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故事

北美基督神學院於 2005 年七月一日於美國
加州登記立案正式成立。學院位於華人聚居
舊金山灣區南灣的矽谷 ，不但可以就近裝
備華人基督徒領袖服事當地眾多教會及家
庭，並且靠近亞洲，面向宣教之地，有利於
實踐服事普世骨肉之親的信念。2006 年開
始亞洲事工，並於 2008 年在亞洲重點地區
設立北美基督神學院亞洲分院。 2009 年
開始北美教牧博士課程，2012 年開始香港
教牧博士課程。

北美基督神學院的異象與理念
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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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念﹕
「北美與亞洲事工並重」，
「聖經與實踐神學並重」。
校訓：
「愛基督、學基督、傳基督、像基督」。

北美基督神學院亞洲分院面對最大的宣教
工場，人口多，教會增長快，牧養需要
大，培訓的需要十分迫切。我們選擇適當
城市設立校區，交通便利，教會組織健
全，學生有豐富的服事經驗。在短短的幾
年，已經有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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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會與個人成為夥伴
北美基督神學院懇請教會與有負擔的弟兄姊
妹成為教會夥伴或個人夥伴，彼此配搭、代
禱、投入神學教育，裝備信徒、栽培神所呼
召的傳道人與僕人領袖，共同拓展神的國
度，竭力完成主耶穌的大使命，滿足神的心
意。
我們誠懇的邀請你參與這項為天國的事業長
遠投資的事奉。你可以成為北美基督神學院
的學生，同工，或在禱告，經濟上支持我
們。在亞洲只需要 US$500，就可以足夠一
個神學生一學期的學費，回報卻是改變許多
人的生命 。你也可以一次奉獻來支持神學
院。北美基督神學院為憑信心的機構，奉獻
可以減稅。
447 De Guigne Drive
Sunnyvale, CA 94085
Tel: (408) 830-9912
Fax: (408) 830-9913
Website: www.cliglobal.org
Email: CLIadm1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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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造 僕 人 領 袖，服 事 骨 肉 之 親

北美基督神學院的成立乃是為了回應神所給
的異象與使命，針對當今教會信徒與社會大
眾的需要，因應現代福音事工與教會所面臨
的挑戰，提供教牧與基督徒領袖在神學教育
上一個新的選擇與學習方式。

神學院以培養教牧人才與僕人領袖為主，
面對信徒信仰與生活的需要，系統的教授
聖經，神學與教會歷史，並提供職場事
奉，教會，家庭，青少年與兒童的神學教
育，及關懷，輔導，衝突處理等實用技
巧。畢業生可在當地服事，或幫助亞洲廣
大的禾場。

北美基督神學院碩士與文憑學制

碩士課程
Master Program
內容:北美基督神學院現頒發道學碩士與基督教研究碩
士學位，根據每一學位的需要與特色安排相關必修及
選修課程。因北美基督神學院特別著重裝備工人禾場
服事，特將關懷輔導課程從實踐神學中分出同列。
入學資格：
1.大學或神學院畢業、具有學士或同等學歷、或更
高學位，且平均成績 2.67 (B- 或 80%）以上。
2.蒙召得救受洗滿二年以上，積極事奉，有志一生
事奉神。
3.品格高尚，靈命成熟，有牧師或教會領袖之推
薦。
4.有讀、聽、寫華語程度，並具有基本英語能力。

主修-輔導與事工 (Counseling and Ministry)
目標:掌握教會牧養與關懷輔導的真理與技巧，有效
的服事會眾與輔導家庭婚姻親子關係，並培養
研究教牧能力與聖經真理，以備進深神學裝
備，從事教會牧養及聖經與關懷輔導教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關懷輔導課程:24 學分
 實踐神學課程:24 學分
 聖經課程:26 學分
 神學課程:16 學分
 實習:完成一年實習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學分要求： 60 學分
學制： 2 年
時間:按照選課的速度，2 年到 5 年可以修完。
基督教研究碩士分為兩個主修: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道學碩士科學分要求： 90 學分
學制： 3 年
時間:按照選課的速度，3 年到 5 年可以修完。
道學碩士分為兩個主修:
主修-聖經與神學 (Bible and Theology)
目標:掌握聖經與神學的真理與背景，有效的
教導聖經，並培養研究聖經能力，以備
進深神學裝備，從事教會牧養與神學教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聖經課程:38 學分
 神學課程:20 學分
 實踐神學課程:18 學分
 關懷輔導課程:14 學分
 實習:完成一年實習

主修-聖經與神學 (Bible and Theology)
目標:掌握聖經與神學的真理與背景，有效的
教導聖經，並培養研究聖經能力，以備進
深神學裝備，從事神學教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聖經課程:20 學分
 神學課程:14 學分
 關懷輔導課程:14 學分
 實踐神學課程:12 學分
 實習:完成半年實習
主修-輔導與事工 (Counseling and Ministry)
目標:掌握教會牧養與關懷輔導的真理與技巧，有效
的服事會眾與輔導家庭婚姻親子關係，並培
養研究教牧能力與聖經真理，以備進深神學裝
備，從事聖經與關懷輔導教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關懷輔導課程:20 學分
 實踐神學課程:14 學分
 聖經課程:16 學分
 神學課程:10 學分
 實習:完成半年實習

基督教輔導文憑與
聖經研究文憑
Diploma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
Diploma in Biblical Studies
內容:北美基督神學院現頒發二個文憑，根據每一文
憑的需要與特色安排相關必修與選修課程。
入學資格:
1.大學或神學院畢業、具有學士或同等學歷、或更
高學位，且平均成績 2.67 (B- 或 80%）以上。
2.蒙召得救受洗滿二年以上，積極事奉，有志一生
事奉神。
3.品格高尚，靈命成熟，有牧師或教會領袖之推
薦。
4.有讀、聽、寫華語程度，並具有基本英語能力。
課程與學分要求:20 學分 (10 門課)
時間:按照選課進度，1 年到 2 年可以修完。
文憑學分：可以做為碩士學位的學分。
文憑分為兩個主修:
主修-聖經與神學 (聖經研究文憑 DipBS)
目標:掌握聖經與神學的真理與背景，有效的在
教會教導主日學與聖經，並培養研究聖經
能力，以備進深神學裝備，從事神學教
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聖經/神學課程:6 門課，12 學分
 實用神學/關懷輔導課程:4 門課，8 學分
 實習:完成三個月實習
主修-輔導與事工 (基督教輔導文憑 DipCC)
目標:掌握關懷輔導的真理與技巧，有效的服事
小組與會眾，並輔導家庭婚姻親子關係，
以備進深神學裝備，從事關懷輔導教導。
課程與學分要求:
 關懷輔導課程:6 門課，12 學分
 聖經/神學課程:4 門課，8 學分
 實習:完成三個月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