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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S T I T U T E

十載神恩，同心前行

劉志信牧師/博士
北美基督神學院院長
本文為十週年慶典主題的部分內容

遷移城市。至2015年，城市人口已經佔全國的50%。
從2001年到2011年，10年之間城市的大專以上的學校
數目增加2倍到1500所，大學與專科學生人數從1百萬
增長至5百萬。但傳統家庭教會的傳道人，80%的學歷
仍然為初中或以下。家庭教會越來越邊緣化，與主流的
社會脫節。

2015年北美基督神學院創校十週年，是一個令人
感恩與激勵的里程碑。神學院至今已有130多位畢業
學生，他們在教會、神學教育與宣教機構裡，都有很
好的事奉，拓展神的國度。慶典除了在10月4日有感
恩籌款餐會，並出版了十週年特刊，與《建立生命的
基督教輔導》一書（見第六頁）。更令人感恩的是，
神學院於6月通過亞洲神學協會（亞協）（ATA）認
證，成為正式的會員（見第三頁）。

神學院中文名稱修改 – 北美基督神學院

我曾到不同的城市去，看到許多基督徒大學生畢業
後留在本地，城市教會如雨後春筍地成立。這些新成立
的教會成員多為青年人，教會負責人的年齡在30歲到
40多歲之間。這些教會沒有屬靈長者的遮蓋與帶領，
負責人沒有接受過正規與有系統的神學裝備。但城市教
會的許多會眾具有大專、本科、碩士，甚至是博士學
位。由於傳道人的學歷往往低過會眾，無法擔任牧養的
工作；裝備城市教會的傳道人是當務之急。
北美基督神學院以神學教育裝備城市傳道人，已經
有7年的日子。畢業生不但有社會的高等教育學位，並
且有神學碩士的學位。他們在教會裡負責牧養與管理的
事工，主日講道、輔導關懷、植堂、在神學院與培訓中
心教導。有一個教會和神學院一起成長，在7年內，教
會人數增長超過5倍，從250人增長到1500人，看到神
(下接第二頁)
學教育的果效。

神學院的中文名經過二次的修
改。第一次是2008年，已回天家的于
力工牧師和我加入神學院，開始教牧
博士課程，中文名稱由「基督學院」
升級為「基督神學院」。因著創校十
週年與獲得亞協認證，名稱再次修改
為「北美基督神學院」。原因是，神
學院除了在舊金山灣區的校本部，在
亞洲與香港設立分院。在各處，許多
人都問，你們在那裡？因此，我們
加了「北美」二字來說明神學院的地
點。

塑造未來城市教會傳道人
近年來，亞洲農村的人口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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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神學院董事顧問老師同工義工合影
北美基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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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北美基督神學院

十週年感恩餐會記實
古諺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
的事業，而創校僅十年的北美基督神學院，因著神
的恩典及清楚的使命與異象，分別在北美設有校本
部以及亞洲三個分院，已培育許多神國僕人，忠心
地在神所呼召的崗位上。這十年有風有雨，有高山
有低谷，然而神叫我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
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满全谷。」（詩84:6
）為數算神恩並分享異象，神學院於2015年10月4
日假狀元樓餐廳舉辦十週年感恩餐會。

北美基督神學院十週年感恩餐會
最資深的同工范霏姐妹分享了她十年的心路歷程及生命
的成長（見第三頁），碩士班學生何夫棱弟兄見證神學
院的課程對他的幫助（見第四頁）；「亞洲回顧」的影
片，看到了亞洲分院的發展以及需要，亞洲第二分院的
宋弟兄道出了他的神學教育的夢（見第五頁）。

十週年感恩餐會影片介紹
下午三點，同工、義工及同學紛紛到場幫忙佈
置，恩信教會的弟兄姐妹也陸續到場設置音響；下午
六時，嘉賓陸續已經坐滿了30桌。感恩餐會在主持人
魏開永傳道開場，劉志信院長歡迎嘉賓後展開；在詩
歌「我們以感恩的心進入祂的門」敬拜後，由廖仲捷
牧師謝飯禱告，大家就一起享用美食；音樂貫穿整個
聚會，席間和新朋友寒暄與老朋友敍舊，一年一度的
感恩餐會宛如神學院的團圓日。

