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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董事、President Circle 同工、和部門主任10月15日

在美麗的 New Port Beach 有一天的退修會（右圖）。當天

最大的特色不僅是討論的目標具體，更是融洽相聚、

攜手前瞻、有多段同心禱告的時刻。我用一段時間與

各位同工分享信息和事工焦點，重要的是凝聚各人的

思緒，重溫聖經屬靈人的事奉指引、肯定並委身北美

華神的神學工程。本文以『踏前人的足跡』整理及補

充反省的信息，與各位一同向保羅和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 )二位屬靈人學習，踏上他們的足跡。

容我按保羅在下段經文提到的『工程』、『分工』、

和『同工』與各位分享:

5亞波羅算甚麼？保羅算甚麼？無非是執事，照主
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6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7可見栽種的，
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
他生長的神。8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
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9因為我們
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

12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
建造，13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
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
怎樣。1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15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
虧損。(林前3:5-15)

『工程』(林前3:13-15)。保羅在13-15節重複四次

『工程』一字，讓我們體驗到他對所承擔之託付的沉

重感，他在哥林多教會的建造是一項工程！每一個神

國的事工都應該是一項工程，因為它是永恆神國的一

部份，它會呈現後續的結果，保羅對會眾說:「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意思是教會是一塊

田，要農夫去耕種；是一些材料，要工程師去建造。當

然就是期待經過一番努力、一段時間後就有成果!

我們都知道，工程越是龐大，能存留及影響越深

遠，工程就越艱難─所以開始時、進行中、跟進到達成

目標都是耗時、耗資、耗人，但是它的意義重大非凡! 

多少時候，艱鉅使人卻步，但是如JHT說:  

“I have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every 

great work of God: f irst, it is impossible, then it is dif f icult, 

then it is done.” (JHT)

北美華神領受一個更大的託付─『華人神學教育』。

我們的目標不是太大，我們不是它的全部，而是認定學

院的事工是影響到它的素質與長遠果效的一股力量，

是神龐大『工程』的一部份。

『分工』(林前3:5-8)。一般解釋保羅提到栽種

的、澆灌的，就是指他和亞波羅的分工，其實讀者忽略

了最關鍵的另一位分工者─「叫它生長的神」。有人

努力栽種和澆灌，農作物卻不生長，因為忽略神的工

作。「栽種的、澆灌的、算不得什麼」定下了一種『分工

律』─付出、各事其職、謙卑互補！多少事工毀於放大

了「自我」，一分再分且耗損資源。「異象是驅動的力

量」，不是保羅也不是亞波羅，乃是神所委托的『工程』

，讓它成為有收成的田地，成為根基堅固的房屋，顯出

賜生命的源頭，彰顯建築師的藍圖！

『踏前人的足跡』
.....教會是一塊田，要農夫去耕種；是一些材料，要工程師去建造。當然

就是期待經過一番努力、一段時間後就有成果!

院長–梁潔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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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有意義和價值的

