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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眾教會 －梁潔瓊

	 北美華神本著「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的使命，

全院老師在新的季度又再出發了！過去的週一(3/27)我剛

從Boston上飛機時，氣溫約華氏40度，地上還鋪著白雪，下

飛機時洛杉磯已是70多度的春天了。在 New Hampshire

的Nashua 華人聖經教會密集授課，雖然辛苦倒是喜樂，

我們在歡笑的聲中渡過了一個週末的時間。這是北美華

神新開發的延伸制教室，第一門課吸引了48位學生來自

附近4個華人教會。這教會有學院二位畢業生及一位長老

帶領，也有幾位延伸制的學生，他們深被神學課程震撼，

極力在教會鼓勵弟兄姊妹追求信仰的重整，所以才有美

好的果效。我深信神必要在各地興起衪的子民，以神的

話語為根基，成為真理的傳人，榮耀衪的聖名！

裝備眾聖徒 －寫在北美華神新課室開始之際

															楊一沖長老(北美華神畢業生)

	 早在六年前，當北美華神延伸制的課程開始在麻省

華人福音堂（Southborough,MA）設立課室的時候，地處

新罕布什爾州拿城（NashuaNH）的弟兄姐妹們為之歡喜

高興，終於可以到我們周邊的教會去上神學課了。所以，

雖然開車需要將近一小時的路程，但十幾位弟兄姐妹們

懷著一個對神話語飢渴慕義的心，風雨無阻，就這樣堅

持了下來。這期間，眾多的弟兄姐妹在系統地接受神學

裝備以後，如今已經在生命的成長和教會的服事中成為

基督裡的精兵。

	 在過去六年的歲月裡，拿城教會的一些弟兄姐妹曾

經向神禱告，求神開一扇門，讓我們自己的教會可以成

為北美華神延伸制的課室，以便有更多教會的弟兄姐妹

們能夠參與學習，並且得到裝備。神垂聽和應允了我們

的禱告！當我們得知從今年起，新英格蘭地區北美華神

延伸制的課程將設立在拿城教會的時候，大家都為之興

裝備眾聖徒 ❦服事眾教會
神必要在各地興起衪的子民, 成為真理的傳人, 榮耀衪的聖名!

奮，同工們也開始積極地籌備。雖然三月天氣仍然寒冷，

但弟兄姐妹們學習神話語的心卻十分火熱。共有四間教

會將近五十位的弟兄姐妹（見下圖）參加了梁院長的第一

門課程《約伯記與信徒關懷》的學習。很多人被神的話語

深深地吸引，也在學習的過程中有著豐盛的領受。兩位

拿城教會的弟兄，也在此期間受到激勵，決定遞交北美

華神神學研究碩士（MTS）的申請。感謝主！

	 拿城教會在新英格蘭地區是一間不超過130人的教

會。雖然教會的規模不大，但卻有很好的屬靈傳統。教會

多年來一直專注對會眾進行聖經的教導，以致於教會的

建造牢牢地紮根於神的話語當中！隨著北美華神延伸制

課程在此的開設，相信神要更加擴張我們的帳幕，讓本

教會和周邊的教會的眾聖徒在一起學習和裝備的過程

中，去經歷神更大的恩典和更奇妙的作為。願一切榮耀

歸於神！

梁院長於2017年3月在拿城華人聖經教會講授《約伯記與信徒關懷》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八：32

