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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滿脂油的神學路徑—退休感恩
數算神恩惠
再次翻開北美基督
神學院「創校十週年特
刊」，一篇篇地讀，
眼睛不禁開始濕潤。
我在神學院服事已接
近9年，年齡也過了70
歲；經過禱告後，一年
多前就安排從神學院
退休，在半年的安息年後，於2017年二月底就正式退休
了。「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神不但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更讓我看到了一幅圖畫：雖
然神學院的路徑有高山與低谷，歡笑與眼淚，甚至有很多
睡不著的夜晚，但神在路徑上滴滿了脂油。學生與校友如
草場上的羊群，佈滿了神州大地；他們服事的教會與宣教
工場，長滿了五穀，果實累
累。“神學院的老師、同工與
支持者，歡樂的環繞著聖山”
。（參詩篇65: 11-13）

脂油的路徑
2008年初，當我決定離
開牧養了5年的華人教會時，
我告訴「基督學院」的院長
成牧師，他是我從平信徒到成
為傳道人的牧師。他隨後二次
到家中邀請我加入學院事奉。那時，我和師母常和于力工
牧師與師母一起午餐，他提及有個心願要創立教牧學博士
班。我與成牧師一同和他討論這事，並建議他一起加入。
我回應了神的呼召，和于牧師在7月正式加入學院任副院
長，負責教牧學博士班。同時，將「基督學院」升級為「
基督神學院」。
2009年底與2010年，是神學院最困難的時期。年底
成牧師離職，次年3月于牧師以90高齡回天家。我接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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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信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前任院長

院長。同年底，我們敬愛的蕭保羅教授，因心臟病60歲就
蒙主恩召。一連串的打擊，神學院幾乎一蹶不振，許多人
都認為神學院將不能繼續。
2011年中我獲得正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學位後，接
任院長。神給我一個看見，將原來的異象延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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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踐雙翼理念：「北美與亞洲神學教育並
重；聖經課程與實踐課程並重。」2012年開始走向正規
化，擴張帳幕。除了原有的第一分院，我們在亞洲開始了
第二個碩士班分院，並在香港建立教牧學博士分院。以「
神學教育宣教」的異象成為神學院的特色。
2015年是神學院最感恩的里程碑，6月份在全體老
師、同工、董事、顧問，支持者、學生與校友努力下，通
過「亞洲神學協會 (ATA) 」
的認證，成為正式會員。我
們得著「王后的位份」，得
以和亞洲，台灣，香港，東
南亞，甚至北美許多的神學
院，互相承認學位與學分，
相信這一切都是為現今更好
的服事。

歡樂的小山
北美基督神學院像一個
家。我要感謝董事會主席與董事、以及顧問，每一位老
師 、同工、義工，一起建造神學院，他們都是盡心盡力地
以宣教的心志服事或教導。我感謝每一位學生與校友從開
始就憑著信心到神學院就讀。我更要感謝個人與教會支持
者，特別是幾位企業家，他們用代禱與金錢奉獻來支持，
使得神學院財務不缺乏。我也要謝謝正道神學院，尤其是
蘇文隆牧師，他們以師資與論文寫作法幫助我們建立教牧
學博士課程，也到亞洲分院教導。
(下接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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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滿脂油的神學路徑—退休感恩(續)
(上接第一頁) 滴滿脂油的神學路徑—退休感恩

恩典的冠冕
但我最要感謝的
是我的師母曹思鳳傳
道，她也68歲了。9
年來，她不但是神學
院的同工，並且從不
間斷地和我一起在美
國、加拿大、亞洲與
香港的每一個角落奔
跑，在分院與不同的
神學院教導。一開始
的時候，她說是我的書僮與備胎，其實她是去照顧我，
同時也是保護我。但第一次就被邀請到教會去教導親子
關係，帶領姐妹團契，與訓練兒童主日學老師。雖然她
曾獲得基督工人神學院的基督教研究文憑，但受到了衝
擊，回來後在基督神學院讀完了教牧碩士。再去的時

期許與祝福

候，她幫我教下午的第一堂課，讓我能夠充分午休。再
下次，她被邀請去主日講道，把她嚇壊了；回來，她開
始進修教牧學博士課程。現在她不但可以勝任教導碩士
課程，也被邀請
在營會裡講夫妻
關係、婚前交友與
情緒處理的專題。
我更感謝神，讓我
們有好的體力，心
力、靈力與智力，
裝備許多傳道人。

