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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期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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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領袖應有的特質—遠見和異象

吳榮滁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客座教授

有遠見和異象的工人

沒有遠見和異象的工人

1. 有清楚的目標                                                                           1. 等事情發生
2. 朝目標定下計劃
                                                              2. 沒有目標 、方向，進度和計劃
3. 為所訂的計劃和進度負責

3. 花許多時間處理善後

4. 知道要做的是甚麼，所以能集中力量完成所領受的託付

4. 不知道要做的是甚麼，所以常將精力花在次要的目標上

5. 能事先預算，防止錯誤發生，起碼能避免一些錯誤

5. 「救火」花了太多時間與精神，以致不能了解「起火」的原因

6. 能帶領群眾，啟發群眾，使群眾看到目標和盼望

6. 無法領導群眾，因為沒有清楚正確的方向

7. 因有共同的目標而產生服事的熱情和向心力

7. 缺乏共同目標，因此也沒有群體動力

事奉神的人，需要有遠見
和異象。所謂「遠見」，是
指一種對事物的透視力和洞察
力；所謂「異象」，是指從神
所領受的眼光和方向。有沒有
遠見和異象，大大影響事奉的
果效。
從聖經中可以歸納出一些培養遠見、領受異象的原
則：

1. 神賜給人異象，因而開闊了人的視野
神能藉著異象曉諭聖民（詩八十九19），以賽亞（賽
六1）、以西結（結十一24）、但以理（但二19）等都是
明顯的例子；在新約時代，亞拿尼亞（徒九10）、哥尼流
（徒十3 ）、保羅（徒十六9 ，廿六19）、約翰（啟九17
）等人，也從神得到異象，並且開展了他們的事工。

2. 人在安靜獨處時，更能領受異象，開拓遠見
亞拿尼是位虔誠人（徒廿二12-16），神要在這樣的人
身上顯出異象；哥尼流常常禱告神，聖經記載他在申初（
下午三時）得異象，很可能正是他禱告的時刻；彼得是在
他一個人在房頂禱告時，看到異象，因而改變了他對外邦
人得福音的觀點（徒十9-16）；保羅看見馬其頓的異象，
是在夜間的時候，相信也是在安靜獨處時（徒十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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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耶穌在揀選十二使徒之前，更是到山上禱告了一整
夜，求神賜下智慧，作最正確的決定（路六12）。這些都
是任何一位尋求異象、培養遠見的領袖，最好的典範。

3. 屬靈的遠見，往往在行動時突顯出來
遠見能指引行動，然而，在行動時，卻往往得到啟
發，觸發遠見。保羅在得到馬其頓異象，向西傳福音之
前，並不是按兵不動，靜候佳音；相反地，他和他的同
工，是一直在亞西亞、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努力工
作，正想到庇推尼，卻被聖靈禁止，於是，他們到了特羅
亞，在夜間，便看到馬其頓異象。由此可見，他們是在不
斷的行動中看見異象的。

4. 從失敗或錯誤中學習，有助於培養正確遠見
許多時候，人從錯誤中學習，也從錯誤中得著遠見；
使徒行傳六1-7展現了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那些忙碌
的使徒，忽略了一些成員的需要，引起教會裡面的不平之
鳴，這是一次事工上的錯誤。但是，使徒們從錯誤中學
習，並找到適當的人選來分擔責任，更為後世教會立下了
分工合作的典範。

