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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異象落實

面對家庭、婚姻、人際關係等各個方面的挑戰，
信徒 需要關懷輔導的教導，這樣的課程受到極大的
歡迎。我們每學期開設的課程，一半是關懷輔導課
程，一半是聖經神學課程。大部分的學生第一次來
上課，是因為關懷輔導課程，但所有關懷輔導課都
有扎實的聖經真理根基，透過老師們生命的傳承，
他們了解聖經與神學的課程對基督徒信仰的全面幫
助，最後他們都會愛上聖經及神學課。

這樣，十多年來我們有上千位的學生參加過各類
的學習，每年都有超過一百位的學生上課，雖然他
們選修的課程有多有少，但是我們看到他們生命的
改變，家庭關係的改善，在教會的服事上也更加有
力。

對平信徒和教會領袖，我們會鼓勵他們修讀基
督教研究碩士（MCS），其中有很多實踐的課程；
對於有志做全時間傳道的，我們鼓勵他修讀道學碩
士（MDiv），對他們的學業要求較多較嚴；對長年
在機構或教會牧會的牧長們，我們也提供神學碩士
（ThM），教牧博士班（DMin），給予牧者在職進
修、終身學習的機會，因為畢業生每年可以免費選
修一門課。

3. 神學宣教

本著神學宣教的心志，十多年前開始在亞洲一
沿海城市設立分院，提供高品質教學卻完全免收學
費。學生主要是城市教會推薦的信徒領袖，具有大
學以上學歷，多是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他們一面工
作，一面接受神學裝備，同時在教會中服事。

亞洲的教會沒有專職傳道人，平信徒领袖都要
負起講道和牧養教會的職責。有系統的神學教育為
當地教會帶來莫大影響，他們的講道不只是個人的
感動，而是有根有基的聖經真理，關懷輔導的課程
也祝福許多人的生命、婚姻與家庭，且幫助他們牧
會。此外，因為商業模式和職場的巨大變化，職場
宣教和職場倫理的課程也非常受歡迎。

誰該來神學院學習？ 孫通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代理院長

                北美基督神學院董事顧問老師同工義工合影

前言

神 學 院 為 什 麼 存
在？——裝備合神心意的工
人，按著正意分解神的道。
工人在哪裡？——教會的弟
兄姊妹，凡羨慕善工者都可
以來學習,包括有志獻身傳
道者,和帶職事奉者。北美

基督神學院位於北加州的硅谷中心，我們的學生來源
多是本地的工程師、專業人士、教會領袖、家庭管理
者…。因為我們認為服事是蒙恩的人回應神的愛的表
現，我們裝備神的工人，使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
遍地(賽11:9)。

我們的異象

1. 看見需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的變化非常大，經濟大幅
發展，人們的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另一方面，生活
節奏加快，天天生活在忙碌之中，這種變化對教會也
是一種衝擊。後現代撇棄絶對真理，對生活產生孤獨
感、疏離感，憂鬱症與其它心理疾病像流行感冒，人
們渴望心靈得平安，渴望有支持的群體，需要愛與關
懷。

北美的華人教會還要面對非常大的文化衝擊，子
女教育、婚姻家庭、職場倫理、人際關係…等等，成
為教會中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挑戰。況且，現在教會
經常談論職場宣教，標榜每個基督徒在職場都是牧
者，但是這些問題若不能解決，基督徒在職場上為主
作見證就成為空談。

基督徒如何成為第一線的全人關懷者？教會如何
提供屬靈的家、成為真理的柱石？整全的靈命如何從
自己做起？神學院可以教導真理的知識，裝備信徒成
為基督精兵；但為了家庭和子女的需要，北美信徒大
多很難離開現有的工作，全時間進神學院進修。北美
基督神學院一開始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大部份
的課程都在夜間或週末，方便教會信徒領袖選修。

(下接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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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參與神學教育?