有人問我，退休後要做什麼？我和三位美國
總統同年：我50歲時，克林頓50歲當總統；我60
歲時，小布希60歲當總統；我70歲時，川普70歲
當總統。正如中國古彥「人生70才開始」，除了
含飴弄孫與旅遊，我會繼續在不同的
神學院教導，並協助一些台灣與國內
的神學院走向正規化；我也會在不同
教會講道、訓練核心同工，並以顧問
牧師的身份牧養。我還有一個夢：寫
一本華人神學教育的書。
最後，我祝福，也相信北美基督
神學院在神的引領，並在年輕有為的
孫通牧師、同工與董事會的帶領下，
有更好的成長，更加的興旺，培育更
多的神國工人、傳道人與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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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以「同額倍增」(Matching)的方式來奉獻一筆
金錢，支持神學院的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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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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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與祝福

異象傳遞

黃子斌長老
北美基督神學院董事會主席

劉哲沛律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董事

八年前，基督神學院創辦
人突然辭職，劉志信牧師接受
董事會邀請，先是代理院長，
後來更辭去牧會工作，成為基
督神學院院長，我得以與劉牧
師夫婦一起同工。

2005年「北美基督神學
院」登記成立時，最早的異象
是：「裝備華人基督徒領袖，
提供神學教育，重視關懷輔
導、婚姻家庭及衝突處理之實
用課程」。在北美地區學院剛
開始時以裝備平信徒領袖為
主，特別注重信仰的實踐，幫
助信徒確立與神的關係，發展
健全的人際關係，使教會成為
榮神益人的一盞明燈。北美基
督神學院亞洲分院則是一開始就以訓練能講道、牧養的
傳道人為目標，設立碩士學位，至今已有兩屆70多位畢
業生。北美校本部後來也發展為正式的神學院。

劉牧師對華人神學教育充
滿熱忱，推動北美基督神學院
的事工不遺餘力。八年來，學
校不斷擴展，除了原有的碩士
科、文憑科，還增辦了教牧博士班，同時在亞洲也加增
了兩個分院。在北美除了校本部以外，學院也多次差派
老師到不同的地方教導當地的學生。除了「擴展疆界」
之外，劉牧師還推動學校正規化發展，2013年學院在
加州教育局 (BPPE) 立案獲准頒發高等學位，2015年申
請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通過認
證成為正式會員。北美基督神學院雖然只有短短十年歷
史，在人力財力都很有限的情況下，能得到這些成果，
要感謝神的鴻恩，而劉牧師的努力更是功不可沒。
講到劉牧師的努力，就不能不提劉師母Jenifer的擺
上。過去常有機會和劉牧師夫婦一起午餐，聽到師母說
劉牧師從早到晚都在忙神學院的事，她擔心劉牧師的身
體，又擔心他常出門在外沒有人照顧。後來劉牧師外出
教導或開會，師母都會跟他一起去，說是幫忙提包包做
書僮，之後她就讀教牧博士班，再去的時候，就跟劉牧
師一起配搭做教導及輔導學生的工作。這幾年來他們的
足跡遍亞洲各地，同心事奉。
現在劉牧師從北美基督神學院院長的職位退下來，
相信他是退而不休，因他對神國事工的負擔與熱忱並沒
有因為年齡漸長而減弱。祝福他和師母同心攜手，繼續
走在事奉神的道路上；也祝福他們有從神來的智慧，恩
典與日俱增，路徑都滴下脂油！
北美基督神學院將由孫通牧師代理院長，在這個交
替時期他是任重道遠。北美華人神學教育是華人教會歷
史不可或缺的一環，期望學院繼續跟隨神的帶領，以神
學教育宣教的理念，在各地培育收割禾場的僕人，因為
莊稼已經熟了!

