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4 7 De Guigne Drive, Sunnyvale, CA 94085

塑

造

當

代

基

督

Tel: 408.83 0 . 9 9 1 2

徒

領

Fax: 408.830.9913

We b : w w w. c l i g l o b a l . o r g

Email: CLIadm123@gmail.com

第二十四期 FEBRUARY 2016

袖

北 美 基 督 神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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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層研讀，生命必然開枝散葉
從編輯角度看《建立生命的基督教輔導－－教會中的牧養關懷》

天恩出版社李懷文姊妹
（本書執行編輯之一）

2. 二者可以結合：互相配合、修正、補足。
3. 二者可以結合，但以建立「基督教心理學」為目標。
4. 二者可以結合，但以「靈命更新」為進路與目標。
5. 二者是互相對立的：「聖經輔導」只用聖經，不用心理學。
如此才能以「先建立好的平衡眼光」進入正文十章內容。

一目了然，層層相連
目錄的呈現清楚明確，不用猜測，章題即課題，可作為課程表
及學習階段清單 ：

這是一本「書名即立場、章名即主旨」的好
書！
以「建立生命」為主軸，「基督教聖經」為基
底，「輔導」為功能；從目錄便知正文包含十位教
師的章題，則是從「教會中的牧養關懷」開枝散葉
成十類輔導課題。
編輯在製作過程中已觀察到各章結構緊密、段
落井然、層次分明，隨著文路讀入，每一章皆極其
豐富、精闢。

基礎觀點，力求平衡
翻開本書的第一步，定要先詳讀主編陳若愚牧
師的「導論—從心理學與基督教的關係說起」，先
從「心理學與基督教神學：五個觀點」切入：
1. 二者在「不同層面」作研究：應各自運作、
彼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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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人輔導與健康家庭
2.「福音神學」輔導法
3. 以盼望為本策略性的短期教牧婚姻輔導
4. 從馬太福音十八章看教會衝突處理
5. 基督徒看精神病學與治療
6. 靜觀療法、默觀傳統與心理輔導
7. EQ—情感智慧與基督徒更新之路
8. 基督教危機輔導
9. 認知轉變協談模式：教會關懷事工上的應用
10.行為治療與青少年輔導

五層區塊，分別進修
編輯以先睹為快的佳機，分享本書對下列五類對象的助益：
1. 牧者：主任牧師、區域牧師等先建立整全的理念意識，才能
建立牧養團隊（小組長等）同心同行。十章的順序加附錄，也相當
於須逐步養成的順序。
2. 輔導：包含正在諮商、輔導專業領域的教師、學生及從業人
員，為使工作更寬廣、平衡。十章的正文及附錄均富強化功能。
3. 長執：為幫助牧養團隊、活化會友之間聯繫、協助行政機制
更有效率，第1、4、7、8章為必讀範圍，其餘為輔助。
4. 主日學教師：為幫助學生進深、強化教師帶領能力、協助教
育果效更加顯著，第1、2、5、6、9、10章為必讀範圍，其餘為
輔助。
5. 神學生：學習期間及早裝備牧養、輔導的能力。已是「輔導
科組」者，全部必讀；正在輔佐牧師、配合教育、帶領團契或小組
者，可從第1、2、4、7、8章入門預備，其餘第3、5、6、9、10
(下接第二頁)
章可配合服事範圍而學習。
北美基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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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神學輔導法