一.人類社會需要真理

	 在上文我曾談到“後現代思潮”的一個特點就是

“post-t ruth。”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個潮流而已，但

事實上,它帶來的結果卻是災難性的。雖然它在自然

科學的層面影響有限，因為物質的組成和定律，不是

一個思潮可以改變的，必須通過無數次的試驗得到的

結論，才能被接受。譬如Boyle’s Law三百多年來仍

然可靠，每次飛機起飛都得靠它，屢試不爽。不會因

為有後現代想法的人坐在飛機上，不接受Boyle’s Law,

飛機就無法起飛！我個人對所有物理定律存在的神學

解讀是因為基督“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希

伯來書一章三節）當我們仔細讀希伯來書一章頭三節

時，就會了解這裡說的“萬有”，它包涵的不只是物質

世界；神	 的命令不只是在物質世界有權能，在生物

世界亦然如此；其中也包括人類。神造人時，將神的

形象放在人裡頭（創世記一章27節，二章七節），這神

的形象的一個表現就是“自由思想。”但人卻用“自由

思想”的功能去拒絕神。目前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

是在歐美法學界兩個對立的學派：Progressives versus 

Traditionalists所產生的截然不同的社會現象。這可以

從最近一位社會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在他的一本

書“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 2012) 中，看出上述兩

學派的基本差異所帶出截然不同的後果。一般來說，

倫理判斷是基於六項原則：關懷或是傷害；公正或是

欺騙；自由或是壓迫；誠信或是背叛；權柄或是顛覆；

尊嚴或是羞辱。Progressives 只重關懷，公正和自由；

而  Traditionalists 在乎所有六項。其實這反應出的是更

深的對人的尊嚴和世界觀的不同看法。Progressives為

了關懷，公正和自由可以犧牲誠信，權柄或尊嚴。他們

高舉個人自由，利益和減少傷害因而可以犧牲誠信，

也拒絕接受絕對的道德權威。但最嚴重的是他們枉視

人的尊嚴。對他們而言生命是沒有固定的意義，不過

是人們按自己的想法去達到自己的目的。反權威是正

常的過程。Traditionalists 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一切的

生物可以在一個普世的道德架構下過一個有意義的生

活。尤其是人性尊嚴是基本的需要。為了維護尊嚴，可

以犧牲一些個人利益，而不是如Progressives	 所說的

為了實用利益可以犧牲少數人的尊嚴。一般而言,自由

派是pro  gressives, traditionalists	 是合聖經的。耶和華

神是人類尊嚴(sanctity)	 的賜予者，耶和華給的律法

是人類道德的基礎。目前歐美學術界是 progressives

佔上風。這些政治界，學術界，法律界的 progressives

大老，雖然有人仍然自稱是基督徒，也上教堂，但是

基本上是“post- God“	 的新一代。目前美國總統對最

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人  Neil  Gorsuch雖然得到美國

Bar	 Association	 的支持，但是自由派progressives	 卻

強烈的反對他，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有基督信仰的	

traditionalist。Progressives	相信大法官解釋憲法時，要

按照今天的社會風潮及需要；但是 Traditionalists	相信

大法官應該按憲法的原義來解釋，而不是創立新法律。

Progressives 將歐美帶到一個“漆黑”的死胡同中，當

個人的看法，感覺不同而產生摩擦和衝突時，就無法

調節，因為沒有共同認可的原則。因而導致暴力相對，

最終互相毀滅。這是不接受真理世代的自然結果。

二.個人、家庭和教會都需要真理

1.第一層：行為的調試

	 上世紀中期二次大戰後的babyboomers是最後的

一代活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模式中。在這模式中重學

位，專業技術。所以會讀書，有紀律，守規矩的行為模

式被普遍推崇。同樣的，基督教會的普遍價值也偏重

好行為，守時，有禮貌，肯犧牲等方面。但是對聖經關

於內心的需要卻沒有足夠的認識，以至於教會看重外

表形式過於內心的狀態。在人際關係方面講究固定的

形式過於彼此的互動。教會是有條有理，但是缺乏恩

典中彼此的接納和坦誠相待。因為在彼此接納和相互

敞開的過程中，常常是雜亂無序，不能事先設計，也不

容易臨場掌控。所以不容易被教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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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層：情緒導致行為