劉志信牧師擔任院長之後有諸多具體的貢獻，我就不
再一一詳述。展望未來，董事會因應亞洲的需要與趨勢,
在原有的異象和基礎上發展,盼望能提供機會給更多全職
神學生攻讀各科碩士或博士學位，並在課程上加強領袖
培育、講道、牧會、植堂、關懷佈道等訓練。
我們誠摯地向劉志信牧師夫婦致謝，他們持續了同
工們「以學院為家」的好傳統，每一年長途跋涉在亞洲
分院及其他試點，多次多方進行勘察研發聯繫、遴選神
學生並參與分院的授課工作。劉院長夫婦如父如母的心
腸，對每一位學院修課的學生，無論校本部或海外分
校，總是愛護有加、百般呵護、多方成全。甚至於學生
畢業後，到了服事的工場，劉院長總會把握機會找時間
去探望、鼓勵他們。對神學院的同工們，無論在哪一個
職位，劉院長也鼓勵他們要進修，不只是陪讀、服事，
還要修學分，拿學位。
劉院長在「北美基督神學院」兼具開創、實踐及推
動的關鍵性角色，如今，他屆退休年齡，把院長的棒子
傳遞給年輕的牧長。未來劉牧師除了繼續部分教職的工
作，將以顧問及個人身份來支援「北美基督神學院」各
樣的事工。
願神繼續使用劉牧師夫婦，也賜福他們的服事！
願神感動的靈加倍感動接棒的牧長，及「北美基督
神學院」董事、同工、行政及教職團隊，繼續將神的聖
言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願「北美基督神學院」全體同工們彼此配搭合宜，
各盡其職、成全信徒，建立基督的身體！
阿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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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傳承與宣教使命
劉志信院長榮休，我與
眾董事、同工、同學，一起
祝願劉牧師和師母在未來的
年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在天國的聖工上, 繼續被主大
大使用！
適逢學院12週年院慶，
也在此祝願學院在培訓天國
人才、建立教會信仰上，繼續蒙主恩佑、努力向前、榮
耀主名!
「信仰傳承」與「宣教使命」, 是神學教育的兩大支
柱。茲就這兩方面與眾同工同道分享。

(一) 信仰傳承
神學院是一個學習的團體，但學習什麼？又為何學
習？神學院師生們所學習的，是「神的道」（the Word
of God），就是神在人類歷史中，藉先知使徒將祂的啟
示用文字傳遞予人。66卷新舊約正典(Canon)，是過去
2000年基督教會所領受、傳揚、建立生命的聖言寶庫，
也是「福音信仰」（Evangelical faith）傳承的基礎。除
正典外,這信仰傳承也包括歷史中的教會與聖徒, 對啟示的
詮釋與應用。因此，正規神學教育一直重視聖經研究、
歷史詮釋和神學建構、而在近年來, 亦加強了教牧應用和
福音宣講, 這是好的發展,因為這一切,都與「神的道」有直
接關係,是教會信仰傳承的一部份。此外, 在過去40年, 各
地華人神學院在學術水平上, 都有明顯的進步, 雖然由於傳
统、人力和資源的限制, 與歐美有規模的神學院仍有距離,
我們都為這進步感謝神。不錯，並非每一位神學生、傳
道人都是學者，但每一個在神學院中學習或教導的人，
都必須盡力並忠心地，按神所賜予我們不同程度的「學
術能力」（academic
aptitudes），去學習、領受、實
踐、宣講神的道, 一同建立教會的信仰傳承, 並將這豐富的
信仰傳統, 代代相傳。華人神學院是專責教導培育事工的
機構, 因此在信仰的傳承上, 責無旁貸。筆者特別要提出的
是: 華人神學院應加強寫作及出版事工, 因為這是信仰傳承
的重要途徑, 不容忽略。

(二) 宣教使命
除了藉「信仰傳承」，建立教會與信眾的信仰和生命
外，神學教育也是達成「宣教使命」的重要途徑。神學
院是眾教會培訓人才的特殊機構，但我們要問:神學院要
培訓什麼人才？傳統西方的神學院的培訓模式，以學術
研究為主，這模式有其優點，但正如上文所提，但研究