5. 確立遠程目標，才能培養遠見眼界
尼希米就是一個好例子。當他聽到哈拿尼報告猶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後，他的內心，就生發出求神重新招聚
(下接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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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的再思
A. 華人教會現況分析
華人教會的門徒訓練，
可以說是仍在初步發展階
段。因著中國教會的使命是
傳福音、領人歸主，因此往
往把大量時間和空間，放在
接觸未信者，開佈道會等收
割事工上，忽略了門徒的生
命培育。其實一些亞洲超大型教會，口口聲聲要做門徒
訓練，其實也只不過是【名廚中的一道菜】，主要是作
為宣傳而已。
據筆者的觀察和統計，在北美教會中，一百間教
會，就只有兩、三間是名符其實以【栽培門徒】為整個
教會的異象和牧養道路。一些中小型的教會，勉強也把
門徒訓練歸隊在主日學的名下，名義上有門訓課程為【
進深班】，其實是短期同工訓練。實際上在有許多教會
執事同工層次中，因人力缺乏，就算是信主不久的同工
也在路邊被「逮捕」了，倉促使學員加入成為主日學的
老師，結果產生了一批有「文憑」但未達標的老師，留
下了種種的後遺症。這種缺乏異象的教導，既不能傳遞
上帝的信息，也不能影響這個絕望的世代。這不是我對
教會的惡意批評，而是我對教會的痛心和禱告的課題。
上帝對中國教會和北美教會的心意明明可知。神要
透過興起的工人，藉著聖靈大能，更新教會，成為復興
之根據地。然而教會在「早晨」根淺又速長的形勢下，
「下午」的光景是否樂觀？到底教會日後可以收割些什
麼？若教會在承傳使命上空手見主，這絕對不是我所樂
見的。
我們是否真正明白甚麽是以門徒栽培為主導的教
會？我所看見的一些復興教會，往往都是在門徒生命中
扎根的教會。忽視了以門徒為中心的牧養，就是弱化了
教會的福音使命。在教會每年的服事週期，祇求填寫活
動表、湊合幾個大型主日聚會、加上一兩次培靈佈道
會，這並不是一個長遠培育教會的有效方法。
著名作家魯益師( C.S. Lewis )曾說:
「同理而言，教會存在的目的，不為別的，祇有一件
事，乃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使他們成為小基督。」

B. 門徒訓練的三大課題
1. 超越傳統的主日學:
許多教會的主日學理念，是教導信徒基要的聖經真
理，但這理念並沒有包括信徒培育的最根本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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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添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客座教授

就是以「信徒成長」為目標的生命操練。主日學側重教
導，無疑是門徒生命操練的起步點，但以上帝為中心的
生命，其實是要透過導師的培育、意志的訓練和靈命的
塑造、一對一的問責和週而復始的激勵，才能成為在恩
典中長大成人的門徒。
門徒訓練的目的不單是加添知識（腓1:9-11），乃
是預備個人接受上帝的主權（箴3:5-6）跟隨耶穌，並且
成全神的呼召和使命，活出基督裏的新生意義和價值。
主日學如同農夫在街頭叫賣蔬菜，而門徒訓練則激
勵人們出來付錢買菜。
2. 基督生命的成長:
門徒訓練應該是個人靈命成長的代名詞。信徒蒙召
的生命就像一塊地，讓永生的道注入生命，最終是結出
了神要他結出的果實。正如章伯斯(Oswald Chamber)所
言:
「神呼召的唯一目的，就是神的滿足，而不是人前
來為他做些什麽事。」
因此，我們要透過門訓找回真正的價值，使人明白
神的心意，重新以人、事和關係, 為門徒生活的焦點。我
們也必須明白, 成長的過程十分重要。門徒訓練不是單單
一個【課程】，它最終目的是要人更像耶穌（路加福音
10:1-4）; 同樣的，品格塑造(character formation)也十
分重要。門徒最基本的表現，乃是他的品格在耶穌裡的
改變。屬靈的果實是因為生命與耶穌聯合，才會生長結
果（加拉太書5:22-23）; 門徒也要學習【放棄】。在門
徒生命中，放下往往是得力的泉源（馬可福音 2:13-14
）;【心靈】重於【人事】也是門訓的特色。上帝對人的
關注，是他心靈的改變（路加福音 15:7）; 從“以自我
中心”轉變為“以耶穌為中心”，是門訓帶來的明確人
生方向。
一些與「事奉」有關的格言:
服事的基礎是性格
服事的本質是助人愛神
服事的測試是犧牲
服事的權威是服從
服事的目的是榮耀神
服事的特權是成長
服事的力量是聖靈
服事的典範是耶穌基督
大多數的信徒離開了教會之門，就和未信的人亳無
分別，也沒有力量改變社會。若教會注意塑造內外合一
的成熟門徒，就能再次成為主耶穌有力的見證。
(下接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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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有效能的教牧諮商員
使徒保羅在歌羅西書一
章38-39節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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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為此勞苦，
照著祂在我裡面運用的大
能，盡心竭力。」在這兩節
經文中，可以看到有效能的
助人者，應具備的重要面向、生命狀態和實踐策略。