(續)

北美基督神學院教授

我為何參與神學教育？

最簡單的答案是：神的帶領、管治和恩賜的配合。

記得早於1980年，當我還在香港牧會的時候，受邀到「中國神學研究院」擔任講師，
開始了我在香港和北美多年神學教育的事奉，直到今天。回想這三十多年來神學院的事
奉，我一直持守以下的信念：

1. 教會必須傳揚純正的福音，因為它是生命之道（提後4:1-5; 彼前1:23-25）；
2. 信徒的生命要成長、教會要成熟，必須有全面的教導（西1:28; 徒20:20、27）；

3. 教牧領袖和信眾須彼此配搭，建立教會，而事奉者都需要装備 （ 弗4:11-13;  提後2:14-26）；
4. 在近現代普世教會的發展中，神學院是神所使用，装備事奉者的機構；
5. 神學院也必須承擔福音信仰（Evangelicalism）的傳承，特別在神學著作方面；
6. 福音信仰及神學的建立，始於對聖經「正確和全面」的詮釋；
7. 神學院老師不單需要有學養和教導恩賜，也必須在品格和事奉實踐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前4:1-16）。

感謝主！這些年來，我有機會參與神學教育，見證了不少神學生成為傳道人、牧師、宣教士、神學院老師、信
徒領袖。我在神學院曾擔任不同職位（老師、實習主任、教務長、院長等），學習良多。在教導方面，我也曾講
授不同科目：系统神學（5科）、新約神學、倫理學、謢教學、釋經講道等。在過去20年，我也抽出時間進行了
一些神學寫作。在教導和寫作的過程中，我個人的信仰和神學也得以進深和開拓，感謝神的恩典！

我鼓勵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前來神學院一同學習、接受装備，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陳若愚牧師

「 我 為何參與神學教育 」

神學教育之於當今華人基督教會，實屬當務之急。談到為何參與神學教育，就要追溯
到筆者在新加坡神學院接受訓練，當時的院長麥希真牧師在聚會中，分享了他參與神學教
育的負擔：「在我牧養教會多年後，我想如果我牧養的教會有100個會友，需要10年才能
夠增長到1000個會友。那麼，我訓練10個學生，他們畢業後牧養10個教會，每一個教會
有100個會友，10年後這10個學生的教會就總共有10,000個會友。這個時代正如耶穌所說
的莊稼多、工人少。於是我立志，要訓練更多的工人，一同來拓展神的國度。」麥院長的

一席分享，叫筆者茅塞頓開，也在心中默默地立志，要委身於神學教育的行列。

感謝上帝，讓筆者有機會在海內外的神學教育上有分，看到這彎曲悖謬、異端興起的當代社會中，高舉聖經的
神學教育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尤其在國內的培訓期間，親眼看見眾多神的僕人、使女和教會領袖們，為了幫助
群羊對神話語的認識、靈命的成長以及門徒的培訓，不怕艱難、努力殷勤地學習，實在叫人欣慰，更叫筆者感到
一切有關神學教育的付出是值得的。

從過去到現在，許許多多的基督教會以及愛主的弟兄姊妹們，在金錢、時間、知識和靈命、經驗上對神學教育
的種種支持，令人感到萬分雀躍，滿懷謝恩，願意全然獻上。懇求上帝幫助我們發揮神學教育該有的功能，誠心
所願！

池耀興牧師

                     北美基督神學院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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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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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來神學院學習？    (上 接第一頁)

以史為鑒行主命

主耶稣給門徒的大使命（太28：18﹣20）核心信息有兩點：一要廣傳福音；二要
教導門徒。而要把這兩方面的事工做好，起點和根本是對神話語的熟悉與正確理解、
扎實的神學裝備和由之而來的豐盛生命——這些都離不開神學教育。從這個意義上來
說，神學教育就是在實踐主的大使命。

我是研究和教授教會歷史的。以史為鑒，我們可以看到神學教育是何等的重要。初
期教會的領袖以師徒方式接受訓練，例如保羅訓練提摩太、馬可與西拉等。十九世紀後半葉，因為教會和宣教
工場的需要，很多專門的神學院開始建立起來，極大地推動了福音廣傳和教會其他事工。早期華人傳道人都是
由宣教士訓練的。廿世紀20、30年代，在宋尚節、計志文等的影響下，中國掀起了廣泛的復興，正如西方一
樣，那些願意為主奉獻一切和廣傳福音的信徒，在中國成立了神學院。例如伯特利神學院和華北神學院，多位
華人教會屬靈前輩先賢或受業於此，或與之淵源深厚。