人生下半場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

	 傳道書7:8

你
若是不到三十歲恭喜你，在我們這崇拜年輕的

時代裡，你是擁有許多青春資源。但由於是在人

生漫長的路上，你的磨練卻才開始，你將會需要許多

外來的建議與幫助，去面對你未來人生路上的磨練。

所以我建議你將這題目改為“營造有意義和價值的人

生”並耐心的讀完。

 亞伯拉罕七十五歲時耶和

華神的話臨到他，要他離開當時

世界文明的高峰地區-迦勒底的

吾珥（徒7:2-4)。他是一個成功

的生意人，有一個美貌的妻子，

拜月神（書24:2)。當他聽到耶和

華的話時，他和父親及侄兒三家

一起離開吾珥，到了哈蘭。從那

裡他開始了他的下半生。一個新

的民族由他而出（創12:2-3），

一個新的宗教信仰從他開始（加

3:29）。

牛頓三十歲時完成了他的萬有

引力的發現，五十歲前發現微積

分。此後餘生他繼續科學研究

也花許多時間精力在聖經的歷

史考證。1990年美國科學會問卷

調查幾萬位會員，選出歷史上最偉大，最居影響力的

科學家，牛頓是第一人選。他的影響力不只是在科學

界的發現，也是在於他的治學精神和他的宇宙觀及人

生觀。他宣稱“他是研究上帝的創造以便認識創造宇

宙的上帝。”這簡單的一句話，表達的不是“科學的論

述”乃是科學哲學的立場。科學本身是工具。如何應用

科學是哲學（倫理）的範疇。科學發展的方向取決於

科學家的科學哲學的立場。牛頓的立場就制定了他研

究的高度及廣度。他的發現都是革命性的創新，不是

為了經費或發表論文而研究（研究為的是發表論文，

有了論文可以得經費，有了經費就可以謀生。）他的治

學精神不是“格物致知”，而是為了“認識神和他的創

造。“在這前提之下，謙卑不是勉強，乃是自然結果。像

牛頓說的“我不過是在知識的大海邊，撿幾顆貝殼而

已。”你若是跟這樣的老師學習，你怎能不謙卑，不敬

畏上帝呢？反之，你若跟一位自我中心的教授或老闆

學習如何做項目以便賺錢，你怎麼可能不會認為人生

當以成名賺錢為目的呢？為了成名

賺錢可以扭曲數據的正確含義甚

至假造數據。如此的人生上半場，

下半場沒有不一樣；一開始已經輸

了，一路輸到底，全然皆墨。只是希

望你像亞伯拉罕一樣，在人生中場

時，聽到上帝的說話，重新出發締

造有意義、有價值的下半場。本文

中我們會描述什麼是有意義、有價

值的人生。

 像許多歷史上的人物經歷中

年轉機，近代人在高度工業化時

代的重大的競爭壓力下，科技快

速發展中，更容易在中年經歷倦勤

（burn-out）。下面是一些發生在

我們周圍的實例:

	 Bob	Buford	(班福德)1 從小生

在基督教的家庭。十歲時，父親因酗酒過度去世。二次

婚姻失敗後，母親成為女強人成立了無線電視公司。

他三十一歲時，母親在一場大火中逝世。他就繼承了公

司。八零年代他四十四歲時，他的公司達到頂峰。他體

會到“恐懼失敗”，因為要繼續公司的成長是不可能。

如何面對接受失望？他就開始尋找答案。

	 Tim	Conway 2 進大學那一年接受主的救恩，成

為一個認真的門徒。和一位主內的姐妹結婚，生了兩

個女兒。以後全職在一間大學旁邊的教會牧會。七零

年中期，他四十多歲時，教會有一千多會友，欣欣向

	 院牧─

	 崔思凱博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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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他開始感到“倦勤”，後來到一個地步他決定辭

職，離家，去一個人找不到他的地方。在這時他聽到

神的聲音...。

 十七年前，我在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讀

書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Dr.	Wardle也有類似的經歷。

他大學信主，然後進神學院裝備，畢業後進入工場。

經過十年的努力教會有兩千人。這時他卻感到疲憊，沮

喪。他到處求救。他的宗派上司視他為靈命出軌，事工

失敗！他的教會也不能了解；如此成功的牧師怎可能倦

勤，一定是有未認的罪！他自己就進了一間療養院。三

個月後，他奇蹟式的復原。這改變了他的下半生，讓他

對神、對自己和信仰都有了嶄新的認識。

什麼是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

 大部分的中國基督徒，二十出頭進入社會，但即

使是從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長大，能像李愛銳（Er ic	

Liddel l）一樣，放下奧運會的金牌的光環，就去遙遠

的中國宣教的還是風毛麟角。多數的人就進入職場，

努力學技能，學賺錢，為的是能在社會上立足。這就是

孔夫子說的“三十而立”。一旦可以謀生後，就開始有

意無意的爭取及贏得別人的信任和接納。經過十年每

天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學習技能，賺錢，贏得人的

稱讚已成為我們想上進之人的人生“成功目標。”就

是基督徒也很少有例外的。在進入職場前，基督信仰

讓年輕的基督徒在面對“罪行”和“不對的心思意念”