最後由院長劉志信牧師分享神學院的異象－－感恩
神十年來的帶領，展望未來繼續走在神的旨意裡，並且
道出神學院的需要；大家在陳士奇牧師的「榮耀的盼
望－切慕主的再來」詩歌中，寫下了對神學院的奉獻，
並許下願意為老師、學生及課程的代禱和參與；最後由
于力工師母切蛋糕，容保羅牧師為我們做祝福禱告，結
束了歡樂的十週年慶典。
後記：我們當晚收到了$65,000元的奉獻。同時另外
獲得了$50,000元的同額倍增的奉獻(matching fund)。
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神的確選召了300位勇士，因為
那晚有300人參加餐會，有接近半數，134個單元參與奉
獻。若以個人、夫婦或家庭來計算，也就是說，幾乎每
一位來的人都有參與。感謝讚美神！
(上接第一頁) -- 十載神恩，同心前行

神學院未來的十、百、千

同工義工在感恩餐會前同心禱告
由董事劉哲沛律師為當晚的節目做感恩禱告，首先
推出的是神學院的「笑臉」影片，其中錄製了許多北美
及亞洲老師、同工及學生，這些年在神學院的得著，一
張張的笑臉感恩著生命的改變；基督徒會堂的樂團及詩
班帶領大家「唱一首天上的歌」及「恩典之路」，把頭
上的烏雲唱不見，為過去的路感恩。接下來播放神學院
「北美的回顧」，看過去十年的蓽路藍縷，許多的照片
帶出許多的回憶；天恩衛理樂團為我們獻上「神的孩
子」及郭宗政弟兄「奇異恩典」的小提琴演奏；然後
2

北美基督神學院

在籌備10週年慶典的時候，一位教牧學博士學
生魏傳道提出，北美基督神學院應該以十、百、千作
為未來十年的前瞻。經過討論後，我們向神禱告，在
未來十年中，北美基督神學院能夠培育以下的神國人
才：
10 位神學院的院長或負責人，
100 位神學教育或培訓老師，
1000 位教會與機構的傳道人或宣教士。
過去十年，北美基督神學院因著神的帶領，完成
了許多神的託付與使命。在未來的十年，我們繼續禱
告神，以「焉知北美基督神學院得著認證的位分，不
是為現今的機會」為託付，塑造神學院院長與培育師
質，使得亞洲可以自己承擔神學教育。同時培育更多
的傳道人，擴展神的教會與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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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有定向－為何要成為ATA會員
2015年6月ATA來函通知，學院的申請認證，在
北美及亞洲的考核已獲通過，學院正式成為ATA的正
會員( full member )，即學院所頒發的學位( 教牧學博
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與文憑、神學學士)
被正式認可。這表示ATA經
過嚴格視察、考核後，對學
院的組織、師資、學制、課
程、學生及圖書館等，都認
為符合ATA的要求，達到一
定的水準。這對我們是極大
的鼓舞和肯定！
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
ATA) 是什麼組織？
ATA成立於1970年，目的是要聯合亞洲各地的福
音派神學院，共同發展福音信仰的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和神學教育。為了達成這目的，ATA在過去
45年，致力推動加强各地神學院的學術研究，提高老
師與學生在靈命及事奉上的塑造，並推動跨文化的普
世宣教事工。他們也致力協助各神學院在制度、課程
和人才裝備上，不斷的力求進步。

顧惠翎姊妹
北美基督神學院特別事工負責人

ATA現有神學院會員260間，分佈於26個國家，包
括24個亞洲國家、美國和澳洲。其中不少是知名並頗具
規模的華人神學院，例如台灣的中華福音神學院和聖光
神學院；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建道神學院和信義宗
神學院；星馬的星加
坡神學院和馬來西亞
浸信會神學院等。
我們作為會員學
院，是成為這個ATA屬
靈與學術大家庭的一
份子，可與其他神學
院在學分和學位上，
得以互相承認、有更
多的交流並力求更進
一步。ATA對她的會
員學院，每五年便會重新評估，之間每年也要審查學院
的報告。我們感謝神，藉着這樣的督促，讓我們能努力
不懈、忠心造就合神心意的僕人領袖。
願主繼續祝福北美基督神學院未來的發展，我們更
深盼有更多主內肢體與教會、更多為本院代禱、並給予
我們支持和鼓勵！