傅立德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教授

輔導事工──心理學與神學的整合
雖然我們離一個全面
解決方案還遠，但令人興
奮的是，這些探討已醞釀
在基督徒輔導界中，開始
勾劃出一個結合心理和神
學的輪廓。在《有效的聖
經輔導》(Effective Biblical
Counseling, 1977)這本書
中，Crabb提出了他取名為「奪取埃及人的財物」（參
考出12:35-36）的初步整合模式。根據這個模式，基
督教輔導檢視一般心理學所提供的，從其中選取一些有
用、有價值，並與基督教信仰協調的材料加以運用。
雖然Crabb從這模式所發展出來的具體輔導理論仍然不
平衡，且非常簡單，但他的模式十分有用，且有希望
作進一步發展。在《心理學與神學的整合》(1979)一
書中，John Carter 和 Bruce Narramore已經向前推進
一步，提出了「結合」的模式，並大量汲取了William
Hulme（1956）的基本命題：「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
理」。我覺很有意思，因為上述兩個領域似乎都有很好
的神學基礎，特別是從路德的神學觀點去看。馬丁路德
很喜歡的一個神學概念是「隱藏的神」和「顯明的神」
的區別。他喜歡說神在繩子、水和火裡面。可是，若你
試圖在這些東西裡去找神，繩子會絞死你、水會淹沒
你、火會燒燬你。但假如你去神選擇顯明祂自己的地方
（在耶穌基督裡）找祂，你將會發現，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能為你所用，給你祝福──你可以用繩索運送水，用
火煮沸，為你的家人做晚飯。
神就在祂的整個創造裡，而這創造包括心理學研究
的範疇。這創造有自成一格的美善，我們基督徒不一定
需要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嘗試重建一個心理學，或用特定
的聖經經文來將們所有的輔導合理化。然而，當我們在
基督耶穌裡認識神（路德稱這為「神的右手」），我們
就能充分使用神所賜的創造（路德稱這為「神的左手」
）。神救贖我們的目的是要我們管轄祂的創造，包括心
理學。當我們在基督裡，我們有希望在輔導事工上，能
分辨運用心理學裡的好禮物帶給人醫治和成長。「屬靈
的人能看透萬事」（林前2:15）「因為萬有全是你們
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林
前3：21-23）教牧輔導，正如其他許多領域一樣，像神
左手是為了祂的右手做工；讓我們用神創造的禮物 （ 心
理學）帶出福音的禮物（神學），去幫助一切有需要的
人。
循此途逕，可以導致我們在教牧輔導與心理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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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上，提出一個初步的構想。也許我們可以說，教
牧輔導的程序層面，可以借用認知療法（Cognitive
Therapy）的基本結構模式，但在內容、目標和價值觀
等層面，則應來自神特殊啟示（即：聖經）的具體教導
和規範。近年來，認知療法的心理諮詢與治療領域是個
令人振奮的新發展，因為許多輔導員覺得需要找到一個
更強有力的技巧來加強（並非取代）基本的輔導技巧，
如同情、真誠、以及無條件的正面關注等。認知療法是
基於一個發現，即是教導人們去改變他們對自己所說的
話（可稱為「自我陳述」、「內在語言」或「認知」）
；這對改變人的情緒、行為和人際關係是個非常有效的
方法。根據聖經信念，「心靈」是許多行為與事物的關
鍵；因此，這種治療方式很吸引人。心靈不再「昏昧虛
妄」（參考：弗4:17-19），乃是更新變化（參考：羅
12:2），而人的「思念」正確，是平安喜樂、神同在的
關鍵（參考：腓4:8-9）。
(本段節錄自《建立生命的基督教輔導》47-48頁，傅立
德牧師著，顧惠翎姊妹譯）

(上接第一頁) 分層研讀，生命必然開枝散葉

分別研讀，合一建造
這樣，一個教會，也能在「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的
恩賜分配下，平衡地造就每一區塊的慕道友、初信者成
為門徒；門徒再彼此建造，讓生命種子繼續成長而開枝
散葉；基督徒先穩固根基，才有智慧和能力再去幫助非
基督徒走過生命低谷與風暴。
本書實在適合且需要各教會按層次、區塊、領域，分
別研讀，卻是合一建造。看似分工，實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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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患者及其家屬之全人關懷