陳若愚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神學研究教授

學問的能力，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處境的族群，都有
不同。過分勉強「提高」學術水平,可能會弄巧反拙，也
會忽略了神學教育的至終目的，乃是幫助受訓的人，有
能力帶領教會、完成上帝的宣教使命（the mission of
God）,而「做學問」只是其中一個途徑,不是目的。
有關上帝「整全使命」的了解，大家可以參閱
Christopher Wright 的 The Mission of God（中譯：【宣
教中的上帝】）。而這個整全使命的核心，是「領人歸
主、建立教會」。落實在神學院的培訓事工上，神學訓
練一個極重要的目標，乃是培訓能以「佈道、植堂、建
立成熟教會」的傳道人。這個目標其實就是使徒保羅的
傳道目標（參西1:28；羅15:15-20；徒13-28章等）。以
下是簡單的說明：
1. 佈道
這是宣教事工的核心，因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
神的國」(約3:3-5)。重生是聖靈的工作, 但人領受生命的
途徑，就是接受福音、信靠基督（約3:9-15；彼前1:2325）。傳道人應懂得如何傳福音、領人歸主，並且懂得
教導和領導信眾也如此行，教會才有機會發展和增長，
否則將會衰落。佈道當然包括: 傳講純正的道、避免異端
和偏差、帶領人悔改信主、受洗加入教會、作主的門徒
（太28:19-20）。華人社會包括中國、台灣、香港、北
美，基督徒的百分比,約為5-8%。換句話說，神學院若訓
練傳道人只作教會內部的事工、維持現狀，不會佈道, 也
不會帶領信徒佈道,超過92%的普世華人將難有機會聽聞
福音。若是如此,神學院要負很大的責任！
2. 植堂
承接上文，傳福音的自然發展，就是「植堂」，這應
該是神學訓練的重要環節。「植堂」和相類的事工,可以
包括：
a. 從一個人數眾多的教會，分派一班信徒，和一些
傳道人，到另一區成立新教會，這是「教會增長」的有
效策略；
b. 帶領一個衰弱的教會，在生命、佈道、牧養見證
上，重新振作，有增長，能以再次被建立起來；
c. 到福音未及的地區（本地或海外），作宣教士
（missionary）、傳福音並建立教會 。
北美基督神學院,除了鼓勵有特別恩賜和呼召的人作
宣教士外,也可以培訓更多植堂人才,在本地進行植堂, 使福
(下接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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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的腳踪

(上接第四頁) 信仰傳承與宣教使命

音得以廣傳, 新教會得以建立。

提摩太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亞洲事工負責人

3. 建立成熟教會
使徒保羅的「宣教」模式是「佈道、植堂、建立成
熟的教會」。他對教會的信徒說：「我們傳揚祂，是用
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
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1:28; 參羅15:15-18；林前
11:1）。「宣教」不能只停留在「決志信主—洗禮」的
階段，也不能單「有教會」就滿足了，乃是要達到「建
立成熟的教會」的目標！
傳道人帶領和牧養教會，可藉不同途徑，如：講
道、輔導、靈命塑造、系統教導、事奉實習、屬靈引導
等。神學訓練因此不單要教導學生「研讀聖經」，也要
幫助他們「如何作釋經講道」和「如何領查經」，不單
要學生研習神學、心理輔導學，也要知道「如何關懷輔
導」、「如何將信仰生活化」等等。

鼓勵
「北美基督神學院」的未來, 是在神的手裡 ! 就讓董
事、同工、老師、同學們, 一起禱告等候，讓聖靈引導我
們眾人，一同明白神的旨意。困難和挑戰肯定會有, 但我
們要感謝神，因為衪有應許。正如衪藉保羅對我們說：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
穌基督的日子」（腓1:6）。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劉志信牧師已從院長崗位榮
休。回想北美基督神學院在耶穌基督的看顧之下，道路
雖然艱難，卻不失盼望；經費常有侷促，卻也知足；環
境處處險惡，卻難阻福音佳美的腳步！劉院長勇於開創,
敢用新人，吃苦耐勞，帶領學院的各位同工、老師們「
立定心志，恆久靠主」（徒11：23），攜手並肩執著基
督吩咐的大使命。
亞洲分院在艱苦卓絶的環境中能夠健康長足的發
展，和劉院長、眾位老師們同心合意、群策群力密不可
分。亞洲分院每一屆新生錄取，劉院長都要親自面談。
從學生的學歷、得救見證、蒙召過程、家庭情況等，平
衡調查掌握清楚。以致在整個學業進程中，對學生的出
勤率、課堂的互動性、報告遞交的時限、學生的情緒變
化、處在被監控夾縫中如何安全的學習，這些劉院長總
是掛在心上。在學院定時祈禱時，實切仰望基督無限的
大能。
劉院長退休了，但院長與師母仍然站好最後一班崗。
今後學院更要緊緊地依靠基督、遵行基督，竭力培育末
世收割莊稼的工人，只為基督的聖名得榮耀！