歷史告訴我們，神學教育的核心是學神，目的是培育像神的門徒，效法基督愛主、服事主、服事眾人。唯
有如此，方能引人歸主蒙神祝福。因此，北美基督神學院的一切設置都以學神為前提和方向，裝備並引導學生
學像神、服事主。很感恩，我能有份參與其中。

劉英華老師

我們已經有三屆的畢業生，未來將提供更高階的
進修，也會尋求擴展神學院的影響力，因為「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神學院就是要教導那些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持
守真理的道。 

結語

屬靈生命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每一天的
生活。我認為真理與實踐並行的神學課程，可以幫助信
徒把信仰和生活聯繫在一起。當生命真正改變，世人從
信徒身上看出真是屬基督的，「職場宣教」就會自然的
發生。這個世代神學教育與宣教都發生巨大的變化，我
們的異象——凡羨慕善工的人都可以來學習，每個基督
徒都有機會牧養身邊的人，都是職場宣教士。

•【第二屆的北加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主題——【從苦難到喜樂的全人關懷】，於2月3日在基督之家第
五家舉辦。共有三場主題信息及12場的工作坊，12位來自美國及台灣的專業講員吸引了五百多位弟兄姐妹，
對一天的屬靈盛宴都覺得好似滿漢全席，感到意猶未盡，期待每年舉辦。

  

 北美基督神學院2018年1-4月事工收支
	
	經常費奉獻收入:						$			74,900
	學費收入:												$			46,580
	神學院事工支出﹕					$		138,500
---------------------------------
	神學院事工1-4月結餘:	$	(-17,020)
---------------------------------

神學院建築貸款:							$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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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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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神學院第五屆畢業生

黃振權
教牧學博士

感謝上帝！由最初讀神學到牧
會已經一段時間，很想檢視及
整理一下自己所做的事。而
在北美基督神學院CLI 進修期
間，真的感到「學而後知不
足」，但在密集的課堂上牧者
及教授的悉心講解，並在許多

的閱讀中，得到很多啟發。

看到自己接觸的一班年青人，從初中到高中，從
高中到大專，從大專到出來社會工作，他們都需要
適應轉變，真是不容易。教會如何牧養他們，一直
是我思考關注的課題。無論如何基督的恩典夠用，
在人力和物力不足的情況下，看到被牧養的年青人
從校園進入社會工作，從信仰迷失到找到人生方
向，都得到聖靈的引領。盼在CLI 進修時研究的結
果，可與更多牧養青少年的同工彼此分享及協同工
作，增加動力及減少資源浪費，發揮在基督裡的合
一精神。

趁機感謝我的老師、教會弟兄姊妹及學校同工。
感謝我的內子一直陪伴，在我倆教養兩個兒女時給
我不少牧養上的啟發，亦在他們身上學習愛的功
課。「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約壹4:19) 
願一切榮耀歸與三位一體的真上帝，阿們！

魏一恆
基督教道學碩士 

我和北美基督神學院的關
係，是從妻子開始。她修過
傅立德牧師『協談輔導』的
課，覺得很有幫助，也很實
用。當2015年底決定回應 神
的呼召，我辭去了工程師的
職務預備全職事奉，意識到

過去拿到的聖經研究碩士訓練，可能在牧會上還不
足夠，因此想尋找神學院繼續進修道學碩士，妻子
建議我選擇北美基督神學院。第一門課是吳榮滁牧
師教導的「啟示錄」，我在裡面得到很多。

原來希望用一年半的時間讀完，但是由於舊金山
真光浸信會邀請我做傳道人，所以就以半工半讀的
方式唸了兩年多。雖然這樣負擔比較重，卻幫助我
把課業和教會裡的服事結合起來。我在課堂裡所學
習的，可以直接應用到教會裡的服事--像講道和牧
養，這是起初沒有預期到的好處。

過去我覺得神學院的學習偏重理論、缺少實際，
主藉著我在北美基督神學院的學習，與我牧會的經
歷重疊，幫助我把理論和實際連結在一起。雖然不
是出於我自己的計劃，卻因為這一次「耶和華必有
預備」的經歷，使我再一次得到 神呼召的確據。