（一）重要面向
根據高集樂的研究,有效能的教牧諮商員的重要面向有:
1.教牧諮商員的使命是傳揚神 。
2.教牧諮商員要用有智慧的方法，勸戒各人、教導各
人。
3.教牧諮商員的依據是在基督裡。
4.教牧諮商員的目的是把受輔者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
前。
5.教牧諮商員的能力是靠著神在諮商員心裡面運行的大
能。
6.教牧諮商員的態度是盡心竭力地勞苦。

（二）生命狀態

教牧諮商員生命狀態檢核向度

葉貞屏博士
北美基督神學院客座教授

一個擁有神所賜的新生命（new being）的教牧諮商員，
除了會在諮商前預備自己，其生命的狀態應是能夠敬畏神、
擁有活潑的信心，並能與案主產生療癒性的同在。
一位敬畏神的教牧諮商員能夠倚靠聖靈、晝夜思想神話
語、不斷禱告而且順服神對自己與案主的旨意。
一位擁有活潑信心的教牧諮商員能夠敏覺神的作為、數
算神的恩典、忍耐、老練、盼望、不過度自責或埋怨人、接
納自己與他人、尊重自己與他人，並且彼此成全。
一位可以與案主療癒性同在的教牧諮商員，能夠成為案
主的生命榜樣、在身後引導、提供合作、去除干擾目光專
注、有同理心並用愛心說誠實話

（三）實踐策略
因著聖靈的保守, 教牧諮商員在助人的過程中，應不斷的
有下列的實踐策略:
1. 敏覺並順服聖靈的帶領
教牧諮商員的策略，不只是倚靠專業訓練所帶來的個
案概念化，更是倚靠聖靈的啟示與帶領，做成上帝所要成就
在案主生命中的善工，因為唯有上帝才有案主完整的生命藍
圖。教牧諮商員是在聖靈的帶領中，去了解案主的生命樣
貌，並且尋求等候聖靈所要做的工作，因此更像是一位偵察
員，了解、探勘與蒐集情報後，回報給元帥我們的主，細心
聽從主聖靈的指令再採取下一個步驟，而非直接衝進敵營纏
鬥。
2. 預備主的道
每一位案主都擁有許多過去生命中所留下的痛苦、習
性、生命模式等各樣的包袱或陰影，如同以賽亞書四十章所
提到的大小山凹。教牧諮商員所做的是修平案主心中那條通
往耶穌的道路，陪伴案主的生命恢復受造時的美好。這個過
程需要有相當的預備工作，包括除去石頭、荊棘雜草、鬆開
硬土，促使案主領受生命中神的恩典，並看到自己生命中的
美麗花園。

以解決為焦點的輔導-葉貞屏教授
第二十九期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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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頁) 屬靈領袖應有的特質—遠見和異象

百姓，回歸耶路撒冷的心意和目標（尼一9 ）；
當他有了這個遠程目標之後，他就朝思暮想，要完
成這個心願。他想到，要招聚百姓重回耶路撒冷，
必須要先修建已被拆毀的城墻和城門；而要達成重
建的目標，必須先要有材料；但在亡國的現況下，
要拿到建材，必須要得到國王的同意，也就是要國
王發下詔書；另外，他自己也要回去，才能領導百
姓，進行重建的工作；而要回到耶路撒冷，就必須
要有通行的允許和憑証。這一切要成就，必須等候
機會，於是，他就禱告，求神使他「現今亨通，在
王面前蒙恩」（尼一11）。尼希米有了這些遠程
目標，當機會來到時，他就能說出深具遠見和眼光
的請求（尼二 5-8）。