北美基督神學院2017年1-2月事工收支
奉獻收入:
$
6,500
學費收入:
$
17,000
神學院事工支出﹕
$
66,000
--------------------------------神學院事工1-2月結餘: $ (-42,500)
--------------------------------神學院2016年結餘:
$ (-26,50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200,000

北美基督神學院董事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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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基督神 學 院2 0 1 7年 財 務 預 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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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獎學金：		
$ 40,000 （幫助需要的傳道人與亞洲背景的神學生）
———————————————————————————————————————————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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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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標竿直跑

孫通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代理院長

我與CLI
我是於2009年開始參與神學院的服事，那時我因師母生病在家照顧，劉志信
牧師知道以後，力邀到神學院教課，後於2010年邀請加入神學院成為同工。這八
年來，我與劉牧師在神學院的事工上經常交換意見，互相討論。他工作起來充滿熱
情，一旦開始了一個計劃，不計代價，日以繼夜，一定要做完為止。他這種的工作
熱情及效率，讓我們自嘆不如。
前人的開拓
創院院長成牧師與榮譽院長于力工牧師，為神學院奠定了教會領袖訓練的方向，並且開拓了亞洲神學培
訓的模式。之後劉牧師接下院長重任，在原有的規模上繼續發展，除了在亞洲增設教學地點，並在各方面帶
領學院走向正規化，制度化。2015年通過亞洲神學協會的審核成為正會員，這些都是在劉牧師不顧困難，
努力推動之下，所達到的里程碑。。
今日的成果
北美基督神學院從成立至今已有130多位畢業生，在北美有教牧博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及文憑畢業生，
在亞洲有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神學學士畢業生。北美的教牧博士班以訓練牧者為主，碩士及文憑班則著重平信
徒領袖訓練。在亞洲，我們的碩士課程是針對城市教會訓練裝備教會領袖；對於來自偏遠地區的家庭教會傳
道人，我們也設計了密集課程，幫助他們提升神學水平，得到造
就。
我們幾位董事在去年訪問了亞洲分校，與畢業生及校友有多
次會談。分校已有三屆的學生，畢業生們在各自的教會中擔任領
袖，帶領教會。有一間教會，三屆的學生都有，第一、二屆的畢
業生主日講道，第三屆的在校生講主日學，帶領小組，分工明
確，後繼有人。有的教會發展很快，就要到外面植堂，畢業生們
承擔起這個責任。有些畢業生到外地訓練其他教會的工人。更有
同學因著工作的緣故，到回教徒地區宣教。
他們對能有機會得到有系統的，全面的神學裝備滿懷感恩。聽到他們三年內帶職唸神學的全然獻上，教
會及家庭對他們的大力支持，而今欣見教會對他們在各方面服事的肯定，學院的同工們也大受激勵。
今後的努力
目前神學院各方面發展順利，但我們既有神的恩典，無論是師資、課程、學制、學位、學生都受到肯
定，我們更需要同心合意，尋求神的帶領，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改
善、力求進步。因為萬事“不進則退”，我們不能滿足於現狀，需
要更加同心努力，向著標竿直跑。在北美的招募學生、設計課程、
聘請師資上，我們更應該考慮教會今後的需要，以培養能傳福音、
植堂、講道、牧會的工人為目標。在亞洲，我們需要推廣城市教會
領袖的訓練，讓更多教會能夠參與並得到幫助。我們的畢業生要求
有進一步的神學訓練，我們也計劃增設道學碩士課程，為培養教導
型人才做準備。
渴望您的同工
過去這12年，神差派工人來帶領北美基督神學院，也藉著祂忠心的兒女來供應學院的需要。我們渴望您
能繼續和我們同工，在培養神國工人的事工上再接再厲，藉著神學教育來實踐宣教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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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動態報導
•劉志信牧師/曹思鳳師母：2017年3月正式從
北美基督神學院院長職位退休。3月中在本院亞洲
第一分院教導【從教牧書信看教會牧養】，在第二
分院教導【教牧學】。此外，2月底在台灣道生神
學院教導教牧博士/碩士課程【羅馬書釋經講道】
，3月底在南方一學院教導【靈命塑造】。同時在
亞洲二個學院畢業典禮分享信息。6月中到8月初，
將在台灣教導。