有許多操練。但是對這些成功的目標並沒有反思的能

力，認為它們和“跟隨主”是不相違背，甚至是相輔相

成的，因為我們看技能，金錢，人的稱讚為神的祝福及

開路。

在歐美的華人要靠近四十而不惑時，常突然發現通往

成功的樓梯碰到了玻璃的天花板，人生一眼看到盡頭！

沮喪，傷感之餘，海歸之心油然而生。若是一旦真的

海歸之後，才發現，多數的海歸和當地的同胞也都自

嘆“懷才不遇”！通向成功之路是越來越窄，只有極少

數人因緣際會得到功成利就，但對絕大多數人，成功

像是水鏡花，可看不可得！這是成功的第一迷思。對那

些極少數達標的幸運兒，他們的震撼更大。就如大文

豪Bernard Shaw 所說“人生有兩個失望：第一個失望是

得不到你想要的；第二個失望是得到了你想要的，卻

發現所得到的並不如你想像的滿足你。第二個失望遠

超過第一個失望，因此無路可走了，這就是絕望！”這

在前一段Bob	Buford，Tim Conway和Dr.	Wardle的故事

裡一展無遺。但是沒親身經歷過的人死也不肯相信。

美國的富豪影星Jim	Carrey 曾說“I	wish	you	all	have	

experienced	the	rich	and	fame	that	I	have	got	to	know	

it	really	does	not	make	you	happy!”但是即使如此，又

有多少人會在這時聽到上帝的聲音呢？從第一段裡亞

伯拉罕等人的見證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些規則，幫助

我們可以重新締造有意義及有價值的下半場人生。基

本上，一般的人用“成功”來代替“意義和價值”而所

謂的成功多是用“才能、錢財和人的稱讚”來衡量。那

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又是指什麼呢？在此先提出

三項內涵。

1. 成功的人生追求才能：但是有意義的人生是將得

到的技能用來服侍別人。就如耶穌所說“人子來不是受

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Bob	Buford經過禱告後將公

司主要責任交給別人，開始用他的恩賜才能成立一個

非盈利機構，為大型教會的管理提供服務。他說他為

大型教會服務不是因為他認為大教會是代表成功，乃

是因為大教會比較需要他熟悉的管理模式。

2. 成功的人生累積財富；但是有意義的人生教導我們

如何使用財富，無論它有多少。我們成為財富的託管

者，神指定財富當如何使用，我們去執行。我們不為財

富的多少負責；我們為如何使用的正確負責。就如亞

伯拉罕的侄兒羅得和他爭牧地時，他對羅得說“你我

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

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我：你向左，

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創13：7-9）亞伯拉罕

看骨肉關係過於錢財，放棄錢財以便得他侄兒的心。

這乃是如何使用錢財的一個好例子。這也反應出一個

心態，就是: 亞伯拉罕不以財物的多少來衡量他的價

值。合理的推測應該是他覺得自己有價值才毫不猶豫

的將好的水草之地讓給羅得。至於如何得價值， 這又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且待深入探討的題目。

3. 成功的人生追求人的肯定和讚揚；但是有意義和

價值的人生開始於認識自己，進而認識神。這是一個

複雜的過程，不是一蹴可成。Dr.	 Wardle四十歲時就

是一個牧養兩千人教會的成功牧師，得到人所羨慕的

稱讚。但是他卻經歷倦勤，沮喪，到一個地步需要住

醫院。最讓人不理解的是教會的同工卻不能接受這事

實，認為這是罪的問題。當他在療養院裡，有三個人照

顧他，他的心理輔導師，他的護士和一位清潔工友，無

條件的愛他，不是因為他曾經是名牧師，而是在他一

無是處時，仍然愛他、接納他、關心他，花時間聽他，

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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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事工
				

				

				

			