北美基督神學院教牧博士畢業生

亞洲關顧中心教導記
全人關懷－福音禾場
2015年十一月，我有機會到亞洲第一分院所屬的
關顧中心，教導【臨終關懷
與哀傷輔導】，學員約70
人，有年輕的與年長者，並
且多數是教會的領袖 。他們
很希望這門課可以幫助教會
裡的肢體、療養院的老人以
及末期與臨終患者，並將基
督教的福音傳給患者及家屬。對臨終患者及其家屬之
全人關懷是現今社會極需要的，同時是教會擴展福音
事工一個廣大的禾埸，也實際回應主耶穌基督的大使
命。
學生們渴慕來學習的精神，實在令我敬佩。他們全
是下了班趕來上課，並且外面天氣冷到零下十三度，
下雪及地面結冰，在這風雪與嚴寒中，課程中人數不
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並坐滿了整個教室還不夠座位。
課堂裡他們專心學習，踴躍發問討論，非常認真，連
中間的休息時間都不願放過。看到他們對主耶穌的
愛，我不能不認真、小心地與他們討論及切磋，並將
自己所知以及所有的講義留給他們，以後能繼續學
習。
世界衛生組織推動安寧療護，對臨終患者和喪親者
之身心靈照護非常重視。但是華人族群對這門課的認
知確實很少，在這方面的資訊不多，也幾乎沒有此類
課程，所以是很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協助及教導。

基督的愛－服事心腸

方小盼牧師

病房或是患者家裡傳耶穌基督的福音，但卻沒有得到好
的結果。經過一星期學習，他們深深地領悟到，惟有帶
著耶穌的愛與耶穌同工，方能成事！

生老病死－有主相伴
是的，每個人的一生中會遭受生老病死與生離死
別，經歷無法避免的悲傷和失落，特別是面臨死亡無法
醫治的病人。死亡的終局是明顯卻又十分可怕，但當人
們否定死亡的意義時，生命也失去了它的趣味和意義。
許多人活在沒有支援群體的生活中，他們將獨自面
對死亡，不知將自己交托，也不知道交托給誰。因此，
需要基督徒有耶穌基督的愛來傳遞給臨終者與哀傷者，
幫助他們得到交托，並幫助臨終患者做到與神、與人、
與自己的關係和好，最後能與親人「道愛、道謝、道
歉、道別」，知道他將在永恆的盼望中與親人再相見而
平安離世，對喪親者也可以走出哀傷的幽谷。

教學相長－榮耀歸神
這次的教導給我很大的激勵。以往我在講臺講道，
或一對一的輔導，皆是我一人在說，或是一人在聽。這
次的教導，是我獲得教牧博士學位後，以自己博士論文
的部分內容第一次教課。沒想到引起學員們對這門課的
認同，並看到教會所面對的難題與需要，因此學員們在
課堂上有許多的討論與切磋，不但是他們有所得著，更
因為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的回應與領受，使我也更有所
得。因著主的愛興起這事工，也響應了信徒們對主的回
應。感謝讚美主，榮耀歸神!

第一次見到患者及家屬該如何開口，而能讓臨終病
人與家屬願意和你溝通，這是最困難的。有弟兄提到
因怕說錯話而不敢去探望患者；有姊妹因著課堂的學
習，改變對患者的問候而得到良好互動，更增加服事
患者的信心。
在課堂上我們有分小組討論以及扮演患者、家屬與
關懷者角色的演練，學員們都很認真地互動，之後每
小組皆有代表回應。基督徒的幸福是因為耶穌在離開
世界之前給我們一份平安，所以當我們去探望病人的
時候不應該急著傳福音，而是讓病人如何感受到主的
平安。
一個人臨終時，仍然很清醒，最在意的是他的身邊
有沒有人陪伴他，當你陪伴他就是讓他感到平安。很
多人以為自己滿有熱情與愛心，就可以到醫院的臨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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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之旅 - 分享園地
「 出埃及進迦南 」 的聖地之旅，計劃籌備
了將近一年，反應熱烈，5月底即爆滿，一切
都算平順。直到臨行前，恐怖份子在埃及炸了
一架俄國飛機，又發生了巴黎事件，剛好都是
我們會經過的地方，引起一些團員及家屬的擔
心，因此有人退出，有人改道，最後37人憑著
信心出發。我們的行程刻意先到埃及，再到約
旦，最後進入以色列，為著是體驗以色列人當
時出埃及進迦南的心境。
這一趟旅行充滿了神蹟與祝福，可以說是 「
天時，地利，人和 」 。上西奈山看日出，山
巒雲海一覽無遺；到了尼波山，遙望應許之
地，導遊說他帶團18年，從來沒有那麼晴朗
清澈，甚至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直到最後前往
機場時，才開始飄下毛毛細雨。全團的團員都
很可愛，很融洽，有弟兄姐妹相繼生病，大家
集中藥物幫助他們；有姐妹爬西奈山時走不上
山頂，二位弟兄義不容辭護送她回中途的休息
站，再往回爬上山頂。我們也有最優秀的當地