6. 「遠見」有時需要作出「冒險」的抉擇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中，我們一定可以發現，這
些深懷遠見、滿有異象的人，是有十足膽量、勇於
冒險的人；尼希米冒著殺身之險，向國王求情；保
羅回應馬其頓異象，是冒著「進入未知之境」的危
險（果然在腓立比被抓被打）；在耶路撒冷會議
中，主張廢除外邦信徒行割禮的少數人，也冒著被
多數人驅逐排斥的危險；還有亞拿尼亞獨訪掃羅，
十二使徒按立執事，這些都是劃時代的創舉，都要
付上冒險的代價。

7. 除去思想上的成見，有助領受異象
當人在思想上畫地自限時，許多創意性的遠大
眼光，也同樣受到限制。在耶路撒冷會議中（徒十
五1-21），有許多參予會議的人，堅持傳統和成
見，認為外邦人必須受割禮，才可能得救，這種思
想上的籓籬，使他們無法體會白白救恩的偉大；相
反地，巴拿巴和保羅就沒有這種思想上的限制，他
們可以看出，外邦人憑信得救的門戶，已經豁然大
開了!
箴言廿5 說：「人心懷藏謀略，好像深水，惟
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讓我們透過聖經，順服
聖靈，做明哲人，將這「遠見」和「異象」的深
水，汲引出來，並且落實在事奉之中。

2018 北加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

北美基督神學院2017年1-12月事工收支
經常費奉獻收入:      $  283,900
學費收入:            $   68,480
神學院事工支出﹕     $  386,000
--------------------------------神學院事工1-12月結餘:$ (-33,62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190,000)
神學院建校基金收入:   $   1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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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財 務 預 算
神學院經常費用：
$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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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00 （老師的旅費與講員費和事工費用）
獎學金：
$  45,000 （幫助需要的傳道人與亞洲背景的神學生）
———————————————————————————————————————————
2018年所需經費：
$ 425,000 （學費收入只約佔全年支出費用20%）
神學院建築貸款：
$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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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分院短宣記實與感言
籌備了一年的亞洲分院之行，終於在九月上路，孫
牧師和同工8人分二批到達分院。這次出行有雙重的目
的，其一是孫牧師要面試笫四屆基督教研究碩士及第一
屆道學碩士的新生；其二是為舉辦第一屆的亞洲校友退
休會。面試使我們不但有機會了解當地學生的背景及需
要，更感受到他們資源的缺乏及追求的渴慕。他們單純
的信心與忠心的服事，令我們慚愧與羨慕，也感慨我們
在北美有如此豐富的資源及自由的空間，卻沒有他們那
種渴慕追求的心。他們在工作、生活的壓力、政治不穩
定的情況下，仍然忠心的服事，這都不是在北美養尊處
優的我們所能及的。
第一屆的亞洲校友退休會，三屆的畢業生中共有八
十多位出席。特會由高牧師的禱告及詩歌拉開了序幕，
孫牧師介紹同工後，以他自己生命的見證【訴說神的作
為】來勉勵弟兄姐妹們。然後是四個專題講座：1. 情緒
管理與生命更新；2. 相連與分離：界線你我他；3. 更
新、更心；4. 培育屬靈的新世代。這是四位同工們將自
己多年來在學院所學的，加以消化整理後的精華，雖然
分享的時間不長，但是學生們的反應很熱烈，紛紛來尋
求資源。因為這些課題都是他們生活中常常經歷，卻很
缺乏這樣的教導，沒有機會學習的。有學生建議以後常
來辦一個二、三天的特會，來裝備他們。
中午一人三個大包子，就是我們的午餐。飯後學生按
照屆數分組，與同工們展䦕座談會，分享神學教育對他
們的影響，帶來的改變，以及他們的領受與建議。他們
帶著感恩的心熱烈的分享。有學生説他信主三、四十年
了，可是一直到念了神學，生命才有真正的改變；也有
一位教會的負責人告訴我們，北美基督神學院的课程對
他們教會的治理及發展有莫大的影響與幫助。座談會之
後，孫牧師分享他傳道者的自白，最後由高牧師總結，
結束了一天豐富的特會。
行程的最後一天，我們去探訪一位畢業生，她在
2014年畢業後，就參與了一個專門服事癌症患者的機
構。她是我們神學院第一位從亞洲來到北美完成學業，
又回到亞洲全職服事的學生。她分享當年神帶領她到神