	 但是隨著後現代的思潮影響，八零後，九零後，及

新世代則是重感覺，多元化，反傳統，思想開放。慢慢

的他們的生活變成情緒影響下的產物，他們的行為成

為情緒的直接反應。上世紀九零年代，一項研究公佈了

“情商”的重要更引起人們對情緒的重視。“情商”是

指下列幾項的能力：對別人換位思考（同理心）；情緒

的自我控制；危機處理。這項研究的結論是“情商高的

人比智商高的人更容易在職場做到主管地位。”事實

上，一個人能對別人的處境有換位思考的能力，就會

有較好的人際關係。一個人會控制情緒，處理危機，就

自然會有一個比較健康愉快的生活。

3.第三層：信仰產生思想，思想轉化情緒，情緒產生行

為（動）

	 	 	聖經中滿了有關“信仰產生思想，思想轉化情緒，

情緒產生行為“的教導。以弗所書四章說信徒的生活

是一個“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過程。它包括“脫去行

為上的舊人”，“心誌上更新”。態度上“要誠實”面對

自己和別人。情緒上要“生氣卻不要犯罪。”這是說：

情緒不是錯，不是罪，要接納並疏解情緒，不致於失

控。否則就容易在怒火中作了害人傷己的行為，這就

是罪了。“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如何實際的操練以上的教導？

	 	 	 用下列的例子來探討如何在生活中實踐這教導。

當一位六歲的小孩在學校裡被同學欺負，一般關心的

中國父母會有下列幾種反應:

a.	 教孩子要忍耐；b.教孩子如何自衛；c.下次在發生

類似的狀況時，立刻報告老師；d.要孩子檢討自己的行

為是否是誘因；e.將對方罵一頓出氣

	 以上的選擇中沒用一項是直接根據聖經的原則。

首先，要接納孩子的受傷情緒；這可能先是憤怒，再是

害怕。“生氣卻不要犯罪”是需要成人來幫忙的。其次

要“誠實面對。”若是一件搶玩具的事件。幫助孩子知

道對方是要玩具，而不是要傷害他（事情大小看的合

適）。然後來討論如何處理。比如和老師報告；學習不

記仇（饒恕）；繼續找其他的孩子玩（相信主會開其他

的路）等等。當我們發現各樣方法都試過了之後，我們

仍然可以禱告主給智慧去面對，求主保守。
❸

一般人的對環境的反應而產生的行動

	 環境的刺激(A)	→情緒反應（C）→行動（D）

實際發生的過程

	 環境的刺激（A）→解釋，想法（B）→感覺，情緒（C）→行為（D）			

作者所推薦的且較合聖經原則的程序

	 環境的刺激（A）	 解釋，想法（B）	 感覺，情緒（C）	 行為（D）

現在用以下圖示作為本文的總結：

	 聖經真理		 禱告		 信心

讓我解釋一下這較合聖經原則的程序。

當我們遇到環境的刺激時，先慢下來思

索聖經的原則。通過思想了解這些原則，

我們的想法被改變，我們對這事件有一

個合適的解讀。再通過禱告讓我們的情

緒得到疏解，從被壓迫，滿了怨恨的感覺

中被調整。最後憑信心去做當作的，正面

面對這事件中的人和情況。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第十七屆畢業典禮

謹定於主後2017年7月1日

星期六	上午10:00正

假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舉行畢結業典禮

ROWLAND HEIGHT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19309 E. Colima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特邀林祥源博士證道

恭請	光臨觀禮	同頌主恩

董事會主席 陳 政

學院院長  梁潔瓊

敬邀

邀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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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2017將會有一「校外一日靜修」，此日靜修可滿足