感謝神！願榮耀、頌讚都歸給祂！

簡思恩
教牧學博士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
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哥
林多前書15 : 10） 

上帝恩典浩大，從1975年
立志獻身事主，至今已有四
十多年了，我深深體會主愛

甘甜。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進入北美基督神學院
進修，回想兩年的學習過程中，都是在上帝的恩典
下渡過，無論在教會事奉、學習及身心靈，都有衪
豐富的供應和保守。

現要畢業離院了，我豈能不持守母親的訓言:「你
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
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2:15)為今
後的事奉向主禱告 : 「主啊！求祢賜我力量，能遵
行祢的話，謹守祢的命令，使我成為祢的好僕人；
懇求主使祢的眾兒女們成為代禱勇士，為著祢的僕
人禱告，時刻為主打美好的仗；更求主的靈使我謙
卑，在人面前單以十字架為誇口，又求主保守我的
心，使我至死忠心。奉主名求，阿們。」

末了，勉勵自己——
我雖軟弱，人看不中用；聖靈激勵，我力量無窮。
我雖渺小，體弱且身輕；向主仰望，我作主精兵。
我雖無知，前路滿荆棘；在主手中，我信衪引導。

劉輝正
教牧學博士 

我進入北美基督神學院就讀
教牧博士科，是有特別原因
和經歷的。其實當初在牧會
的時候，並沒有再拿個學位
的打算，因為我已經有一個
博士（化學工程），以及三

個碩士學位（道學、企業管理、化學工程），多一
個學位不是我在牧會上追求的目標。然而，由於在
參與中國門訓宣教上，認識到今日教會面對了三大
挑戰：「教會領導與管理的轉型」、「神學教育的
提升」，以及「普世宣教的動員」；知道自己首先
要在這三項上得着裝備，才可教導和帶動眾教會面
對挑戰。

北美基督神學院帶給我這些機會，無論在領導、
管理、宣教、神學方面，得到了造就，更有機會參
與國內碩士班的教學。爾後，神更開路，在中國多
處教會和神學院裡，教導領導學、管理學、宣教
學、系統福音神學，以及門徒裝備等課程，造就神
國屬靈人才，培養可以教導他人的人。

感謝神的巧妙安排和帶領，也感謝北美基督神學
院的老師和同工們的擺上。誠如羅馬書8:28節所
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願神繼續使用北美
基督神學院作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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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神學院第五屆畢業生

張愛寧
基督教研究文憑 

上神學院進修的意念一直在我心裏，然而遲遲未付諸行動。直到讀了一篇信徒當為主
受苦奉獻生活的文章，我才下了決心去讀神學。

研讀神學幫助我更進一步認識神和祂所啟示的人生觀。系統神學的聖靈論和啟示錄研
經，修正我對聖靈工作和末世論的誤解；而應用神學教導我，如何在今天——這個人際
關係錯綜複雜、生存環境日益艱難的世代，過一個身心健康、助人助己的生活。

實用神學的課程提供對兩性的成長及特質的認識，情緒的管理，如何做關懷協談和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衝
突。這些課程幫助我，在教會生活中有智慧地化解矛盾、衝突；在婚姻生活裏，用同理心培養親密關係。

末了，感謝神學院提供多樣性的課程，不僅開拓了我的視野，加深我對神的認識，也豐富了我的生活內涵。

林咏蓁
基督教研究碩士 

進 北 美 基 督 神 學 院 成 為 同
工、有機會在學院選修課程，
是我未曾想過的事。成為同
工，修復了我的生命，使我在
自我肯定、自我接納中成長了
許多。課程的選修，是神給我

的額外禮物，也是祂回應我多年的禱告。一直以來，
很想在輔導方面有更多的了解與進修，神就帶領我來
到以聖經神學與實踐神學並重的北美基督神學院。

原本想藉著這些的課程去幫助人，沒想到最大的受
益者是自己。每一堂課中，藉著老師的教導，聖靈的
帶領，生命就像剝洋蔥般，一層一層地被剝開、被對
付，經歷更新。「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
引他的道路」—箴16:9。回頭看，神豐富的恩典與
祝福，在我所行的路徑都滴下豐盛的脂油。感謝神
的帶領，學院老師生命的傳承，同工們愛心的服事！