● 北美華神實習部將會在 1/23/2017 週一下午1:30-3:30 

在校本部舉辦一個事奉座談會，題目為「有效健康處理

牧會壓力」。當天有幾位資深牧者(崔思凱牧師、陳錦友

牧師、郭恩愛師母) 分享個人心得，並由孟安麗博士介紹

最新有關牧者自我照顧的知識。此講座開放給LA 地區牧

長、校友及同學。詳情及報名請在1/18日前與孟安麗老師 

(anital@cesna.edu) 聯絡。

● 準備冬季實習的同學，請先細讀北美華神網站事奉實習頁

最新各學科實習指引(MCS, MDiv)，然後儘早(12月中前)與

實習輔導部負責老師連絡 (電郵: anital@cesna.edu電

話: 626-917-9482x241)，商討可能性及填表正式申請實

習。實習主任同意實習申請後，學生即可註冊下季實習。

院長室

● 董事會已啟動並率先認獻購置第一期學生宿舍，計劃今年年

底落實。院方將推動全院師生、同工、在校生、及畢業生投入

支持此龐大企劃。鼓勵所有北美華神之友切勿錯過今年最有

意義的投資，在神工人的訓練上擺上你的一份!詳情請詢拓

展部副主任趙老師 (626-917-9482 x161)，第二期學生宿舍

也在規劃中。

● 學院各部門已開始安排2017-2018事工及預算，本院將擴大招

生、創新遠距授課模式及設備，訓練廣大信徒。

● 學院誠邀眾教會及機構成為訓練盟約伙伴，在教導、輔導、宣

教、及事奉課程等範圍裝備貴教會的聖徒，使他們用生命與

真理服事教會。  

實習、輔導部		

延伸部

教務部

● 延伸部在2017年全面推出網路『特別事工證書』課程，有

(一)聖經教師培育課程和(二)聖經研究進深課程，供各同

學選讀，請各位把握機會，裝備自已為主所用。詳情請看

本季《延伸制網路課程》通告及介紹或致電626-917-9482 

x182 Esther姊妹查詢(estherh@cesna.edu) 。

● 延伸部現正聘請全時間行政助理一名，對推廣未來延伸制

神學教育，有中、英文書寫能力及服事眾教會心志者，可

將簡歷送至延伸部主任陳浩強牧師收 (email: cliffc@

cesna.edu.)

● 若任何教會有興趣在2017年協辦黃維仁博士主講的『親密

之旅』培訓課程，請盡快與延伸部主任陳浩強牧師聯絡及

索取申請資料 (Tel: 626-917-9482 ext 181； email: 

cliffc@cesna.edu) 或在 www.cesna.edu網站查閱。

● 新學期開始，我們歡迎兩位新任教授：1.陳錦友牧師／博

士，2.趙李秀珍博士。陳牧師是三一神學院的舊約博士，也

曾在教會牧會和服事30年以上。擔任教授聖經課程。趙博

士是福樂神學院的神學博士，擔任教授神學課程。

● 2017年國際學生招生報名截止日期是三月一日，美加地

區博士/碩士科招生截止日期三月十五日，入學考試五月

五日(周五)歡迎清楚蒙召者或有心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來

報考，詳情請上網或洽詢教務部同工Lily Pan (626-917-

9482 ext 147) 。

● 2017冬季班教牧博士科將開兩門密集課:「中美華人教會

史」、「靈修神學」，歡迎博士班同學或教牧同工註冊選

課，有關註冊事項請與Alice Chiang (626-917-9482 ext 

143)聯絡。

● 2017年博/碩士科全年課表已放在學院網頁上，請自行上網

點擊，若有任何的變動以學校網上的更新為主。

行政部

● 感謝神的恩典帶領趙李秀珍老師(神學)、陳錦友老師(舊約

聖經)分別於七月初、九月初加入北美華神教師團隊。

● 行政部利用暑假期間完成學生活動中心搬遷至#251，將

#251規劃成為:學生閱讀區、學生活動中心、期刊與多媒體

區、和展示區(記念林道亮院長、唐佑之牧師)，並清洗大樓

外窗，與總辦公室(#275)、院長室地毯。

● 規劃更新、加強學院無線網路、wifi功能，並更新#150、

#151、#160、#232、#251等房間之冷氣控制開關。

● 完成2016-2017獎助學金之審核、與發放。

❹

拓展部

● 如院長報告，學院正購買第一期的學生宿舍，是一棟五房的

房屋，靠近學院，買價為六十萬八千。現在正求神感動弟兄姐

妹以捐款，或無息貸款的方式，五年還款，籌得所需款項。請

與拓展部副主任，趙老師聯系（626)917-9482 ext 161

● 北美華神校友陳仁玫傳道於2016年10月23日在聖迦谷羅省

基督教會及林怡明傳道於2016年11月6日在鑽石崗羅省基

督教會分別被按立為牧師，服事教會。

● 感謝神，學院空置的辦公室已經租出一半，現還剩兩

間，分別為$14 00 (978 sf )和

$2500(1733 sf)，包水電。請與拓

展部副主任，趙老師聯系（626）

917-9482 ext 161



7-9月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 74,099.05
奉獻收入 205,007.30
其他收入 259.49