北美基督神學院十週年感恩分享
范霏 姐妹
北美基督神學院行政主任

服事的恩典與祝福
各位牧長，弟兄姐
妹，晚安!
今天我能夠站在
這裡為基督神學院十
週年慶作見證，心中
真是無限的感恩。回
顧十年前，我和先生
兆嘉成為基督神學院
的第一對同工，白手
起家，家徒四壁，我
是真的沒有想過會有今日的光景，只能讚嘆神的作為。
還記得我們的第一堂課只有6位學生，後來有幾堂課被
迫取消，因為學生人數不足；但今年七月武自珍老師的
課程來了60多位學生，我知道神在使用基督神學院。
透過神學院的輔導課程，幫助我了解自己，突破自
己的障礙。十年前的我是個很憂鬱的人，什麼事都想得
很多、很遠，也就有許多的重擔，和個性完全不同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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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常常有許多的衝突。我們也曾經參加許多的夫妻
營會與講座，甚至請了牧師、師母或專家們來家裡輔
導；可是總是好景不常，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故態復
萌。直到我在神學院上課，我泡在每一堂課裡面，神
的話、神的愛及老師們的生命見證就像滴水穿石般，
一點點改變我，破碎我；傅立德牧師的福音神學開啟
了我的心，幫助我更認識神，傅牧師告訴我們，神看
每一個人都是－「你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不論
你多麼糟，多麼爛，我都還是愛你！」這個信息讓我
完全得釋放，我不需要是個完美的人，我可以做我自
己。
記得幾年前我和我先生發生了一次午餐事件的衝
突。神學院開【愛與衝突】課程，有30幾位同學報
名，人很多，我考慮要替學生訂便當，剛好我的另一
位同工出城了，所以我得自己負責全部的行政事情。
因此我問先生：「你說到那一家餐廳訂便當比較好？
」沒想到他回我：「妳又要搞午餐啊？妳還忙不夠
(下接第四頁)
北美基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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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頁) -- 服事的恩典與祝福

啊？他們難道自己不會出去吃嗎？妳不要老是把別人
的猴子往自己身上背。」然後翻身就睡，我心中氣憤
極了，心想「替學生服務本來就是應該的，也是好
事，你為什麼那麼自私那麼沒愛心，自己不願意做就
算了，何必批評我，論斷我」，我覺得好委屈，好冤
枉，所以越想越氣，害我一夜輾轉反側沒睡好。
第二天在神面前禱告時，神讓我透過上課所學到
看到自己的虧欠，學習重新對焦：
1. 我沒有看見先生的出發點其實是愛我的，他怕我太
累了，太多事情了，只是他的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
2. 他在家中已經幫我分擔了許多家事，我才能如此全
時間的投入神學院，我應該 學習感恩 。
3.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凡事總想要面面俱到，但是
神要我量力而為 。
4. 神掌權，雖然我的動機/出發點是好的，但也不一定
要堅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我可以提供學生在學校附
近餐館的資料。
每一次的衝突都是神磨練我的機會，因為自己的
改變與得著，我對輔導課程特別的有負擔，常常禱告
求神賜下最好的輔導老師。神真的非常恩待我們，讓
我們不只可以從北美請來多位專家，也讓我們從台灣
請來專業老師。他們的教導與生命見證，帶給我們莫
大的祝福。10年來我們開了37門不同的輔導課程，幫

院長、各位嘉賓和我親愛
的同學，大家好。
當接到孫牧師的邀
請，代表學生作學習的見
證，我真覺得基督神學院
的師長對我的度量實在是
寬厚。這樣的感受是因我
對信仰的熱情，使得我很
好發問, 因此得了問題學
生的稱號。雖然，發問
能使上課氣氛活潑，也
可能擦槍走火。有回為了「罪人」的問題，和老師槓得
很僵，當晚我很不開心地回家；沒想到，下次上課一開
始，老師先當眾認錯，說出他的反省和檢討。他的態度
對我是震撼，也讓我見識到神如何可以使用一個謙卑的
僕人 。
我帶著一個夢進到神學院，這個夢就是能站講台，
北美基督神學院