編輯組
北美基督神學院

導遊，埃及和以色列導遊是大學的博士
生，而約旦的導遊還參與編寫介紹約旦聖
經景點的書籍。
這真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旅遊，我們上
（西奈）山、下（死）海、騎馬、騎驢、
坐駱駝，在加利利湖上敬拜神，不僅體驗
不同的嘗試，更重要的是跟隨耶穌的腳踪
行。在以色列的六天從該撒利亞、迦密
山、米吉多到加利利湖，又到但、該撒利
亞腓立比及黑門山，再經約旦河耶穌受洗
處、伯珊、昆蘭、死海，最後到達耶路撒
冷。以往聖經的地名只是地圖上的一點，
聖經的故事「好像」一個傳說，直到我們
的腳踏在以色列的土地，走耶穌走過、住
過或經過的地點時，知道我們的信仰是有
歷史的見證，也更能體會耶穌的一生是為
了我們。最後一天我們在花園塚領聖餐，
全心地敬拜，聖靈深深感動我們的心，立
志與主同行。

廖佳音姐妹（北美基督神學院學生）
夜空下的西奈山是我從未有的體驗，望著繁星點點的星空，雖然孤寂
著與駱駝前行，心中卻不住地唱詩讚美禱告，阿爸父的愛是如此的真
實同在；離開埃及進入約旦，行前的匆忙狼狽，短短不到10分鐘收拾打
包行李，神再一次讓我們感受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景況…；從尼波山上
遙望應許之地，思想摩西一生順服的心情，而我又做到多少呢！該撒利
亞、迦密山上、約旦河，昆蘭山洞、加利利湖、死海、隱基底…，在每
一個聖經景點，我常常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想像著幾千年前的景象，神
的話語是如此的真實。當夜幕低垂時進入耶路撒冷，孫牧師播放聖歌－
The Holy City，我的內心早已澎湃，淚水無法止息。耶路撒冷啊！耶路
撒冷啊！神的恩典豈是我這不配的人所能承受的，行走在耶路撒冷山城
中，無法想像耶穌在二千年前也曾經留下足跡，而今日的我是何等的蒙
福啊！
旅程結束至今，心情還是激動不已，每次讀經禱告對 神的話語更加渴
慕，回想這兩個星期的旅程，從頭到末了 神的恩典滿滿；不但保護我們
平平安安的回來，更保守我們在每一個景點都充滿喜樂。能成為 神的兒
女是何等有福，能享受 神的恩典更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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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袁受恩 夫婦（庫柏蒂諾基督徒會堂）
感謝神！有幸參加了基督神學院舉辦2015的聖地之旅，也圓
了多年讀萬卷書（聖經）行萬里路（聖地）的心願。這次寶貴
的經歷，如同看見三千五百年前耶和華神帶領摩西與神的子民
出埃及進迦南的盛況。雖然我們又搭飛機，又乘遊船，並一路
坐遊覽車，仍舊在曠野大大小小的石地中，親身體驗到唯有耶
和華神，能叫百姓四十年中衣服鞋子都不穿破。 而且也認識到
在乾燥又惡劣的環境下，難怪以色列人抱怨沒水喝沒肉吃。求
神憐憫，連我們自己在舒適的旅程中也曾怨天尤人，這才醒悟
到不分年代，人的信心是何等的軟弱。
讚美神！進入以色列之後卻是天壤之別。我們看見黑門山甘
露的甜美，在迦密山頂望見米吉多平原的富庶，更看到以色列
民所受的多重挑戰與神所賜治國的智慧與能力。最享受的是在
加利利海的船上－唱詩、讚美、敬拜，在耶穌墓園旁的感恩守
聖餐，以及幽默的亞伯拉罕及他帳篷中所招待豐盛的地中海式
大餐。
回想兩週的行程，要再次感恩，
雖然身體疲憊，但是更興奮的是我
們在靈命上的經歷與增長，看見唯
有神對他百姓是何等的有大慈愛、
大憐憫。我們縱然可以失信，但是
神卻是從不失信。祂是可信、又真
又活的神！

