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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也謝謝各位與北美華神並肩步入2018

年，今年是學院在北美「裝備眾聖徒、服事眾教會」超

過二十年。學院前身是用一種延伸制神學教育模式裝

備信徒，在1992年擴大推廣至全美國服事眾教會，這

些事工都成為建構全方位神學院的基礎。自從1998年

至2018年學院開始頒發碩士、教牧博士學位，至今已

有眾多的畢業生在各機構及教會牧養服事。

讓我們一起效法摩西的禱告：「願主我們神的榮

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

所作的工， 願你堅立！」(詩90:17)

教會事工和一切有機體一樣，都會進入一個生命

週期 (Life Cycle)：出生、成長、成熟、衰退、死亡。事

工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階段均受外在環境與內部因素

撞擊，以致每一個階段的延續發展都必須經驗成長之

痛，要接受新的需求、機會、和挑戰帶來的壓力；要澄

清異象、使命、事工策略、和一切相關配備去面對各種

新的議題。

如今值北美華神二十週年慶，與各位深愛學院、為

它禱告、支持它的好友同工及教會，為學院的過去及

未來、回顧一些生命週期的座標 (較詳細的發展史，請

翻閱即將出版的北美華神二十週年紀念冊:《承與傳》

二)， 一同感恩、一同祈求邁向一條更寬廣的路：

1992-1997 以延伸神學教育普及裝備全美、加各
教會信徒領袖。

1998-2006 以台灣華神之分校模式，提供碩士課
程及學 位，訓練專 職同工及全職 教
牧。

2007-2010 在北美神學及教育體系註冊運作、成
為ATS副會員、招收國際學生。

2015 成為ATS正會員，進入主流神學院
際，學分與學位均可以互相承認。

2016-2017 推出由ATS認證的完整網上碩士科
系課 程，達到神學教育無國界的願
景。

2018 在歷年跨宗派與教會合作的理念下，
更進一步與具訓練新一代工人之宗派
結盟，裝備未來的教牧! 

茲將二十週年慶典的各種活動大項目向各位報

告，請你在禱告中記念並全力參與支持。請注意並索

取詳情細節，全院董事、同工、校友與學生邀請所有學

院之友共同獻上感恩，因為「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

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林後1:11) 全年活動大致分為五方面：第一、出版兩

本讀物：二十週年紀念冊 《承與傳》(二) ;  教授們合作

的《神的形像》學術著作。第二、在全美特約地點提供

講座，主題圍繞「活出神的形像」。第三、邁進華人神

學教育一個新里程：與神學教育伙伴「北美華人播道

會聯會」簽署合作儀式。第四、 設立「捐贈基金」及「

網上學科基金」支持更廣泛及長遠的訓練事工。第五、

學院與眾教會及支持的弟兄姊妹、在年終的感恩籌款

餐會一同向神獻上感恩！(詳見季刊另頁及網頁 www.