在 我 們 學 生
中，有一位姊妹每
次都需要開車二小
感恩餐會服事同工
時來上課，她在神
學院拿到了輔導證書後還是繼續的來進修，她告訴
我：神學院的課程醫治了她，她曾全時間在教會服
事，但是教會發生衝突，她只有負傷離開，好一段時
間她無法再服事，但是這裏的課程幫助她重新省察自
己，再站起來，繼續服事；還有一位姐妹很感激地對
我說：謝謝神學院的課程，我女兒剛結婚，但是小倆
口吵得不可開交，沒想到我學的輔導全都用上了；還
有一對夫妻，因為和孩子的關係不好，因此很迫切的
來學習，幾乎每一堂輔導課都一起來上課，幾年下
來，他們的夫妻關係有很大的改善，而且先生在去年
受洗成為了基督徒。感謝主，我還有許許多多的見
證，無法在這一一陳述，但這就是神給我的最大的印
證；放眼望去，有多少家庭仍在水深火熱，貌合神離
之中？有多少教會是在衝突分裂之中？基督神學院所
開的每一門輔導課，能幫助更多的基督徒生命改變，
更多的家庭和諧，更多的教會和睦，那就是神對基督
神學院的呼召與使命！你願意參與嗎？

何夫棱弟兄
北美校本部碩士班學生

從惡夢到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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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許多同學生命的
成長，改變了許多
人的生命。

為神發聲。然而真的有機會，開始準備講章的過程，
倍 嘗艱辛，這美夢卻成了我的惡夢。感謝滿有憐憫的
神使用基督神學院的課程，大大緩解了這個惡夢。過
去在沒進神學院聽講道時，只感覺這個講員講得好不
好，卻無法具體分析為什麼我會感覺好或不好；上了
課之後，會從講員的信息中去嘗試了解講員的思路，
把他的思路記在筆記中，這些筆記幫助我學習累積了
別人的經驗。
光有經文，卻沒有背景的解說，就像有了身軀的
空殼，卻缺了血肉和氣息。釋經正好填補了這個缺
憾，將經文吹了口靈氣。首先明白作者的時代背景，
和經文帶出來的意義，經文的人物呼之欲出，也對經
文有了正確的認識；接著從聖經神學的角度，看到新
約和舊約的相呼應，看到超越時空的神的心意，這樣
的聯結，很自然要問，為什麼神要給我這段話語？。
俗話說「光說不練，沒有用」，林前13：2有先
(下接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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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ー個夢 - 神學教育夢
我是宋腓力，今天
非常感恩，因為我今天
見到很多我小時候在書
上見到的名字，都坐在
我的旁邊。我很感恩，
在我們當初最艱難的時
候，曾經幫助我們的差
傳機構坐在我的後邊。
我更感恩，就在我立下心志成為傳道人的十四年前，
有位牧師在臺上講新譯本，他就坐在我的旁邊--容保
羅牧師。十四年前當初我只有一百二十磅，現在是一
百九十三磅，一切都改變了，但世界就是這麼小。
那時候我心裡就立下志願，我的同學說我很不現
實，可是我的志願是要做神學教育，我要寫書，他們
說回到你們那邊去吧，所以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
十幾年過去了，我們從非常小的學院做培訓，第一次
三十幾人，我們吃了八個月的洋蔥，因為沒有經費；
我那時候二十歲出頭，我今年三十三歲，講了十五年
道，教了十年神學。一路上有很多艱辛，但是我體會
更多的是：我們的方向到底在哪裡？我們並不是憑著
熱情做事情，我還要憑著方向，也就是所謂的從神來
的異象。
我想想每個基督徒、每個傳道人，每個在事業中

宋腓力傳道
北美基督神學院亞洲第二分院負責人

有增長的人，我們都在作選擇。但要走哪條路，一
定要知道你的方向在哪裡。我在上帝面前所立下的
志向－神學教育，十四年沒變過。2010年在馬來西
亞 舉行的華人神學教育大會遇到劉院長與師母曹老
師，2011年我們一起成了第二分院，開始神學教育
碩士課程。今年北美基督神學院加入亞協，我的夢
想更近一步了。所以我想，我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
選擇，我是選擇在上帝面前立下志向的人。
我現在不是在讀神學，我在讀犯罪學，在田納
西。有人問：你為什麼不接著讀神學呢？因為我要
寫神學的書，我的夢想很大。我不知道能不能做
到，但是我今天看到在座的各位，就發現我的夢想
近了很多。因為你們在座的每一位牧者、弟兄姐
妹、北美的教會都是使這個夢想可以成真的人。因
為這個夢想，不僅僅是我的夢想，也是中國教會的
夢想。我們常講，我們要去訓練傳道人；我有一點
的經驗和體會，中國教會到底在哪裡，我們要往那
裡去。神學教育其實是決定中國教會的發展方向，
是中國教會建造非常重要的基石。今天我們坐在這
裡，不僅僅是吃一頓飯，也不是僅僅是做一個十週
年的慶祝，我們在為這個夢想來貢獻一份自己的力
量。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將我們的勇氣、我們的
精神、我們最大的力量來投入，使這個夢從神的家
能夠開始。謝謝大家！。