范霏姐妺
北美基督神學院

學院就讀時，完全不知道自己將來要走的路。就在畢業
的前一年，這機構的負責人邀請她在畢業後，來負責帶
領並訓練機構的志工，她才發現在神學院所學的輔導課
程全部可以派上用場，可是這是一條相當艱辛的路，當
她在服事最艱難，幾乎要走不下去的時候，想到了神學
院老師們的生命及他們的鼓勵，她寫郵件給學院，同工
們與她一同禱告並勉勵她不氣餒。這一切支撐著她，在
最軟弱及孤單無助時，繼續走下去。當她含淚訴說神在
她身上的恩典時，我們每個人都忍不住潸然淚下。她還
告訴我們，當地其他神學院的畢業生，都很稀奇她的神
學院有那麼好的“售後服務”，在畢業後還這樣的關心
她，並提供她許多進深的機會，這是他們從來沒有聽過
的！最後我們為她禱告祝福，也為我們這次的行程畫下
一個完美的句點。
感謝神給我們這次機會，打開我們的眼界，體會到
神對我們的心意，也更堅定神對神學院的呼召與使命。

(上接第二頁) 【門徒訓練】的再思

3. 教會的整全牧養哲學
門徒訓練不是一個口號，乃是合神心意的教會整全
牧養哲學。在這種哲學下，產生可以以門徒為主的牧養
策略。教會治理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
不能單看生病的表面徵兆而作出診斷。教會需要找出疾
病的根源，才能徹底的恢復健康。以帶領者為首的牧養
觀，深化信徒的生命、彰顯耶穌的品格和性情, 並且以生
命為本，而不是停留在頭腦的知識上。
藉著門訓, 牧者的角色，不再成為一個以開會為主的
行政人員。他要去超越講道者的傳統角色，脫下了數之
不盡的緊急關顧事務，重新以不慌不忙的天國事奉觀, 成
為分享生命經歷的同行者。這樣, 他就可以作信徒的導師
和培育者，脫去了建立大型教會的慾望，放下追趕數字
遊戲的重擔，使教會能「盡心竭力把人完完全全的帶到
基督面前」（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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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與挑戰

孫通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代理院長

每個人過新年的時候，都對新的一年有新的憧憬。北美基督神學院也是在新的一
年，面對新的發展和新的挑戰。

代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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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禮平牧師
林恩波弟兄
顧惠翎姐妹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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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神學特約教授：
劉仁欽牧師/博士

在北美校本部，新年伊始我們就開始緊張籌備二月份的輔導特會。同工告訴我在
新年假期的時候，就已經有許多人報名；到目前為止報名人數超過450人，這是一個
好的開始。相信兩年一度的輔導特會一定會帶給灣區的眾教會很大幫助。我們仍然積
極尋找新的老師，希望開出更多生動活潑的課程，幫助教會的弟兄姐妹在屬靈生命、
家庭關系、教會服事上都有成長。招收國際學生的准證申請還在繼續，希望下半年能
夠拿到，可以讓我們亞洲分院的學生來這裏繼續進修。北美校本部所面對的最大挑
戰，就是如何鼓勵灣區的弟兄姐妹來神學院接受裝備。很多人認為在神學院學習是傳
道人的專利，殊不知，在現代教會中弟兄姊妹的參與度越來越高，沒有很好的神學裝
備，服事很快就會後繼無力。
去年在亞洲分院，為第四屆招收了50多位的新學生。新一屆的學生普遍年紀很
輕，教育水平很高，但是卻少了人生的經驗、信仰的經歷，和教會服事的歷練，但他
們是教會未來的同工和傳道人，如何訓練他們，成為一種全新的挑戰。本來預計在今
年年初為第三屆舉辦畢業典禮，同時舉行第四屆的開學禮，但是因為環境的原因，被
迫推遲，這也是今年我們所要面對的新挑戰。
很多事工無法細數，但是我們是一個有默契的服事團隊，同工彼此配搭、互相補
足，為了服事眾教會盡上我們最大的努力。		
請為我們禱告。