• 2016年底，神學院同工在惠翎姐妹及黃大哥
家聚餐；由孫牧師掌廚，大家擀皮、包水餃、包韭
菜盒子、煮水餃…。大夥兒邊做邊聊，邊唱詩歌，
邊說笑話，好不開心；餐後，不但有各種美味的
甜點，同工們也一一分享一年來的感恩及新年新希
望。

•孫通牧師：1-3月在校本部教授【哥林多前書
與基督徒倫理】；2月3-14日到南美基督神學院教
導【摩西五經】；5月中在本院亞洲第一分院教導
【釋經講道】；5月底帶領一個傳道人的退休會和
一個青年培靈會。
•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2月18-20
日帶領北加州第三屆的「愛與衝突夫妻和睦營」
；2-5月在南加豐收聖經大學教導【與和睦有約】
課程； 3月在校本部教授【從聖經看人際關係】; 4
月8日在主恩華人聖經教會帶領「快樂做長執」的
牧長同工培訓；6月10-11日在慕主先鋒教會帶領
「人際關係衝突與團隊建立」的培訓。

• 陳若愚牧師：1月在校本部教牧博士班教導
【教牧倫理與華人教會】；3-5月在校本部教授
【系統神學（五）-天國與盼望】；3-5月前往
Sacramento華人恩典聖經教會,講授【系统神學:三
一上帝、啓示與創造】課程 。

•學院圖書館感謝許多弟兄姊妹，奉獻金錢購
買新書，或直接訂購老師推薦的工具書送到學校，
也有因搬家捐贈幾箱書籍，豐富學院藏書。敬請各
位同學多加利用!

•王祈老師3月在學院開【高EQ的婚姻與家庭】
課，約有60位學生將教室擠爆，一起學習「情感智
慧」。EQ實在與生命更新有密切關係，世人或可以
透過操練EQ的五大重點而進步，然而唯有基督徒生
命有聖靈同在，如瓦器裡有寶貝，藉聖靈所賜的大
能大力，幫助我們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足以推翻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鐵律。課堂中藉著許多案
例與問題解答，老師要大家確實學習並能應用，也
相約12月開此課程的進深版時再見。

•劉英華老師：1月6-8日出席美國歷史學會暨
美國教會歷史學會冬季年會並發表論文；1月9-13
日校本部教牧博士班教導【教牧倫理與華人教會】
；2月在校本部教授【教會歷史（二）：宗教改革
與華人教會】。此外，4月20-29日到亞洲教導系
統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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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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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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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2017年夏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代號
PL810-1

課程（4學分）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教會領導的衝突處理 吳繼揚牧師/博士 7/10 - 7/14 週一到四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2017年夏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代號

課程

教

授

日

期

OT505-3 小先知書的今日信息
(2學分)
PC505-4 如何與後青春期及成年
子女同行 (2學分)

蔡金玲博士

PC560-3 情緒處理認知與輔導
(2學分)

武自珍教授

7/22-25
(週六-週二)

TT510-1 系統神學(一)：啟示、
創造與人觀 (2學分)
NT503-3 教牧書信(2學分)

陳若愚牧師

8/31-10/12

曾興才牧師

10/14-16
10/28-29

PC520-3 協談輔導(三):心意更新
而變化 (2學分)

傅立德牧師

10/20-22
(週五-週日)

BT510-1 舊約神學(2學分)

孫通牧師

10/26-12/7

FE530-3 與和睦有約-和睦主日學
師資訓練(2學分)
PC503-6 高EQ婚姻與家庭(二)
(2學分)

劉哲沛博士/
王蘭馨老師
王祈老師

11/4-5
11/18-19

林慈敏博士

5/6-7
5/13-14
5/19-21
(週五-週日)

12/2-3 週六/週日
12/8-9 週五/週六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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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校本部

週五 1 pm – 9 pm
校本部
週六 9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6 pm
每週四 共七週
校本部
7 pm – 10 pm
週六 9:30 am – 5:30 pm 校本部
週日 2 pm – 5:30 pm
週五 7 pm – 10 pm
校本部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 pm –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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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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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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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8) 83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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