林淑媛姐妹
（北美基督神學院同工）
在耶路撒冷教會有位弟兄分享，他
剛移民到埃及時，正好遇到埃及人民
到處示威暴動，試圖推翻腐敗的政府。那時神給他二個
字：「震動」，因為神要震去可朽壞的，留下不能震動
的。他說這幾年埃及信主的人數，超過過去幾世紀。讓
我們記念以賽亞書19章提到神對埃及的揀選。
在約旦的安曼拜訪宣教士朋友，她說：約旦是個很
小、很窮的國家，卻是全世界第二大難民收容國；這是
中東少數對基督教稍友善的國家，請為國王禱告。
以色列的導遊師母說：以色列不缺金錢，不缺聰明的
頭腦，不缺高科技現代化；以色列缺朋友。請為以色列
能認識耶穌是彌賽亞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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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瓊姊妹（慕主先鋒教會）
在西奈山上等日出時，弟兄姐妹非常享受一起唱詩敬拜。當
時，我被神的靈充滿，似乎深深地體驗到，摩西那時所經歷的
神的榮耀，靈裡的喜樂無法言喻；下山的3個半小時，我一路
唱詩走回去。信主20多年，參加過無數敬拜讚美神的特會，這
次神與我是那麼的靠近，不需要藉著樂器或其他外在的東西，
使我能享受與祂的同在；甚至回到美國，這感動仍久久持續。
到以色列北部該撒利亞腓立比（馬太福音16章），看到滿山
的石洞，（以前石洞內放了許多偶像，是當時以色列人隨從外
邦風俗拜偶像的地方之一），心裡很震撼。在這裡，耶穌提到
教會要建立在磐石上，這磐石就是主自己，因為祂的權柄遠遠
大過於這些陰間（偶像）的權勢，如今這些石洞中的偶像已不
復見，只有耶穌永遠長存； 使我禱告時更有確據，深信我禱告
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
也要釋放。
當我看到高大的芥菜樹，很驚訝芥菜
種子是那麼的小，似乎神提醒我，即使
在我軟弱、信心小如芥菜種的時候，神
仍垂聽我的禱告；神從來沒有嫌棄我，
他要祝福我，讓我的人生像一棵大樹，
成為他的見證。

藍英萍姐妹
（北美基督神學院學生）
最讓我終生難忘的是半夜上西乃山。
騎著駱駝，走在曠野中。四周環繞著是
光禿禿、大小崢嶸的石頭山；我走在摩
西數千年前，去見他所愛、所盡忠又敬
畏的神的道路上，我說：「 神呀，我在
這裏，祢是如此的真實，我知道祢也在這裹。」在山頂就只有我們這
一團，我們靜默，我們歌詠，我們被聖靈澆灌，更被神創造的大能與
信實所震憾。尼波山是神帶摩西去的地方。那裡我們可以遠眺迦南平
原甚至耶路撒冷城等地。我們領會到神的信實和保守,尤其神對以色列
人的不離不棄，以及對摩西那公義和憐憫的愛。舊約在眼前都活起來
了。
在以色列，我們到耶穌誕生的伯利恆，成長的拿撒勒，作工的迦百
農，行走的加利利海邊，更到了耶穌最後終點的耶路撒冷城。行程的
後半段，每天都沈浸在耶穌的生命裏，最後結束在耶穌的苦殤路。那
十四站，止於空的墳墓；耶穌是復活了，在我們的心中與生命裏。腳
走過耶穌的最後行蹤，心中盼望我們的生命也真能跟從 主的腳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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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主題與院長的話