亞洲之旅

Jen Lin 姐妺
北美基督神學院

2012年進學院服事，多年來在同工會中，時常會聽到亞洲事工的發展與學生狀
況，但一直都是耳聞卻從未實際的接觸。直到有一次，一位校本部同學在談話中詢
問有關亞洲的事工，我僅將在同工會中所聽到的轉述給他，突然他問了一句，你去
過了嗎? 我才驚覺，這幾年來，只是靠著其他同工帶回來的遠方消息，對事工及學生
的瞭解太少了。如果我自己都未曾去探訪過他們，我又如何將遠方的需要，傳遞給
其他對於這事工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呢? 第一次，我興起了我要去的想法。
2017年10月，終於踏上了亞洲學院探訪之旅。出發前，得知我們會有機會見著
歷屆的學生，很期待，心情有點像要見多年未見的親人。
此次有機會與第二屆學生有一些交流，學生們紛紛為學院能在當地培訓他們，帶
給他們正規的神學教育，獻上了最誠摯的謝意。有一位學生甚至告訴我們，學院為
他們付出的，遠遠超過他們所能想像的。過去他們在主日講台上的分享，大多偏向
於內心的感受，只是將心裏對讀經的感動分享出來。但經過學院老師在系統神學、
釋經講道上的教導，使他們在主日的講道更有依據，將神的話語更豐富的表達出
來，弟兄姊妹因此得到更多的造就。實踐神學的課程，不僅是單單聽課，更要在日
常生活中操練所學的，有一對夫婦做了美好的見證。弟兄自從到學院受裝備，生命
翻轉，帶來家庭的和樂；過往夫妻相處的衝突及艱難，他們竟可以一邊含淚、一邊
笑著與我們分享。學院的教導帶給他們如此大的幫助。
若沒有踏上探訪之旅，我只是耳聞，就好像聽了別人的故事，當下有一些感覺、
感動，卻沒有切身的關係。但在幾天的相處中，我能深刻感受到當地教會是多麼感
激學院帶給他們的資源及教導。但更令我感動與受激勵的是看到弟兄姊妹們，他們
渴慕對神話語有正確的了解，在白天工作之後，還不眠不休的學習，願意在神的話
語更深地札根，實在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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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動態報導
•孫通牧師：2月在中華歸主伯克萊教會連續三
個主日系列講道；2月3
日在【北加基督教輔導關
懷】帶領專題；2月下旬
赴巴西南美基督神學院教
導，同時參加他們的畢業
典禮；3月底帶領北加州校
城教會退修會；4月赴亞洲
基督神學院主持第三屆畢
業典禮，同時帶領第四屆
開學禮。
•陳若愚牧師：一月間前往洛杉磯探望主內同工,
並於當地教會證道；1-3月
在校本部教導【系统神學
二： 基督論與救贖論】;2月
3日在【北加基督教輔導關
懷】帶領專題。

• 去年九月由孫牧師帶領神學院同工到亞洲分
院短宣；一方面是面試基督教研究碩士及道學碩
士的新生，另一方面是舉
辦第一屆的亞洲校友退修
會，藉此讓所有的同工了
解亞州分院的現況並與當
地的學生有交流認識的機
會，算是一趟相當圓滿的
行程。

•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
蘭馨老師：1/6-7南加州
帶領【夫妻和睦營帶領
夫婦訓練】；1/13-1/15
LA帶領第六屆的【夫妻
和睦營】暨同步進行的【
兒童和睦營】；2/3在【
北加基督教輔導關懷】帶
領專題；2/17-18北加帶
領第五屆的【夫妻和睦
營】；3/15-17帶領【家
庭事工策略研討會】專
題；3/24-25西雅圖帶領【夫妻和睦營帶領夫婦訓
練】。
第二十九期 JANUARY 2018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11月在校本部開
設了一門全新的課程，【與和睦有約—師資訓練】。
吸引了40多位的學生，不只有從 Brentwood, Oakley
及Moraga來的，甚至還有三位學生遠從LA來上課。
其實人際關係中充滿著無可避免的衝突與矛盾，我們
雖知道神要我們與人和睦，卻找不到出路。透過這
個課程中，我們有一個全新的眼光來看衝突，從『
心』看衝突與和睦。學習怎樣回應衝突，領受和睦的