cesna.edu)。

健康的教會需要有蒙呼召、接受裝備、全然委身、

成為「一粒麥子」的教牧傳道，他們要以殉道者的心態

與行動回應當代的工人荒。竭誠邀請你投入建造北美

華神，這是你我服事這一世代的最有價值的使命，因

為它影響深遠！ 

20週年慶已揭開序幕
院長–梁潔瓊博士



2b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

就俯聽我的聲音。

88:2b求你側耳聽我的呼

求！3 因為我心裏滿了患

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3a 你將我投下深淵，就

是海的深處；

88:6 你把我放在極深的

坑裏，在黑暗地方，在深

處。7 你的忿怒重壓我

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

我。

3b大水環繞我，你的波浪

洪濤都漫過我身。

42:7b 你的波浪洪濤漫過

我身。

4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

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

殿。

31:22b我從你眼前被隔

絕。然而，我呼求你的時

候，你仍聽我懇求的聲

音。

5 諸水環繞我，幾乎淹沒

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

繞我的頭。

69:1 上帝啊，求你救我！

因為眾水要淹沒我。…… 

15 求你不容大水漫過

我，不容深淵吞滅我

6 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

我永遠關住。耶和華－我

的上帝啊，你卻將我的性

命從坑中救出來。

9:13 耶和華啊，你是從死

門把我提拔起來的；

7a 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

時候，我就想念耶和華。

143:4 所以，我的靈在我

裏面發昏；我的心在我裏

面悽慘。5 我追想古時之

日，思想你的一切作為，

默念你手的工作。

7b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

殿，達到你的面前。

18:6b 他從殿中聽了我的

聲音；

8 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

離棄憐愛他們的主；

31:6 我恨惡那信奉虛無

之神的人；我卻倚靠耶和

華。

9a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

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

我必償還。

50:14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

獻與上帝，又要向至高者

還你的願，

9b救恩出於耶和華。 3:8a 救恩屬乎耶和華；

身為先知的約拿，想必他對神的話語非常熟悉，可以背

誦許多經文。當他在大海裏魚腹中遭遇大難的時候，他

想起詩篇。神的話幫助了他，他經歷了神的話。今天我

們也能經歷神的話，神的話也能幫助我們。我們要熟

悉聖經，牢記在心，使神寶貴的話語成為我們隨時的幫

助。「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

甘甜。」（詩篇19:9b-10）。

求靠神
頑固的約拿終於屈服了，「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
的上帝」（拿2:1）。約拿的禱告可分成兩段：（1）約拿
的呼求和神的拯救（拿2:2-6），（2）約拿對神拯救的

回應（拿2:7-9）。

約拿書二章2-6節有一個交叉排列：

2 說：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我；從陰

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

3a你將我投下深淵，就是海的深處；

3b大水環繞我，你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

身。

4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

仍要仰望你的聖殿。

5諸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

我；海草纏繞我的頭。

6a 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

6b耶和華－我的上帝啊，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

救出來。

第2節與第6b節前後呼應，神聽了約拿「從陰間的深

處呼求」（2節），把約拿「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6b

節）。第3a節與第6a節是平行的。約拿在大魚的腹中，

被神「投下深淵，就是海的深處」（3a節），「下到山根」

（6a節）。下到山根就是下到海底的意思，因為詩18:15

提到大地的根基就是海底——「耶和華啊，你的斥責

一發，你鼻孔的氣一出，海底就出現，大地的根基也顯

露」。第3b節與第5節也是平行的，敘述約拿被拋在海

裏的危險——大水環繞他，波浪洪濤漫過他（3b節）；

諸水環繞淹沒他，海草纏繞他（5節）。這交叉排列的中

心是約拿在第4節對神的宣告。約拿對神說：「我從你

眼前雖被驅逐」（4a節），約拿意識到他因不順服神而

受懲罰，猶如亞當犯罪之後從神的眼前被驅逐出伊甸

園。但約拿接著對神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我仍

要仰望你的聖殿」，這表示約拿願意悔改，回到神的面

前。約拿的悔改是這一段的重點，所以擺在這交叉排列

的中心。

約拿書二章7-9節是關於約拿對神拯救的回應。首先，

約拿在第7節重述神的拯救。「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時

候」（7a節），這是指約拿遭遇大難，面臨死亡的時候。

「我就想念耶和華」（7b節），這反映了約拿有一顆悔

改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求靠祂。「我的禱告進入你的

聖殿，達到你的面前」（7c節），這表示神垂聽約拿的

禱告，拯救了他。因為神的拯救，約拿感謝讚美神——

「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9a節），「救恩出於耶

和華」（9c節）；另外，約拿向神保證他會還願——「我

所許的願，我必償還」（9b節），這可能是指約拿向神保

證他會去尼尼微。第7節直接連到第9節不是還好嗎，為

什麼多加了第8節？第8節與第9節是對比， 拜假神的

人離棄真神（8節），但約拿卻要感謝讚美真神，向祂還

願（9節）。在對比句子裏，第一句通常是用來襯托第二

句，為了強調第二句。所以第8節的目的為了強調第9節

的重點。約拿曾經離棄真神，像拜假神的人一樣，但現

在約拿悔改了，不再逃避，願意順服去尼尼微。

約拿禱告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出自於詩篇。以下的表格對

照每一句約拿的禱告與詩篇裏相似的內容：

約拿書二章 詩篇

2a 說：我遭遇患難求告

耶和華，你就應允我；

120:1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

和華，他就應允我。

	 徐大生博士

--助理教務主任

❸❷

約拿書二章

New Je r sey  校友、學生、華神之友，慶祝學院20週年。



部門事工
				

				