(上接第四頁) -- 從惡夢到美夢

知講道之能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更何況，
我們所傳的是生命之道。外向個性的我，曾很自豪
我的人際關係很好；經過在服事當中，被神的管
教，雖是痛，卻還不是很明白應該可以學到的功
課；後來上了實踐神學的課程，我體認到對自我和
他人個性的差異，如何學習適當的運用當代心理
學，從信仰中來幫助一些遇到痛苦、挑戰的弟兄姐
妹。
在服侍中，難免與弟兄姐妹產生磨擦，後續的
處理往往對我們的屬靈生命有極大的影響，這很可
能是我們當背起的十字架。聖靈藉著這門課，讓我
看到自己的問題，使我甘心樂意的向被我得罪的弟
兄道歉。這樣的道歉，釋放了我的心結，也更深體
會基督在加略山上的愛。

2015年1-9月基督神學院事工收支
奉獻/學費收入:
$ 290,000
神學院事工支出﹕
$ 320,000
年度特別項目支出﹕ $
25,000
------------------------------神學院事工結餘:
$ (-55,000)
2015年事工尚需經費: $ 127,00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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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我在基督神學院有這樣釋放的學習
環境來認識基督，也藉著實際生命的應用，來讓我
操練活出基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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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命的基督教輔導》

陳若愚主編/李美斯執編

主旨:
本書滙聚了「北美基督神學院」12位老師在輔導學上的研究心
得，展示了「基督教輔導」的多姿多采，具體的實現了心理學與
基督教信仰的結合，並肯定了精神醫學的貢獻。本書內容豐富，
理論與實踐並重，對教會牧養輔導者，會有實際的幫助和參考的
價值。
目錄
導論
從心理學與基督教的關係說起 (陳若愚)
第1章 全人輔導與健康家庭 (黃維仁)
第2章 「福音神學」輔導法 (傅立德)
第3章 以盼望為本的策略性短期教牧婚姻輔導 (劉志信)
第4章 從馬太福音十八章看教會衝突處理 (劉哲沛、王蘭馨)
第5章 基督徒看精神病學與治療 (徐理強)
第6章 靜觀療法、默觀傳統與心理輔導 (林慈敏)
第7章 EQ—情感智慧與基督徒更新之路 (王祈)
第8章 基督教危機輔導 (劉仁欽)
第9章 認知轉變協談模式：教會關懷事工上的應用 (武自珍)
第10章 行為治療與青少年輔導
(吳子良)
附錄
愛的解析—從深度心理學看愛情 (黃維仁)
北美基督神學院，2015 (375頁)
總代理: 台北天恩出版社；有意購買者, 可親臨或致電神學院 (408)-830-9912

6

北美基督神學院

第二十三期 NOVEMBER 2015

神學院動態報導

故榮譽院長：
于力工牧師/博士
院長/教務主任：
劉志信牧師/博士
副院長：
孫通牧師
神學研究教授：
陳若愚牧師
教會歷史專任教授:
劉英華博士
聖經新約研究教授：
吳榮滁牧師/博士
董事：
黃子斌長老(主席）
黃兆嘉弟兄(財務）
劉哲沛博士(書記）
劉志信牧師
王禮平牧師
林恩波弟兄
許志明弟兄
顧問：
王永信牧師
莊祖鯤牧師/博士
黃維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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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佑邦弟兄
亞洲分院負責人：
高牧師
實踐神學專任教授：
劉仁欽牧師/博士
香港分院負責人：
陳慈嬡博士