支出 265,746.20
盈餘(不足) 13,619.64

財
務
報
告

一
般
院
務

學
院
物
業

財
務
報
告

 7-9月收入/支出
租金收入 65,048.58

指定物業奉獻收入 2,873.00
物業管理支出 37,750.03

還物業貸款支出 47,944.95
盈餘 (不足) -17,773.40

2 0 1 6 年 7 月 至 9 月
財務報告

❺

上接第二頁文章─「營造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下半場」

上接首頁文章─「踏前人的足跡」     

安慰他，陪伴他，他的心理輔導師也給他具體的建議。

三個多月後，他康復出院。最大的收獲是，他找到了自

己癥結所在，他發現自己其實是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

在他牧會的過程中，尤其是教當教會大到上千人時，他

基本上是一個“manager”，“CEO”，他和會眾越來越

遠，在那個沒有溫暖的人際關係中，他開始沮喪。當他

對自己有這樣認識後，他知道神對他的呼召是“一個關

懷者”而不是大教會的牧師。他也發現許多牧師都默

默的經歷同樣的折磨而找不到出路。他就回到學校學

習基督教輔導學，成為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幫助成千

上萬需要的人。我在他的課堂裡感受到的不只是聽講

課，更多是像接受一個朋友的關懷和交流。

 基本上人的價值不是從自我催眠而來，必須從外

界而來，不認識神的人，只能從社會和身旁的人而來。所

以追求人的稱讚和肯定是正常的。只是人心變化無常，

今天說你好的人，明天可以厭煩你。事實上，我們常常對

自己的看法也無一定論。基督教的人觀是神造人將神的

形象放在人裡面（創1:27）。這形像是人的價值的本體。

但是當人自己要與神同等，不願意在一個領受價值的地

位，卻執意要自創價值時，人就與神隔絕（創三章）。就成

了今天我們的境況；人人彼此要駕馭別人，以顯出自己的

榮耀和價值（創3:16b)。神的方法是讓人恢復與神的正常

關係，通過耶穌的替死，因著人的信，罪得赦免，與神和

好。因此得稱神兒女的名分，這是價值的本質。價值的外

顯在於認識神在每一個人身上所賦予的獨特性，而人也願

意按照神的藍圖去生活，找到他個人存在的意義。

註釋

1.《人生下半場》，Bob Buford，楊曼如譯，（雅歌出版社），2003台北

2. 《Men in midlife crisis》,  Jim Conway, (David Cook Publishing), 1978 Elgin Ill inois

“As our Father makes many a f lower to bloom unseen 
in the lonely deser t, [ let us] do all that we can do, as under 
God’s eye, though no other eye ever take note of it.” (JHT)

北美華神與各宗派、機構、全美加、歐亞教會成為

訓練伙伴，董事會支持繼續邀請盟約伙伴，分工合作才

能經驗耶穌所說：「你們要做比這更大的事」，一同為

神國盡力！

『同工』(林前3:9)。保羅教導哥林多教會信徒, 

他們應該看保羅和亞波羅是彼此同工、不是薄化凝聚

力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二位僕人「是與神同工的」, 

神有份在這個工程團隊中叫我們心生敬畏、謹慎行事、

正直不阿。「神是合一的因素」，各人忠於職守，彼此

互需互供與神同工，衪負責事工的成長。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ies.” (JHT)

尤其重要的，神是工程的主，衪有藍圖在握，因為保

羅補充說：「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

和亞波羅勞力耕種、澆灌，但他們只是僕人，「照主所賜

給他們各人的」恩賜全力付出。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 (JHT)

所以，我真正體會並且鼓勵各位效法JHT的禱告:

 “ I used to ask God to help me. Then I asked if I might 
help Him. I ended up by asking Him to do His work through 
me.”(JHT)

 結語：我深信前人的足跡是真實可以重蹈的，唯願

與各位同工共勉：願我們用手中那會衰殘的、建造影響

深遠的金銀寶石工程，神必然要按各人的工作給予賞

賜！(林前3:13-14)



博／碩士科課程一覽表	冬季2017點擊課程名稱可下載課程介紹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博 碩

3月6日-3月10日 
週一~週五1:30am-6:30pm 中美華人教會史(密集) 謝文郁 4 X

  

3月13日-3月17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靈修神學(密集) 劉秀嫻 4 X

1月3日-3月7日
週二2:00~5:00pm 摩西五經原文解經(神碩) 梁潔瓊 X 3

1月9日-3月6日
週一1:00-5:15pm
(skip1/30;2/20)