劉志信牧師/博士
北美基督神學院院長

主題：「得了位分，是為現今」（以斯帖記4:14）
經文：「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創校十週年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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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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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惠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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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提摩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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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北美基督神學院創校十週年，一個感恩的里程碑。有幾
件大事值得回溯：
1. 亞洲神學協會（亞協，ATA）認證通過，成為正式會員。認
證的學位包括教牧博士、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與文憑，與神
學學士，地點包括北美與亞洲的二個分院。
2.《建立生命的基督教輔導–教會中的牧養關懷》輔導書，8
月份出版以來，非常受讀者的歡迎。
3.《創校十週年特刊》於10月出版，數算創校十年的恩典。
4. 「十載神恩，同心前行」慶典與籌款晚餐於10月4日舉行，神的榮耀在會中彰顯。
得著王后的位份
北美基督神學院能夠在創校的第10年，並且在短短2年多，從策劃、申請到通過亞協的認證
成為正會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誠然老師、同工、董事與學生們都盡心盡力，但能夠順利
通過認證成為會員，實在是神的恩典與憐憫，神學院就像是得著了「王后的位分」。以斯帖記
提醒我們，「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
什麼是現今的機會?
主耶穌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
莊稼。」(路10:2)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4:35）
對北美基督神學院而言，這二節經文告訴我們，「現今的機會」就是在北美與亞洲為主塑
造更多的傳道人與僕人領袖，成為收割的工人。從時間的急迫性而言，收割就是現今，不能再
等候，因為莊稼已經成熟了。
珍惜神賜的位份
以斯帖記也提醒我們，北美基督神學院若不珍惜這個位份，神會興起其他的人來收割，甚
至我們在其中也要失落了。
北美基督神學院的異象是，「塑造傳道人與僕人領袖，服事骨肉之親；以神學教育宣教，
實踐大使命。」從2005年創校，十年以來在北美與亞洲已有130多位畢業生。在校學生超過
125位，包括北美的教牧學博士與碩士生50多位，亞洲二個分院碩士生60多位，與香港的教牧
學博士生15位。神學院秉持「以神學教育宣教」的異象，在亞洲的分院仍然不收學費。
北美基督神學院在北美與亞洲的神學教育事工，有很好的發展與很大的果效。讓我們迫切
地同心禱告，把握這個位份，在2016年造就更多的收割工人。謝謝您一直的參與與支持，願一
起盡心竭力為神的國度打拼！