黃守玉
基督教道學碩士
 

「關懷輔導」是我進入神學
院學習的初因，因為發現自己
在這方面的欠缺和服事中的需
要。北美基督神學院的關懷輔
導課程很實際且豐富，不但幫
助我在服事中可以學以致用，

也幫助我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從學習中我也體會到
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基督的福音。

神學院聖經和神學方面學習更擴展了我的視野，幫
助我思考未仔細釐清的問題。面對福音組慕道友五花
八門不同的問題，常常就在神學的課程中我得到了清
晰的解答。在主日學教導聖經的準備中，聖經和神學
的訓練幫助我能分辨取捨參考書的資料，較能掌握經
文主題並有較全面神學層面的認知。基礎聖經希臘文
和希伯來文的學習，使我能夠看懂參考書上原文的分
析，也能嘗試自己對一段經文根據原文工具有稍微深
入的分析，幫助我對經文的了解和對作者原意的掌
握，對教主日學和帶查經都很有幫助。

回過頭看這些年，我滿懷感恩，感謝神學院老師們
滿有恩典傾力相授，感謝神讓我能夠在職中慢慢地修
課，享受學習成長的喜樂。畢業只是學習中的一個里
程碑，願神帶領我繼續不斷在學習中成長，作神恩典
的管道。

陸經建
基督教研究碩士 

2014年八月，突來的異象
把我帶到北美基督神學院，為
的是幫助我閱讀聖經——神的
話語，因為對我這決志不久、
初入門者，它們著實是太奧秘
又難懂。聽老師講課，與同學

們分享，及課後的閱讀和作業，還真是在磨練中的享
受。如今，我不僅幾乎可以獨立讀經，也能應用所
學，開始在教會裡服事會友。

來校上課，第一件讓我震撼的事是：「師生小組」
的某一堂課，當時的副院長孫通牧師因公不能來，臨
時請了一位校友牧師代課。沒想到他抱重病守信來服
事。那天三小時的課，他站立嘔心講課，最後幾乎暈
倒。居然問我們這些新生，可以不可以讓他坐下來
喘口氣。我想這就是主要我學習的榜樣——盡心、盡
意、盡力愛主，也服事人。

今天我能畢業，真要感謝祂裝備我的計劃，包含學
院老師與同工的辛勞，和基督七家牧長與眾弟兄姊妹
的支持。

廖佳音
基督教研究碩士 

「你們要先來求祂的國和祂
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太6:33。

2012年底，我在靈修中與神
相遇，在孫師母的鼓勵下，於
2013年4月份開始了我在神學

院的學習。因著神學院的聖經及輔導課程，讓我重新
省察自己，學習愛，學習聆聽。當我的生命願意在十
字架面前被對付時，就能領受福音；當我認識到自我
真正的價值，不是建立在別人的話語和屬世物質的認
同上，真理就使我能享受在基督裡的自由。

感謝神的恩典，這5年的裝備學習，日日浸泡在神
話語裡是如此的甘甜。師長們悉心教導，不斷地提昇
我屬靈的眼光及靈命成長，讓我更深地回應神，成為
祂手中被塑造的器皿。我們的 神是將不可能變為可
能的全能神！感謝北美基督神學院這愛的大家庭與同
工們，感謝每一位授課教導的師長們，以生命影響生
命所散發出來的馨香之氣，成為我最好的屬靈導師。
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我在天上的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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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神學院第五屆畢業生
•【2018年北美基督神學院的畢業典禮】將於6

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假方舟浸信會舉行。本屆
共有三位教牧博士、二位道學碩士、三位聖經研究碩
士及四位文憑證書科學生畢業。當晚五時卅分於狀元
樓舉行十三週年感恩餐會及畢業謝師宴。

•大西雅圖全人關懷講座【優質人際關係-
你我他】將於8月25日週六將借用西雅圖播道
会華恩堂舉辦在西雅圖舉辦，由學院老師孫通
牧師、劉哲沛律師與王蘭馨女士，及王蔡佩芬
師母前往帶領專題。

呂秋源
基督教研究文憑 

兩年前，為了要到神學院來
修證書班，猶豫了兩個月。有
幾點考量的因素，第一，我是
一個對神學沒有興趣的基督
徒。第二，教會的服事佔據我
大部分下班的時間，並且上班