實習前靈命塑造小組要求8小時，請外州同學特別把握此

機會參加，校友也歡迎參加。報名請與實習輔導部助理

Sharon	Wu	同工	(sharonw@cesna.edu)聯絡。	

●	6/29/2017	晚上6點到9點是北美華神應屆畢業生歡送會，

請畢業生與家屬、同學及校友參加。請於6/22前與Sharon	

Wu	(sharonw@cesna.edu)	同工報名。

●	準備在下季實習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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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前)與實習輔導部副主任陳錦友老師連絡	 (電郵:	

alanc@cesna.edu,	電話:	 626-917-9482x202)，商討可能

性及填表正式申請實習。實習部副主任同意實習申請後，

學生即可註冊下季實習。

院長室

●	歡迎北美華人播道會聯會巡迴牧師袁牧師及師母、富樂神學

院中國事工開發部監總先後到訪與同工交流。

●	學院於春季開設二個新教室裝備眾聖徒:	在San	Diego	設立

碩士班教室，招收碩士班學生；在New	Hampshire	的Nashua	華

人聖經教會設立延伸制教室。	

●	本院定於6/12接待洛杉磯教牧同工聯禱會月會,	與牧者同工

探討「教會面對當今社會議題」，期望教會領袖稍為認識所在

處境，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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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制網路課程一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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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伸部在2017年正式推出9個新及修訂『特別事工證書』

系列給各教會訓練全體會眾，新系列包括『聖經研究進

深課程』，『教會家庭事工課程』，『長執同工事奉課程』

和『信仰護教應用課程』。敬請各教會共同推動『人人事

主』的精神。有此托負之教會領袖請致電626-917-9482	

x181與延伸部主任陳浩強牧師聯絡。

●	2017年夏季班的教牧博士科、神學碩士科以及碩士科將於

六月十九-二十三和六月二十六-六月三十日分別開兩週暑期

密集課，註冊日期將從五月十五日到五月三十一日詳情請

洽註冊同工Alice	 Chiang	 (626）917-9482	 ext	 143。外州

同學若需要協助提供住宿和交通者也請在註冊時申請。

●	2017年第十七屆畢業典禮訂於七月一日(週六上午十點)

假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舉行，歡迎眾教會的牧者和弟兄

姊妹預留時間參加，為畢業生祝福禱告。

●	2017-2018年美加地區博士/神碩/碩士科開始招生，截止

日期是九月十五日，入學考試日期是十一月三日(週五)，

歡迎清楚蒙召者或有心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來報考，請與

教務部同工Lily	Pan (626) 917-9482	ext	147	或電郵

lilyp@cesna.edu聯絡。

●	圖書館急需徵聘一位全職或半職的圖書管理員，有意者請洽

教務主任	geel@cesna.edu	或致電(626)917-9482	ext.141

●	請為這一批的新生入學申請考試禱告，特別是海外申請

的學生都能順利拿到簽證。

行政部

●	感謝神，趙李秀珍博士已完成在荷蘭的學習回來，再負責

拓展部主任的工作並教課。

●	感謝神，徐大立弟兄 (Danny	 Hsu)加入華神大家庭，分別

行政部(資訊系統管理員)服事。

●	感謝神，已完成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並將募捐、購置所得

傢俱安置妥當，目前已有三位同學進住。

●	已完成規劃、更新學院校區電話升級，從Analog轉換

為Digital。ISP公司轉換從Charter	 Business轉為

Frontier(Data)	Flowroute(Voice)，提升了傳輸之速度與

載量。

●	請為學院Property亟需尋得合心意的管理公司來管理代

禱，並歡迎介紹合適的公司。

❹

拓展部

●	北美華神校友高同際傳道(天普市國語浸信會)和陳志豪傳

道（核桃巿第一華人浸信會）分別在三月及四月被按牧，服

事教會，願主祝福他們的事奉。

●	拓展部招聘全時間助理，需懂Microsoft	 office,精通

Excel，說國語。有興趣者，請與趙主任聯系（626）917-

9482	x161

●	學院有空置的辦公室供出租，$1.4/sf.	 $1,370(	 978	 sf),	

$1,435	(1025	sf),	和$3,886	(2776	sf,	可分成兩間)。包水

電，Please	contact	Daniel	Chuang（626）917-9482	x121	if	

interested.