2016年北美基督神學院預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330,000 (校址建築，水電，日常維護費用與貸款利息，五位非
                                  全職教授，六位非全職同工，老師與同工國內經常費用）
亞洲事工：
$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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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所需經費：
$ 520,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支出費用 2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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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動態報導
「同額倍增」奉獻（Matching Fund）
感謝神的恩典，有一對愛主的夫婦，願意在2016年初以「同額倍增」(Matching)的方式來奉獻一筆金
錢，支持學院的亞洲新事工。「同額倍增」的金額為2.5 萬元。誠摯邀請您來参參與這擴展神國度的事工!
•劉志信牧師/師母：2月份在「今日華人教
會」雜誌刊登「以神學教育
宣教-走一條新路」文章；3
月底至4月中到亞洲第一分
院教導【改變生命的基督徒
教育】，第二分院教導【教
會的牧養與教導】；7月底
到韓國首爾參加「2016年亞洲神學協會大會」，分
享華人神學教育；8月份開始6個月安息年假。
•孫通牧師：2015年11月30日-12月13日帶領
36位學生、同工與教會弟兄姐
妹「出埃及進迦南」聖地之旅；
今年2月27日將在基督教輔導
關懷特會中帶領專題講座—【
從聖經看家庭的影響】；3月在
校本部講授【持守信心的耶利
米】；3月5-6日與師母一起帶領
Sacraemento恩典教會特別聚會；4月29日-5月13
日到亞洲兩個地方教導【舊約歷史書】。
•陳若愚牧師：2-3月間在校本部講授【
系统神學 IV : 聖靈論】;
2月27日在基督教輔導關
懷特會中帶領專題講座—
【基督徒應否追求快樂】
。
•劉英華老師：2015年11月11日在正
道神學院帶領【基督教與
近代中國思想的碰撞】專
題講座。2016年1月在亞
洲教導【中國教會史】與
【加拉太書】；3-5月間在
校本部教導【教會歷史（
一）:早期教會與教皇】。
•范霏姐妹：3月到亞洲二
個分院教導
【 愛 與 衝
突】並且帶
領一天的夫
妻 關 係 培
訓。
第二十四期 FEBRUARY 2016

•1月9日神學院北美校本部舉辦講座-【聆聽
與省察-屬靈辨別的理念與實踐】,由香港中國宣道
神學院教授黃韻妍博士主講。約80 餘人坐滿神學
院的教室，滿懷期待來學習如何聆聽神的聲音和
明辨/省察祂的心意；三個小時的教導，好像剛剛
入了門就結束了。期盼有這方面的課程可以深入
學習。黃博士提醒重視古老的靈修藝術－安靜。
主要介紹的是依納爵（Ignatius）的屬靈分辨（
discernment）。但講座的重點不在於哪些思慮感
受來自聖靈
或邪靈，而
是讀聖經和
默想自己
情境中的
應用。上
半場著重聖
經真理與靈
修學簡介；
下半場實際
操練應用，以安靜、深呼吸、聆聽經文、默想、
默禱…，進入經文情境，全心全意注視神、享受
神、聆聽神。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1月9日在洛衫磯
國語浸信會帶領社區和睦專
題講座【溝通全壘打】。2月
13-15日帶領北加州第一屆的
【愛與衝突夫妻和睦營】；2
月27日在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
中帶領專題講座【化解衝突的
四大法寶】及【愛在衝突交會
處】；3月10-12日在南加參與【華人家庭事工策略與
實務研討會】，4-5月在校本部講授【從馬太18章談人
際關係與衝突處理】；5月28-30日帶領南加州第四屆
【愛與衝突夫妻和睦營】。
• 北美基督神學
院12位老師撰寫的 《
建立生命的基督教輔
導 》 一書，在2015年
八月出版後，頗受歡
迎，台灣初版已銷售
一空，目前正在二版
中。

• 2015年11月
30日-12月13日北
美基督神學院37位
學生，同工與教會弟
兄姐妹「出埃及進迦
南」聖地之旅，獲益
良多……詳情請看報
導(第4頁)。
北美基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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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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督
徒
領
袖

2016年冬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代號

課程（4學分）

教

授

EP820-4

釋經講道進階

PM810-1

崇拜理念與聖樂帶領 陳慈嬡博士

代號

課程

日

期

時

間

地點

吳榮滁牧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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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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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500-7 21世紀下一代的生命教
育
(2 學分)
TT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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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533-1 持守信心的耶利米
(2 學分)
CH500-4 教會歷史(一)早期教會
與教皇(2 學分)
PC520-1 協談輔導(一)
傾聽他的心 (2 學分)

王祈老師
陳若愚牧師
黃維仁博士
及13位講員
孫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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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英華博士

3/12 - 3/13
3/19 - 3/20
3/31 - 5/12

傅立德牧師

4/15 - 4/17

PC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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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505-3 性別不同的輔導(2 學
分)

林慈敏博士

5/13 - 5/15

NT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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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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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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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北美基督神學院

網址:www.cliglobal.org

電話:(408) 83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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