佔據我每天10個小時以上，我沒有時間寫作業。第
三，我中打的速度很龜速，中打對我而言，是一件很
痛苦的工作。唯一鼓勵我開始修課的動機，就是想充
實自己對家庭輔導的知識和技能。 

修完第一門課，無意中發現 Google Doc 有中文的 
Voice Typing，並且公司因要搬遷，一些 Projects 也
接著停頓下來，我可以利用時間寫作業。所以神賜給
我意想不到的恩典，調動萬事，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和
工具，來完成本來無法完成的作業。

另一方面，因著眾老師們風趣博學的教導，澄清我
對神學的偏見。我才明白神學是對真理探求、教會牧
養、門徒訓練、聖經研讀等等，身為基督徒應該裝備
的課程，這一切不是從主日信息可得知的。

感謝神！帶領我進入神學院修課。謝謝學院的老
師，將他們一輩子事奉神的珍貴經驗和對神的熱情，
傳授給我們。願神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使我們同得
神豐盛的基業。

霍錦
基督教研究文憑 

順利畢業了！還記得報名神學院之
前掙扎了許久，一怕沒有時間，二怕
功課太難；然而神的恩典夠我用，這
一年多來雖然工作和服事都很忙碌，
但是神學院的課業一點也沒落下。神
學院的課佔用了我許多晚間和週末的

休息時間，我卻把它視為一種享受。每當下了班拖著疲憊的
身體走進教室，學院同工親切的笑臉和老師們妙趣橫生的課
堂，總是能讓我重新振奮、精神抖擻地聽課。 

北美基督神學院的老師們都很注重實際操練，因為他們也
是禾場上的工人，是經歷過試驗的成熟器皿，我從他們身上
學到的不僅是神學知識，更多的是他們的謙卑與慈愛，我知
道那是主耶穌在他們生命中所做成的善工。最令我感動並印
象深刻的，是每位老師的生命見證；這些用淚水譜寫出的見
證，為我後來的服事做好了心理準備。當我面對人際關係中
各種的挑戰時，我想到的就是傅立德牧師的耐心、武自珍老
師的謙卑、孫通牧師的喜樂、王祈老師的溫柔……他們為我
樹立了耶穌門徒的榜樣，鼓勵我勇往直前！

感謝神，讓我來到北美基督神學院！感謝神學院，讓我成為
一個更像耶穌的人！

涂雅婷
基督教研究文憑 

因著對輔導課程的興趣，一
年多前首次和神學院的同工聯
繫，記得Cynthia當時在電話的
那頭和我一起禱告，求神賜下
足夠的恩典，使我們在靈力、
體力與時間方面都夠用，讓我

們在工作和服事之餘，還能在神學院加以學習。

真不敢想像，我和先生就這麼樣的，完成了文憑班
的課程。這一年多來對我們而言真是收穫良多，不論
是輔導、聖經或是神學方面的課程，都非常的豐富。
這期間的學習，改變了我們舊有屬靈生命的狹隘，更
新了我們思想意念的層次，增進了我們家庭、婚姻和
親子的關係，也加強了我們對神的信心。

授課的牧長們都是相當謙卑並有智慧，也是我們的
良師益友，我們在這裡不僅學習到「知識」而已，更
是學習到這些牧長們的牧養經驗，和他們這一生與神
同行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從他們裡面散發出來對神
的熱情，使他們真實的活在神的呼召裡，這令我非常
感動，也激勵我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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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動態報導

•孫通牧師：3月30日-4月1日，帶領 Palo Alto 
校城教會退休會。4月赴亞洲
基督神學院主持兩個亞洲分
院的畢業典禮、亞洲分院的兩
個新班的開學禮，並且教導【
釋經學】。8月25日，大西雅
圖全人關懷講座【優質人際關
係-你我他】中分享【優質人
際關係】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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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會】帶領專題；策劃神學
院新書寫作與出版。

•董事劉哲沛博士與王蘭馨老師：4月
10-14日到密蘇里州
參加【Reconciliation 
Conference,】。4月
21日在聖地牙哥主恩
堂分堂帶領【和睦培
訓會】；當晚在聖地
牙哥靈糧堂有一場專