❺

教會面對當今社會議題
講座內容包括：

1 . 教會為何對社會時事態度冷漠 

2 . 淺談特朗普總統任期  

 a.對美國基督徒的意義, b.宗教自由的影響, c.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講員：  趙李秀珍博士 Agnes Chiu, Ph.D.  （北美華神系統神學專任老師） 
日期： 6/12/2017 週一（10:30 am -12:30 pm） 
地點：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North America
 1520 W. Cameron Ave., Suit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電話： Tel: (626) 917-9482
此講座是與大洛杉磯華人教牧同工6月12日的聯禱會一起進行，因此是開放給Los Angeles地
區牧長、校友及同學。

北美華神為您預備的靈糧盛宴

傳道書尋真「精彩的一生」

第一講：調整你的焦距	 第二講：重整你的價值

第三講：評估你的得失	 第四講：發揮你的影響力

第五講：超越你的現狀	 第六講：活出你的自由	

講員：  梁潔瓊博士 (Katheryn Leung), Ph.D.  （北美華神院長、舊約神學教授） 
日期： 6/3/2017 週六 (上午10：00 -12：30、下午1:00-3:30） 
地點：  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本講座合辨教會）
 Rowland Height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19309 Colima Rd., Rowland Heights , CA 91748 
查詢： development@cesna.edu
費用： 免費講座，自由奉獻，午餐每位＄5,  訂購請致電： 拓展部 (626) 917-9482 ext 161

精彩內容包括：

基督教研究證書-家庭教育主修（45學分）

目的： 裝備有心在家庭教育事工專職事奉的基督徒，提供  
 專業部分時間的證書課程
對象:  現參與服事，持大學學位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留者
學分:  平均每季一門至兩門課，共14門課，學分可轉入碩士科

家庭教育證書（30學分）

目的：提供給有心加強在家庭教育事工上裝備的牧者、傳 
 道或平信徒部分時間的證書課程
對象: 已參與服事，持神學學位的美國公民或永久居留者
學分: 平均每季一門課，共10門課，學分可轉入碩士科

申請詢問:	Li ly  Pan ( l i lyp@cesna.edu 或626-917-9482 x147)

碩士程度證書課程

1-3月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 107,524.00
奉獻收入 77,612.84
其他收入 29.74

支出 223,768.09
盈餘(不足) -38,601.51

財
務
報
告

一
般
院
務

學
院
物
業

財
務
報
告

 1-3月收入/支出
租金收入 70,532.06

指定物業奉獻收入 2,573.00
物業管理支出 35,659.99

還物業貸款支出 48,521.03
盈餘 (不足) -11,075.96

2017年1月至3月財務報告



博／碩士科課程一覽表	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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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6月23日
週一~週五7:30 am-12:30pm 神學整合法	(博、密集) 	劉志遠 4 X

  

6月19日-6月23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博士論文提案的

構思和寫作	(博、密集)
	各老師 4 X

6月26日-6月30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詩歌智慧書原文解經

（神碩、密集)
	梁潔瓊 X 3

6月19日-6月23日
週一~週五7:30am-12:30pm 

大先知書(密集) 陳錦友 X 3

6月19日-6月23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後現代思潮與基督教

(密集)
	謝文郁 X 3

6月19日-6月23日
週一~週五1:30-8:30pm

基督徒輔導理論與技巧

(密集)
	劉慈謙 X 4

6月26日-6月30日
週一~週五7:30 am-12:30pm 福音書(密集) 	徐大生 X 3

6月26日-6月30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基督徒輔導與輔導者

(密集)
孟安麗 X 3

7月6日-9月7日
週四2:00~5:00pm 公共神學 趙李秀珍 X 3

7月6日-8月31日
週四6:30~9:45pm
 

青少年教育與輔導 吳子良 X 3

7月13日-7月16日
週四~週五7: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 2:00-10:00pm

教牧書信:牧養與治理 陳錦友 X 3

8月4日-8月7日
週五1:30-10:00pm
週六10:00 am-8:30pm
週日 1:30-9:30pm
週一7:00-9:30pm

佈道與教會成長 潘定藩 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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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曉士頓中國教會
聯絡人：劉振躍弟兄Jonathan Liu 
(832)659-4402
Jzliu2003@yahoo.com