•劉志信牧師/師母： 7月到亞洲
二個城市帶領退修會，10月初到西雅
圖帶領約翰福音神學講座，10月中和
師母曹思鳳傳道到二分院教導【婚姻
與家庭輔導】及【羅馬書】，到香港
討論教牧學博士課程，並與3位新生面
談。10月底在校本部教導【教會牧養
與教導】課程。
• 孫通牧師：7月24-26日於羅
省華人播道會帶領退休會，8月1日在
西雅圖華人教會帶領神學講座-屬靈的
智慧，8月14-16日在北區基督徒會堂
帶領釋經講座；9月於校本部講授【舊
約歷史書】及【釋經方法論】；11月
底帶領同工及學生39人『出埃及進迦
南』聖地之旅。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
7月3-5日中西部教會聯合退修會帶領專
題，7月19-25日 在德州達拉斯教會一個
星期的專題講座，8月在正道神學院教導
【親密關係與衝突處理】，9月在校本部
教導【親密關係與衝突處理】，10月於
生命河教牧領袖學院教導【從馬太福音
18章談人際關係衝突處理】，11月9日
洛杉磯華人教會同工聯會分享「捍衛神
國事工」，感恩節長週末在北加基督徒
會堂（CCIC）的冬令會帶領專題講座 。
• 北美基督神學院於基督之家第
五家開始課程，10月23-25日由傅立
德牧師教導【福音神學】，參加的
41位學生都深受感動，反應熱烈。

•陳若愚牧師： 9 -10月間在校
本部講授 【系统神學 II : 基督論與救
贖論】；10月初前往三藩市溢樂華人
浸信會主講神學講座，並在Oakland
十架救恩基督教會主講培靈會。
•劉英華老師：8月至亞洲教導
【系统神學】；10月在亞洲及香港分
院教導【教牧書信】及【福音與中國
文化】。
•劉應鋆傳道：10月在亞洲分院
及其他六個城市教導【教會歷史】與
【希伯來書】。

• 為慶祝創校十週年，舊金山中文
電視台KTSF26安排了神學院的老師及
同工分別接受節目「生命故事匯」之訪
談，分享生命見證；於8月-9月每週主日
10:00 PM 播出。

• 老師及同工們於8月6-7日，分
別於 San Jose 及 Dublin 參加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主辦的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獲益良多。

•北美基督神學院創校十週年慶於10
月4日假狀元樓舉行，老師、學生、同工
及老友新知三百多人參加，詳情請看報
導。

2015年北美基督神學院預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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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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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00 （CD、DVD 與網絡教學和設備費用）
圖書館：		
$ 10,000 （現階段每年需購買書籍）
———————————————————————————————————
2015年所需經費：
$ 514,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支出費用1/5）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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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冬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8

2016年冬春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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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2016年冬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代號

課程（4學分）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PT801

釋經講道進階

吳榮滁牧師/博士 1/11 - 1/15 週一到四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PM810

崇拜理念與聖樂帶領

陳慈嬡博士

代號

課程

1/18 - 1/22 週一到四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2016年冬春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教 授
日 期
時

PC507

21世紀下一代的生命教育
(2 學分)

王祈老師

TT512

系統神學(四)- 聖靈論
(2 學分)
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全人關懷的輔導
持守信心的耶利米
(2 學分)
教會歷史(一)早期教會與
教皇(2 學分)
協談輔導(一)
傾聽他的心 (2 學分)

陳若愚牧師

傅立德牧師

4/15 - 4/17

PL523

從馬太18章看人際關係與
衝突處理

劉哲沛博士/
王蘭馨老師

4/30-5/1 週六/日
5/6-5/7 週五/六

PC527

性別不同的輔導(2 學分)

林慈敏博士

5/13 - 5/15/15

NT522

末世警鐘-啟示錄釋經與
神學研究(2 學分)

吳榮滁
牧師/博士

5/17-21 週二-週六

OT526
CH511
PC521

間

1/23-1/24 週六/日 週五 7 pm - 10 pm
1/29-1/30 週五/六 週六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 pm
2/4 - 3/17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2/27
週六 9 am - 4:30 pm

黃維仁博士
及13 位講員
孫通牧師
3/12 - 3/13
3/19 - 3/20
劉英華博士 3/31 - 5/12

週六 9 am – 5 pm
週日 2 pm – 5:30 pm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週五 1 pm - 9 pm
週六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6:00 pm
週五 7 pm – 10 pm
週六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 pm
週五1 pm – 9 pm
週六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6:30 pm
週二-週五 7 pm–10 pm
週六 9 am – 6 pm

北美基督神學院為加州高等教育局(BPPE)核准的非營利神學
院，頒發教牧博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與學士學位和

地點
校本部
校本部
基督之
家五家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亞洲神學協會（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會員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招生中。設有獎學金，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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