馬可與門訓 劉志遠 X 3

1月3日-3月7日
週二9:00am-12:00pm

人類成長學 劉亦文 X 3

1月3日-3月7日
週二1:00pm~5:00pm 教會歷史(遠距) 謝文郁 X 4

1月11日-3月8日
週三1:30~5:00pm 家庭輔導 孟安麗 X 3

1月5日-3月9日
週四8:30am~12:30pm 講道學(遠距) 劉志遠 X 4

1月5日-3月9日
週四2:00~5:00pm 保羅書信(遠距) 徐大生 X 3

1月6日-3月10日
週五9:00am-12:00pm 希伯來文進階(遠距) 陳錦友 X 3

1月6日-3月10日
週五9:00am-12:00pm 神學英文 徐健 X 0

3月13日-3月18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週六10am-4:00pm

屬靈傳統和實踐 劉秀嫻 X 3

2月2日-2月7日
週四~週五7: 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10:00pm
週一7:00-10:00pm
週二7:00-10:00pm

講道學 陳家榮 X 4

Durham, NC/華人福音基督教會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hurch
聯絡人:林恂牧師
serenalin@e-missionworld.org

3月16日-3月20日
週五1:30-10:00pm
週六10:00am-8:30pm
週日1:30-9:30pm
週一7:00-9:30pm

馬可與門訓 劉志遠 X 3

Livonia, MI/中華福音教會
聯絡人: 關志平Scout Kuan
(248) 656-8525
cp_scott@yahoo.com

*遠距課程歡迎外州同學選讀

1520 W. Cameron Av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北美華神
校本部

❻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803_191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A750_191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OT821_191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NT505_1919.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CE430_192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CH100_192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C640_192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A202_1923.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NT510_192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LA201_1925.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LA300_192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A100_192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A202_192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NT505_1929.pdf


延伸制網路課程一覽表
編	號 課	程 老	師 學分 學費

OT100 舊約神學 梁潔瓊 4 $240

OT200 摩西五經 (綜覽) 梁潔瓊 3 $180

OT204 出埃及記 梁潔瓊 3 $180

OT216 路得記 陳浩強 2 $120

OT221 約伯記與信徒關懷 梁潔瓊 2 $120

OT222 詩篇: 上行之歌(粵) 陳錦友 2 $120

OT230 大先知書 劉孝勇 4 $240

OT231 以賽亞書 劉翼翹 4 $240

OT242 撒母耳記 梁潔瓊 2 $120

NT502 福音書 許宏度 2 $120

NT502A 福音書 (綜覽) 徐大生 3 $180

NT505 馬可福音 劉志遠 2 $120

NT507 約翰福音 謝文郁 2 $120

NT510 保羅書信 許宏度 2 $120

NT511 羅馬書專題研究 謝文郁 2 $120

NT515 以弗所書 潘定藩 2 $120

摩西五經 (綜覽)

(OT200)

先知書 (概論)

(OT230)

福音書 (綜覽)

(NT502 或 2018推出

網路NT502A)

保羅書信

(NT510或NT520)

詩歌智慧書

(網路-2018推出)

基督論、救恩論

(TP101或TP110)

釋經學

(TP164)

師資訓練

(CE211)

教育心理學

(CE200)

靈命進深

(網路-2018推出)

摩西五經單卷研究

(OT204)

歷史書單卷研究

(OT216或OT242)

智慧書單卷研究

(OT221或OT222

先知書單卷研究

(OT231)

舊約神學

(OT100) 

或 新約神學

福音書單卷研究

(NT505或NT507)

或 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單卷研究

(NT511或NT515)

普通書信單卷研究

(網路-2018推出)

啟示錄

(網路-2018推出)

聖地與聖經

(網路-2018推出)

編	號 課	程 老	師 學分 學費

NT520 教牧書信 馬志星 3 $180

CH100 教會歷史 周學信 2 $120

CE200 教育心理學 劉亦文 4 $240

CE211 師資訓練 劉秀嫻 3 $180

EM203 基督教宣教史 馬志星 3 $180

LA100 新約希臘文初階I 潘定藩 2 $120

LA200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  陳浩強 2 $120

LA201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I 陳浩強 2 $120

LA202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II 陳浩強 2 $120

PC631 上癮的真相 王倩倩 2 $120

TP164 如何解釋聖經 胡翼權 2 $120

TP101 基督論、救恩論 周學信 2 $120

TP110 神的恩典與人的責任 方鎮明 2 $120

TP509 倫理學 方鎮明 2 $120

TP400 護教學 謝文郁 2 $120

TP521 後現代思潮 謝文郁 2 $120 ❼

網路課程將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藉著網路課程，您可以修讀 "延伸制神學證書科"(46學分畢業， 24學分中級結業)；

