的領袖、合用的
莊祖鯤牧師/博士
僕人。
黃維仁博士

主耶穌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栽培人的最終目標乃是使
人作遵主旨意的門徒。大使命要我們把門徒
教導訓練成願意跟從主、服事主的人（路14
：25-27）。基督神學院所領受的異象，是神
學、聖經與教牧實踐課程並重，並對輔導課
程着著力甚多。除培養全職服事的工人外，學
院也很注重裝備帶職服事的兄弟姐妹，成為
僕人領袖。基督神學院在亞洲與香港建立分
院，不但達到與北美教導的系統一致，更提
高了教學效率與效果。神因此也很賜福神學
院，恩典多多，很多學生都已經在各個崗位
服事。

故榮譽院長：
于力工牧師/博士
院長：
劉志信牧師/博士
教務主任：
孫通牧師
神學研究教授：
陳若愚牧師
教會歷史專任老師:
劉英華博士

高榮德牧師
李學勉長老
吳怡明牧師/醫生
阮雄長老
吳鴻恩醫生
亞洲分院負責人：
高牧師
香港分院負責人：
陳慈嬡博士

其次 - 大使命告訴我們要向萬民提供
和推展神學教育
耶穌説 說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很顯然，大使命的對象是“萬
民”，當然包括中國人。回顧教會歷史，
1807 - 1949年全中國基督徒不足百萬人。改
革開放以後，信徒人數急劇增長。然而，

最后 - 大使命明確地呼召你我在神學教
育上一起同工
主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這不單單是對當時門徒的呼召，也
是對每位信徒的呼召。但願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
亞赛 6 :8）。盼望我們一起同工，做好神學教
育，使萬民成為主喜悅的門徒！阿們。

2014年基督神學院預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275,000 (校址建築，水電，日常維護費用與貸款利息，六位非
                              全職教授，五位非全職同工，老師與同工國內經常費用）
亞洲事工：
$ 100,000 （老師的旅費與講員費和事工）
獎學金：
$  40,000 （為幫助需要的傳道人與亞洲背景神學生）
長程/網路教學：
$  10,000 （CD、DVD 與網絡教學和設備費用）
圖書館：
$   5,000 （現階段每年需購買書籍）
———————————————————————————————————
2014年所需經費： $ 430,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費用1/5）
神學院建築貸款： $ 310,000

6

基督神學院 院訊

第十八期 NOVEMBER 2013

學院動態報導
劉志信牧師曹思鳳師
母：10月2-6日初到溫哥華
維華學院教導「羅馬書」，
並分享基督神學院異象與課
程；9日在西雅圖華恩堂講
述「如何領人歸主」。11月
7-11日與劉師母到香港分院
教導「教會領導的衝突處
理」；隨後在亞洲分享異
象；18日在台灣講述「神學
教育-百倍的宣教」專題。

基督神學院八週年感恩餐會於
9月15日，假王朝海鮮餐廳舉
行，主題「神學教育－百倍宣
教」詳情請看感恩餐會花絮。

亞洲負責人高牧師九月中旬
回美述職，參與研討明年分院
各項事宜。

陳若愚牧師：9-10
月於校本部講授「系
統神學三：教會與聖
禮」；10月12日歡慶
女兒爾安出閣；11月
初到亞洲分校講授「
系統神學一」。

孫通牧師：9月中在亞洲帶領
大學生青年夏令營；9月22-29
日在亞洲分校教導「舊約歷史
書」和「講道學」；9-10月於
校本部講授「以賽亞書」；10
月24日起連續七週每週四教導
「實用希伯來文」。

劉英華老師：10月中在校本
部教導「加拉太書」; 11月份
到亞洲二個分院教導「教會歷
史」與「使徒行傳」。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
師：7月7日美國家庭更新協會
家新之友講員；7月14-19日至
賓州帶領“文化實務營-和平
使者工作坊”；9月8-9日帶領
基督神學院同工退修會；11月
中在校本部教導「職場衝突處
理」；12月6-7日將到拉斯維
加斯生命河靈糧堂帶領同工退
修會。

基督神學院「同工退修會」於9月8-9日借Agape天使愛
之家舉行。

共織愛網彼此扶持

謝謝吳怡明醫生慷慨出借溫馨又設備齊全的塲地；藍醫
生為我們預備浪漫晚宴，慶祝劉院長與師母結婚40週
年；更感謝劉哲沛與王蘭馨老師精心策劃與帶領；陳若
愚牧師以聖經勉勵同工；陳慧勤姐妺在性格分析的教
導，使同工彼此更了解與接納，有更美好的服事。

今年暑假特別從台灣請來了“理情專家”武自珍教
授教導「認知改變輔導觀念與技術」，吸引了47位學

林競生＆鍾惠敏老師：9月
15-24日在亞洲二個分院教導
「人際關係與衝突處理」和「
小先知書上」。

2013年基督神學院事工收支
2013年學費與奉獻收入: $293,000(至2013年9月止)
2013年事工支出﹕      $313,000(至2013年9月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年事工尚需經費:   $ 97,000(至2013年12月止)
神學院建築貸款:       $310,000
奉獻可以使用支票或上網使用信用卡。
再次謝謝您的愛心奉獻，代禱與支持。
第十八期 NOVEMBER 2013

生。武老師是知名認知行為心理學家亞伯艾里斯的入
門弟子，有多年實務與教學經驗。教導運用ABCDE架
構來傾聽及反應，幫助分享者走出情緒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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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季博碩士與文憑證書科課程

領

1

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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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季教牧博士課程
代號

課

程

教

授

日

期

EP801

從以弗所書看教會建造

王守仁博士

1/6 - 1/10

PL807

神學議題與倫理

劉志信牧師/博士
陳若愚牧師

1/13 - 1/17

代號

課程

時

間

週一 - 週五
9 am - 3:30 pm
週一 - 週五
9 am - 3:30 pm

2014年春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校本部
校本部

地點

CH511

中國教會史(2 學分)

劉英華博士

2/6 - 3/20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校本部

PC505

EQ 與心理健康(2 學分)

王祈老師

2/7-8，2/21-22

從聖經看人際關係
(2 學分)

3/7-8，3/14-15

NT511

新約神學(2 學分)

劉哲沛博士/
王蘭馨老師
陳若愚牧師

pm - 10 pm
am - 5:30 pm
pm - 10 pm
am - 5:30 pm

校本部

PL522

週五
週六
週五
週六

校本部

PC522

協談輔導(二)
用愛心說誠實話(2 學分)

傅立德牧師

NT519

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
(2 學分)

吳榮滁
牧師/博士

EP502

釋經講道(2 學分)

孫通牧師

4/3 - 5/22
每週二 共七週
(no class on 5/1) 7 pm - 10 pm
4/11 - 4/13
週五 1 pm - 9 pm
週六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30 pm
4/26 - 4/30
週六 9 am - 6 pm
週日 2 pm - 6 pm
週間 7 pm - 10 pm
5/17-18，6/7-8
週六 9 am - 5 pm
週日 2 pm - 5:30 pm

7
9
7
9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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