題講座【夫妻和睦營帶領夫婦訓練】；5月
5-6日，19-20日在矽谷生命河靈糧堂領袖
學院教導【人際關係與衝突處理】課程，7
月13-15日北加基督徒會堂(CCIC-NV)帶領
家庭特會。7月22日在北加州曙光教會有社
區講座。8月25日，大西雅圖全人關懷講座
【優質人際關係-你我他】中分享【溝通溝
不通 】和【 透視婚姻衝突】專題。

•劉英華老師：2月3日在【北加基督教輔導關
懷特會】帶領專題；3月初到緬甸當地神學院教
導；6月中旬到亞洲分院教導二個新班。

•【末世，不可漠視】——啟示錄專題講座，將於6
月3日下午在神學院校本部舉辦，講員為吳榮滁牧師。

吳牧師於4月19-22日在學院教導【約翰福音與當代教
會】，40多位學生齊聚一堂，對約翰福音有突破性的學
習，也期待吳牧師在台灣牧會之餘常回美教導。

2018年第一期「同額倍增」奉獻（Matching Fund）

感謝神的恩典，有二對愛主的夫婦，願意在2018年上半年中以
「同額倍增」(Matching) 的方式來奉獻一筆金錢，支持神學院的北
美和亞洲的教育事工。「同額倍增」的金額為 5 萬元。

誠摯邀請您來参參與這擴展神國度的事工! 



    :00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20 1 8年夏季及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代號 課程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PC560-3 情緒處理認知與輔導

(2學分)
武自珍教授 7/21-24

(週六-週二)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9:00 pm
週間 7:00 pm –10:00 pm

校本部

TT510-4 系統神學(四)聖靈論
(2學分)

陳若愚牧師 8/30-10/9 每週四 (10/9 週二)
共七週 7:00 pm–10:00 pm

校本部

PC530-1 人際關係的和好與重建系
列 - 愛與衝突(2學分)

劉哲沛博士/
王蘭馨老師

9/22-23 週六/日
9/28-29 週五/六

週五 7:00 pm –10:00 pm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6:00 pm

校本部

NT514-2 使徒行傳與早期教會
(2學分)

劉英華博士 10/13-14
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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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部

BT500-1 福音神學(一) 
(2學分)

傅立德牧師 10/26-28
(週五-週日)

週五 6:00 pm -  9:00 pm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6:00 pm

校本部

EP520-1 實用釋經講道
(2學分)

孫通牧師 10/25-12/13 
(11/22 no class)

每週四 共七週
7:00 pm–10:00 pm

校本部

FE500-1 師生小組(2學分)
碩士及文憑必修

孫通牧師
陳若愚牧師
劉英華老師

11/3-4,10-11
週六 9:30 am – 5:30 pm
週日 2:00 pm – 5:30 pm

校本部

PC504-1 青少年教導與輔導

(2學分)

吳子良老師 12/1-2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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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部

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會員

代號 課程（4學分） 教  授 日  期 時  間 地點
TT820-1 福音派的教會論：

神學與實踐
陳若愚牧師 7/9 - 7/13 週一到四 9:00 am– 4:00 pm

週五 9:00 am - 12:30 pm
校本部

PL810-4 整全教牧領導與實踐 孫玉華牧師/
博士

7/16 - 7/20 週一到四 9:00 am– 4:00 pm
週五 9:00 am - 12:30 pm

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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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北美基督神學院 第三十期 M AY  2 0 1 8

447 De Guigne Drive, 

Sunnyvale, CA 94085

Tel: 408.830.9912

Web: www.cliglobal.org

Email: CLIadm123@gmail.com

本期內容

誰該來神學院學習？                      1

我為何參與神學教育?                               2

第二屆北加基督教輔導關懷特會           3

北美基督神學院第五屆畢業生                   4 

北美基督神學院畢業典禮                            6 

北美基督神學院動態報導                         7

2018年夏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8

2018年夏秋季碩士與文憑證書課程         8

招生中。設有獎學金，請上網或電話報名  網址:www.cliglobal.org  電話:(408) 830-9912 

2 0 1 8年夏季教牧學博士課程

塑 

造

當

代

基

督

徒

領

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