Livonia, MI/中華福音教會
聯絡人:關志平Scout 
Kuan(248)435-1510
cp_scott@yahoo.com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701_1965.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001_1966.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001_1966.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OT823_1967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OT230_1968.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521_1969.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521_1969.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PC620_1970.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PC620_1970.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NT502_1971.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PC610_1972.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TP104_1973.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PC630_1974.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NT520_1975.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EM100_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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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409 新約神學 徐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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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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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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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粵)  陳浩強 2 $120

LA201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II(國&粵) 陳浩強 2 $120

LA202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II(國&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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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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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向 Esther Hu報名 (estherh@cesna.edu), 寫清楚報名網路課程編號和課名，或將報名單及支票直接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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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課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7月29日-9月16日
網路課程 靈命進深(I)	事奉觀 陳浩強 2

可與老師討論課程時間: 5/5, 19; 6/2, 16,星期五
(1-2pm), 或另約其他辦公時間聯絡陳老師: 

（626）917-9482 x181 或email: cliffc@cesna.edu

7月31日-8月4日
9:00am-12:00 noon
(暑期密集課程)

基督教神學思想簡史 謝文郁 2
West Covina, CA / 北美華神
1520 W. Cameron Ave. St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7月31日-8月4日
2:00pm- 5:00pm
(暑期密集課程)  

基督教世界觀 陳宗清 2
West Covina, CA / 北美華神
1520 W. Cameron Ave. St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8月7-11日
9:00am-12:00 noon
(暑期密集課程)

舊約正典的形成

新約正典的形成

梁潔瓊

徐大生
2

West Covina, CA / 北美華神
1520 W. Cameron Ave. St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8月7-11日
2:00pm- 5:00pm
(暑期密集課程)

基督教系統神學 徐志秋 2
West Covina, CA / 北美華神
1520 W. Cameron Ave. Ste.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6月10,17, 24日
週六 10:00am-5:00pm

宣講全備的福音

及個人談道

崔思凱

顧		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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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 8月22日
週二7:00pm-10:00pm 約翰福音 謝文郁 2 Torrance, CA / 信義會榮耀堂

2900  West Carson  St, Torrance, CA 90503

7月22 & 29日
週六 9:00am-6:00pm 中國教會史 謝文郁 2 Ontario, CA / 豐收華夏基督教會

1951 S Mountain Ave, Ontario, CA 91762

8月19, 26日 &
9月9, 23日
週六 9:30am-3:30pm

釋經的原則與實踐 劉志遠 2
Monterey Park / 羅省華人播道會
1111 South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9月9 & 23日
週六 9:00am-6:00pm 教會常見關懷問題 吳子良 2 Walnut, CA / 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

1555 Fairway Drive, Walnut, CA91789

7月13-16日
週四-五7:00pm-10:00pm
週六9:00am-6:00pm
週日2:00pm-8:00pm

教牧書信:

牧養與治理
陳錦友 2

Houston, TX / 曉士頓中國教會
聯絡人：劉振躍弟兄Jonathan Liu. 
jzliu2003@yahoo.com 

8月4-6日
週五1:30pm-9:30pm
週六10:00am-8:30pm
週日1:30pm-6:00pm 

佈道與教會成長 潘定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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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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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釋比喻和寓意 陸尊恩 2
Livingston, NJ / 立石教會
聯絡人：王化成弟兄 Huacheng Wang
huacheng.wang@gmail.com

9月28日-10月1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 -6:30pm 

智慧書 蔡金玲 2

Middletown, NJ / 美門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 陳秀娟姐妹
(732) 894-3108
sau102c@yahoo.com

❽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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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Esther Hu (626) 917-9482 ext. 182, 電郵：(estherh@cesna.edu)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7.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8.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9.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0.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0.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1.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2.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2.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3.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4.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5.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6.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5.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5.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76.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8.pdf
http://www.cesna.edu/v7/download/classes/198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