			

● 學院將於6月11日週一上午10點至12 點舉辦專題講座，
題目為「過勞與休息」，講員為羅省基督教會格蘭岱爾主
任牧師兼富樂神學院心理學教授陳善養博士(Dr.Siang 
Yang Tan)。歡迎牧者、校友及同學參加講座及午餐，報
名請與Sharon Wu 同工(FeAdv@cesna.edu，626-917- 
9482x149) 聯絡。

● 感謝神差派資深牧者李春強牧師加入實習輔導部事奉的
行列。他將會於3/27起擔任實習部副主任，盼望因著他的
加入，學校可以提升給同學們在實習上的支持。

● 暑季將會有一日靈命塑造靜修(6/16週六)及一日關係成長
小組 (6/23) 提供給將會實習或快要畢業的同學。名額有
限，請盡早向Sharon Wu同工報名(FeAdv@cesna.edu, 
626-917- 9482x149) 。

● 準備春季實習的同學，請儘早與實習輔導部連絡 (電郵: 
FeAdv@cesna.edu,　電話: 626-917- 9482 x 241)。

院長室
● 為神保守及供應學院超過20年的事工、賜下忠心的董事同工、

眾多畢業生及同學獻上感恩。歡迎參加慶祝20週年各項慶
典，願一切的活動都將榮耀歸給至高的神。

● 經ATS認證的網上神學研究碩士科已全面推出; 全院資料處
理電腦化已進入測試階段。因事工發展，學院擴大邀聘多方面
的同工。請詢人事部。

● 北美華神將會於6月11日(週一)上午10點至12 點主辦大洛杉磯
教牧聯禱會例會，當天的專題講座題目為「過勞與休息」，由
羅省基督教會格蘭岱爾主任牧師兼富樂神學院心理學教授陳
善養博士(Dr. Siang Yang Tan)主講。歡迎教會牧者、領袖參
加。該日備午餐招待。

實習、輔導部  

延伸部

教務部

● 特別感謝延伸部行政助理胡佳美姊妹8年多以來幫忙學
院服事眾教會，與課室聯絡人聯繫及鼓勵並愛護所有延
伸部的學生，在主內謝謝胡姊妹。在2018年1月31日開始，
胡姊妹正式退休，她的事工就由部份時間同工孟偉姊妹
(Sabrina, 電郵是weim@cesna.edu, 電話 626-917- 9482 
ext. 182) 全部接替。

● 請各同學注意：若有延伸部同學計劃在今年6月獲得畢業、結
業或特別事工課程証書的，請各位在本校網站下載 「畢結業
申請書」，填妥後連費用，盡快在四月底前寄回延伸部，向孟
偉姊妹報名(weim@cesna.edu, 626-917- 9482 ext.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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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書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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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18年國際學生招生報名截止日期是三月一日, 美加地區教牧
博士/神學碩士/碩士科招生截止日期是 三月十五日，歡迎清楚
蒙召者或有心受裝備的弟兄姊妹報考， 詳情請上我們的網站
或洽詢教務部同工Lily Pan (626-917- 9482 ext 147) ; lilyp@
cesna.edu。

● 中國神學研究碩士科MTS已經開始在中國招生， 所有必修的
課程都可以遠距上課，凡有心接受裝備的國內弟兄姊妹，請在
四月十五日以前報名申請。

● 2018年上半年度，本院共錄取十三位新生:神學碩士科1人(傅惟
仁) ， 道學碩士科2人(尹偉力，斯威廉) ，神學研究碩士科6人
(黃海，肖民，郭芳婷，古慧雯，關慶元，楊曉春) ，基督教研究
碩士科4人(汪亮君，程萬泓，王惠賢，崔東梅) 。

● 2018年第十八屆畢業典禮訂於六月三十日(週六上午十點)假羅
蘭崗基督徒禮拜堂舉行，計畫在今年春季完成學業可以畢業
的同學，請在四月三十日以前按規定向教務部提出申請。