或完成以下兩種特別事工證書科(各選8門課)。

 聖經教師培育課程–10門課選8門課 (2017新修訂，舊生維持原課程)

 聖經研究進深課程–10門課選8門課 (2017新系列)

上課時間:	冬季1-3月、春季4-6月、夏季7-9月、秋季10-12月，於開課前一個月開始報名。

報名方式:	請填寫延伸制課程報名單(在第8頁下方)，學費/每學分60元，支票抬頭/CESNA。

寄交：CESNA / TEE,   1520 W. Cameron Av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點擊課程名稱即可下載課程介紹  延伸制課程一覽表2017

✁

延伸制報名單

請勾選及填妥表內有關項目 新生 舊生 地址更改 課程：

姓名：（中文）： （英文）：        男      女      

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所屬教會：

付款：支票抬頭:CESNA  支票號碼#           金額總計$           (學費$        +新生報名費$10)

費用：120元/2學分；教會全職同工、神學生100元；夫婦兩人同時選課220元；新生報名費10元。

報名： 填妥報名單連同費用，寄交：CESNA / TEE   1520 W. Cameron Av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日 期 課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1月12日 - 2月23日
週四7:00-10:00pm 約翰福音與希臘文化 謝文郁 2

Torrance, CA /信義會榮耀堂
2900  West Carson  St, Torrance, 
CA 90503

1月14 & 21日
9:00am-6:00pm 使徒行傳與教會成長 莊百億 2

Ontario, CA / 豐收華夏基督教會
1951 S Mountain Ave, Ontario, CA 
91762

1月17日-2月28日
週二 7:00-10:00pm

哥林多前後書和

教牧書信：

保羅事奉觀

徐大生 2
Cerritos, CA / 蒙愛羅省基督教會
11330 East 166th St., 
Cerritos, CA 90703

2月18, 25日&3月4日
週六 10:00am-5:00pm 從新約看宣教 莊百億 2

Northridge, CA / 谷區國語浸信會 
9124 Zelzah Ave., Northridge, 
CA 91325

3月11日 & 3月25日
週六 9:00am-6:00pm 基督徒生命成長（粵) 孟安麗 2

Walnut, CA / 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
1555 Fairway Drive, Walnut, 
CA91789

2月2-5日
週四~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2:00-7:00pm

講道學 陳家榮 2

Durham, NC / 華人福音基督教會
聯絡人：林恂牧師 Serena Lin
(704) 918-0097  
serenalin@gmail.com

2月18-21日
週六 9:00am-6:00pm
週日 1:30-7:30pm
週一、二7:00-10:00pm

以賽亞書(下) 劉翼翹 2

Phoenix, AZ / 鳳城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 李鴻志弟兄 Hong-Jyh Li
(480) 717-3486   
hongjyh@gmail.com

2月23-26日
週四7:00-10:00pm
週五7:30-10:3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6:30pm

上癮的真相

(本課程開放給社區朋友報名參加)
王倩倩 2

Livingston, NJ / 立石教會
聯絡人：王化成弟兄 Huacheng Wang
huacheng.wang@gmail.com 

3月17-19日
週五 1:30-9:30pm
週六 10:00am-8:30pm
週日 1:30-6:00pm

馬可與門訓 劉志遠 2

Livonia, MI / 中華福音教會
聯絡人：關志平弟兄 Scott Kuan
(248) 656-8525  
cp_scott@yahoo.com

3月22-26日
週三-五7:00-10:00pm
週六9:00am-5:00pm 
週日1:30-5:30pm

歌羅西書和詩歌敬拜學 徐		健 2
Manakin-Sabot, VA / 列治文華恩浸信會
聯絡人: 陳群弟兄 Qun Chen 
qchen8@vcu.edu   

3月24-26日
週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3:30pm-9:00pm

約伯記與信徒關懷 梁潔瓊 2

Nashua, NH / 拿城華人聖經教會
聯絡人：楊一沖弟兄 
(603) 888-2206 
yichong_yang@yahoo.com 

★德國課室神學課程
開課日期: 暫定2月底
週四至週日 

教會倫理學 趙李秀珍 2

CESNA/ Germany  聯絡人:
〈法蘭克福〉巴浩錦姐妹 0049-17682177152
〈慕尼黑〉王隽弟兄  0049-17670349213

E-mail：cesnac.germany@gmail.com

❽

冬季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2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3.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29.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5.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3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