職分，明白如何在衝突中領受福音，活出福音。這堂
課不只是知識與技巧的教導，更是生命的傳授。在學
習的過程中，許多同學敞開自己，分享心路歷程，把
他們在衝突中的失敗與成長，毫無保留的見證在眾人
面前。衝突不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衝突竟然是
一個可以看見上帝的榮耀和極大的恩典的機會！老師
的教導讓同學體會到只有當我們懂得如何去面對衝
突、並幫助別人竭力追求和睦的生活、培育和睦文
化，我們才能享受一個真正和諧、豐盛、健康的生
命，活在上帝愛的心意中！
•王祈老師12月的【高EQ婚姻與家庭 II】課程一
如既往座無虛席，這次將近有50個學生上課，他們
來自灣區的13個教會。其中有家庭事工的負責人，
也有剛信主的基督徒，還有幾對夫妻一起來學習。
這堂課程期望透過提升自己的情感智慧，在婚姻、家
庭的人際關係中，持續的成長與更新。王祈老師透明
的分享及自身生命更新的經歷，鮮活了講義字句的教

導,激勵同學們迫不及待躍躍一試所學到、聽到的。
短短兩個週末的課程，許多同學使出EQ工具箱裡的
法寶，原本卡住的關係能通關、破關，使親密關係更
上一層樓，這些見證所帶來的喜悅，關鍵在於自己必
須是首先改變的那一個,而不是寄望於對方有變化才
做出合神心意的回應。
北美基督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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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冬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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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冬春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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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2018年冬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課程（4學分）
日 期
教 授

時

地點

間

OT827-2

從約伯記的苦難神學 謝挺博士
看教牧事奉

1/8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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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800-1

護教學、佈道與教牧 池耀興牧師
事奉

1/15 - 1/19 週一到四 9:00 am– 4:00 pm 校本部
週五 9:00 am - 12:30 pm

2018年冬季及春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代號

課程

教

TT510-2 系統神學(二)：基督論與
救贖論 (2學分)

PC503-4

授

陳若愚牧師

日

期

1/25-3/8

時

間

地點

每週四 共七週
7 pm – 10 pm

校本部
基督之
家五家

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從苦難到喜樂的全人關懷

黃 維 仁 博 士 2/3
及11位講員

週六 9:00 am – 4:30 pm

EQ與性格（性格分析與成
長之道）(2學分)

王祈老師

週六 9:30 am – 5:30 pm 校本部
週日 2:00 pm – 5:30 pm

2/10-11 週六/週日
2/23-24 週五/週六

NT510-1 從馬太福音看門徒的生命
(2學分)

陳國添牧師

3/10-11
3/17-18

PC520-4 協談輔導(四)危機與衝突
處理(1.5學分)

傅立德牧師

4/6-8
(週五-週日)

NT513-4 約翰福音與當代教會
(2學分)

吳榮滁
牧師/博士

4/19-22
(週四-週日)

PC506-2 憂鬱症與精神疾病
(2學分)

林慈敏博士

4/27-29

OT502-2 被擄歸回歷史書
(2學分)
PC560-3 情緒處理認知與輔導
(2學分)

蔡金玲博士

5/5-6
5/19-20

武自珍教授

7/21-24
(週六-週二)

週六 9:30 am – 5:30 pm 校本部
週日 2:00 pm – 5:30 pm
週五 6:00 pm – 9:00 pm 校本部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6:00 pm
週四及週五 7 pm – 10 pm 校本部
週六 9:30 am – 6:30 pm
週日 2:00 pm – 9:00 pm
週五 1:00 pm – 9:00 pm 校本部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6:30 pm
週六 9:30 am – 5:00 pm 校本部
週日 2:00 pm – 6:00 pm
週六 9:30 am – 5:30 pm 校本部
週日 2:00 pm – 9:00 pm
週間 7:00 pm –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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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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cliglobal.org

電話:(408) 83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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