● 原訂春季班有一門課[傳福音與門訓]因故取消，改為[佈道與教
會成長]課程。

行政部
● 感謝神， 學院已於2017年12月完成圖書館的擴充計畫，購

買了二十四組新書架，正進行新書(含增購與捐贈)之編目與

上架等工作。

● 歡迎董雅楠同學在本年1月在北美華神拓展部任工讀生一

起服事。陳錦友老師因為家中需要，已於去年 12月15 日離

職返回芝加哥。 在學院忠心服事的會計同工梁鳳屏姊妹、

侯以德弟兄，分別在去年12月及今年1 月離職。胡佳美姊妹

過去多年在延伸部服事，也於本年1月31日退休，願主賜福

他們前面的道路。

● 請為拓展部葉明光因為癌病，於1月29日住院治療、行政部

雷世華因疝氣於2月6日手術後之恢復代禱。

●本 院物 業目前 有空 房六間 可供 租 用，空間大小分別為

978sqf、1025sqf、1053sqf、1319sqf、1939sqf、2776sqf，其

內部隔間有相當大的彈性。如有意願承租者，可以逕行與1 

Realty物業管理公司連繫，聯繫電話為:626-272- 2222，或

e-mail :lawoliver@gmail.com，聯絡人: Oliver Law

10-12月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 110,029.60
奉獻收入 292,419.62
其他收入 18.34

支出 260,476.53
盈餘(不足) 141,991.03

財
務
報
告

一
般
院
務

學
院
物
業

財
務
報
告

 10-12月收入/支出
租金收入 47,323.91

指定物業奉獻收入 5,700.00
物業管理支出 49,095.85

還物業貸款支出 59,546.09
盈餘 (不足) -55,618.03

❹ ❺

拓展部

● 拓 展 部 趙 李 秀 珍主任 於1月下旬至 4 月下旬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進修，部門 事工由數位同工分擔。相關查 詢 請用
development@cesna.edu聯絡。

● 學院在慶祝20週年之際，提供各種事工與活動服事眾教會
及北美華神之友，請參閱本季刊廣告版並留意各月份的推
介活頁，讓我們高舉聖經、重視神學教育。瀏覽全年活動
最新消息，請上網站www.cesna.edu/

2017年10月至12月 財 務 報 告

感恩  代禱  消息

第十八屆畢結業典禮邀請
日期: 2018年6月30日

時間: 週六早上 10:00時-12:00時

地點: 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

Rowland Heights Community Church

19309 Colima Road, Rowland Heights,CA 91748

證道: 陳世協牧師

院長: 梁潔瓊博士; 董事會主席: 陳政董事敬邀

竭誠邀請您見證並參與華人神學教育新里程
北美華神與 「北美華人播道會聯會」合作裝備新一代工人
日期: 2018年4月4日

時間: 週三早上 11:00至12:30

地點: 1520 W. Cameron Ave., #230 West Covina, CA 91790

證道: 許道良牧師

*

*Principal + Interest

慶祝20週年各樣活動



延伸制網路課程一覽表
博／碩士科課程一覽表 春季2018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博 碩

4月26日 - 6月14日
週四3:30 - 7:30pm (同步遠距) 聖經倫理學(神碩) 趙李秀珍 X 3

4月2日 - 6月11日 (遠距)
skip 5/28
週一 1:30 - 5:30pm

教牧學概論 劉志遠 X 4

4月3日 - 6月5日 (遠距)

週二 9:00am - 1:00pm 舊約神學 梁潔瓊 X 4

4月10日 - 5月22日

週二 2:00 - 6:30 pm 
教材編寫 劉秀嫻 X 3

4月5日 - 6月7日 (遠距)

週四 9:00 - 1:00pm

系統神學III聖靈論/ 

教會論/ 末世論
劉志遠 X 4

4月5日 - 6月7日 (遠距)
週四 2:00 - 5:00pm

福音書 徐大生 X 3

4月2日 - 4月7日
週一 ~ 週五 5:00pm - 10:00pm
五小時課後督導小組

個案輔導與關懷:

司提反關懷者訓練II
孟安麗 X 3

4月13日 - 6月15日
週五 9:00 - 1:00pm

教育心理學 劉亦文 X 4

4月23日 - 4月28日
週一 ~ 週五 6:00 pm - 9:45pm
週六 9:00 am - 6:00 pm

詩篇 陳錦友 X 3

5月2日 - 6月6日
週三 1:30 - 6:30 pm 佈道與教會成長 潘定藩 X 3

4月3-4; 4/10-11; 4/17-18;
4/24 - 25; 5/1 - 2日
週二 ~ 週三 7:00 - 10:00pm

希伯來書 徐大生 X 3

4月19日 - 4月22日
週四 ~ 週五 7:00 - 10:00pm
週六 9:00am - 10:00pm
週日 2:00 - 10:00pm

靈命塑造的聖經基礎
孟安麗

劉秀嫻
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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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 - 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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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與輔導學 黃善華 X 4

Princeton, NJ /普林斯頓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劉漢生弟兄(908)428-7800

hsliou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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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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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粵)  陳浩強 2 $120

LA201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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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❼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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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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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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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Diego, CA/聖地牙哥主恩堂

12355 World Trade Drive. Suite #2 

San Diego, CA92128

聯絡人:傅惟仁傳道 williamfu1962@yahoo.com



延伸制課程一覽表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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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 4月7日
9:00Am-6:00pm

危機輔導 李淑貞 2

Walnut, CA / 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
聯絡人：陳志豪牧師 Rev. Chi Ho Chan
chiho@fcbcwalnut.org
(626) 203-7761

4月10日 - 5月22日
(網路課程 only)

靈命進深(I)
事奉觀

陳浩強 2

可與老師討論課程時間: 
4/17, 5/1 & 5/15 星期二(2-3pm), 
或另約其他辦公時間
聯絡人：孟偉姊妹 Sabrina Meng
weim@cesna.edu (626)917-9482 ext 182

4月3/4, 10/11及17/18日
週二及週三
7:00 - 10:00pm

希伯來書 徐大生 2

San Diego, CA / 聖地牙哥主恩堂12355
World Trade Dr., Suite 2,
San Diego, CA 92128
聯絡人：傅惟仁傳道 William Fu
williamfu1962@yahoo.com

4月12-15日
週四-五 7:00 - 10:00pm
週六 9:00am - 7:00pm
週日 1:30pm - 6:30pm

福音書的神學
與解經

陸尊恩 2

Middletown, NJ 
美門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 陳麗華姊妹
mccc.huashen@gmail.com

4月19-22日
週四-五 7:00 - 10:00pm
週六 9:00am - 6:30pm
週日 2:00pm - 5:30pm

靈命塑造的
聖經基礎

孟安麗
劉秀孄

2

Houston, TX / 曉士頓中國教會
聯絡人：劉振躍長老 Jonathan Liu
jzliu2003@yahoo.com
(832)659-4402

4月26-29日
週四-五 7:00 - 10:00pm
週六 9:00am - 7:00pm
週日 3:30pm - 9：00pm

啓示錄 吳榮滁 2

Nashua, NH / 拿城華人聖經教會
聯絡人：楊一冲弟兄 Yichong Yang
cbcgn.cesna@gmail.com
(603) 557-0320

5月17-20日
週四-五
7:00pm - 10:00pm
週六 9:00am - 6:30pm
週日 2:00pm - 7:00pm

聖經與輔導學 黃善華 2

Princeton, NJ / 普林斯頓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劉漢生弟兄 Han-Sheng Liou
hsliou100@yahoo.com
(908)428-7800

5月19日&6月9日
週六 
9:00am - 6:30pm

親子教育 吳子良 2

Walnut, CA / 核桃市第一華人浸信會
聯絡人：陳志豪牧師 Rev. Chi Ho Chan
chiho@fcbcwalnut.org
(626) 203-7761

5月31日 - 6月3日
週四7 - 10pm
週五 7:30pm -10:30pm
週六 9am - 7:00pm
週日 1:45 - 6:45pm

教會信徒關懷 孟安麗 2

Livingston, NJ / 立石教會
聯絡人：王化成弟兄 Huacheng Wang
huacheng.wang@gmail.com
(862) 520-9205

❽

春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