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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歡迎黑暗，但我們常處於黑暗中而不自覺，我

說的是靈裡的黑暗或某一種盲點。按約翰的提醒，我們應

該行在光明中，他用舊命令更新的觀念勸勉信徒「彼此相

愛」(約一4:7-11)。因為有許多不同的人在你四周，你才

會學習成長，你的存在才顯得更有意義，所以他注意的是

關係的問題。根據HARVARD商學院的研究報告: EQ高比IQ 

和技能高的人，成功的機率是二倍。在神的眼中，衪所喜

悅的兒女，不是恩賜取勝、乃是愛心，這就是林前13章的

精粹 – 我若有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就算不得什麼!

約翰說，我們要時常更新「彼此相愛」這條舊命令(

約一2:7-8; 3:11; 3:23; 4:21; 約13:34; 15:12)。「命令」

表示重要性，我們對上級的命令唯命是從，從神領受命令

更不應怠慢。若是執行一項工作，遵命還不難；但是關係

到情商問題就不容易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了: 例如命令「

你要愛人!」那是要操練的。神給我們一個二合一的命令

3:23a 「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3:23b「照他(耶穌)賜

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我們遵行了前一半，下一半卻

考驗我們拉近從認知到行動的距離。因為神的兒女就是

有那種愛的生命特質! 讓我們學習知行合一。

愛的生命: 愛是神生命的特質，約翰的邏輯清楚簡

明。5:1說信耶穌是基督的就是從神生的；4:7-8說凡有愛

心的都是從神生的，且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2:3延申

說，認識神的遵守他的誡命，神的命令就是要我們彼此相

愛。約翰為我們理清一則屬靈的程式: 信耶穌是基督→從

神生的→愛神→守誡命→愛弟兄→有神的生命。你知道

你擁有的，你就會慷慨的用它，許多東西都有耗損率，唯

有愛越用越多，愛使你的生命更豐富。

愛的溫度計: 約翰用三個正反命題說明愛的溫度

計: (1) 愛生他之神的，必愛從神生的(5:1; 4:21,20 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2)神是光，在光中才能與神相交

(1:5-6; 2:9-10愛弟兄的是在光中)； (3)恨弟兄是在黑

暗裡(4:20; 2:9-11; 3:10,14-15)。或許我們要時常測

溫，才知道屬靈體溫是否正常。

愛的行為: 聖經時常給我們一個似乎高不可及的

標準，約翰又勸勉信徒要效法基督、為弟兄捨命(3:16)，

誰能、誰願意為弟兄捨去自己僅有的一條命呢?下文說明

一些你我都可操練的通則: 用實際行動幫助有需要的弟

兄(3:17)；用行為表明這項老生常談、掛在唇上的大道理

(3:18)。

愛的量尺: 老約翰熟知人性，他附送一些愛的量尺，

勸勉我們用它們來量自己，不是量對方! 若我們能常加

反省而行，我們會有一個坦蕩蕩的人生: 首先是自我的量

尺─看我們的心有沒有責備自己(3:20-21); 其次是用客

觀的量尺─讓他人見證我們身上彰顯神愛的生命(4:12); 

最後，接受神的量尺─在審判的日子欣然面對神。今生無

懼、見神的日子仍坦然無懼!

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4:17)真是不

容易，我們需要聖靈加力量!

行在光明中
(我剛從北卡服事返校，謝謝您的代禱。主日在北卡某教會分享此信息，

	 藉此簡述再互相勉勵。)

院長—梁潔瓊博士



   路加筆下的婦女人物（三）

超脫附屬地位

在基督裡，「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

（加三28）

路
加男女並列的手法由路加福音延伸到使徒行傳

（簡稱行傳）。雖然行傳同為路加所寫，卻有其

與福音書不同的獨特目的：記載聖靈如何帶領建立教

會、而至福音廣傳。路加所納入的婦女故事，亦與這目

的關聯。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路加對婦女在教會服事

的態度為何。

一、 自主的婦女與福音廣傳

1. 馬可的母親馬利亞

在行傳中，有三名自主獨立的婦女，路加給予特

別的篇幅，因為她們的故事，正面的影響著初期教會

福音的廣傳。頭一個是約翰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很值

得注意的是，路加沒有提到她的丈夫。她丈夫去世與

否，不得而知，或有可能路加只想提到她個人對福音

廣傳的貢獻，而無暇提及她丈夫。她的貢獻是，供應福

音廣傳時物質和場地上的幫助。當彼得被天使救援出

監後，就來到馬利亞的房子（徒十二12），那時有很多

人聚集在那裡禱告，情景類似一家庭的教會，與行傳

二章42-47節所記相似。在福音開始扎根落腳之時，財

物、場地的提供是非常重要的。馬利亞的房子成為福

音開始時的基地，這貢獻何其寶貴，是每個曾經開荒

建立教會的工人都能認同的。馬利亞的家庭教會極有

可能是耶路撒冷教會的發源地。路加提到這故事，讓

我們不忘馬利亞對福音立腳與廣傳的貢獻，是非常有

意義的。

2. 呂底亞

另一名尊貴的婦女是，呂底亞（徒十六）。保羅的

宣教使團進入歐洲，她似乎是第一個得救的人。她是販

賣紫色布的商業婦女，路加亦沒有提到她身邊的男人，

她有無丈夫，不得而知。如約翰馬可的母親一樣，她獻

出自己的房子，成為福音傳入歐洲的立足點。在福音

快速廣傳之際，這些物資上的供應非常具關鍵性，正

是這樣，呂底亞的家就成了羅馬統治下的腓立比的頭

一個福音聚點。後來保羅在腓立比書上提到，他初期

傳福音時，「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

的教會供給我。」（腓四15）可見腓立比教會在福音廣

傳上的長遠貢獻，而呂底亞即是腓立比教會的創始人。

這寶貴的資料在路加的獨立婦女故事中被流傳下來。

根據D’Angelo的分析，呂底亞的故事是與禁卒的

故事並列的。保羅、西拉在腓立比被關，他們禱告唱詩

讚美神，地震到鎖鏈脫落，禁卒終而全家得救，和呂底

亞全家得救（「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徒十六15）

相得益彰，而呂底亞的家庭教會則成為福音廣傳於歐

洲的重要基地。

3. 大比大

另外一名尊貴獨立的婦女，大比大，希臘文是多

加，是位寡婦，路加稱之為女門徒，說她「廣行善事、

多施賙濟」（徒九36）。她患病而死，眾寡婦都為她哀

哭，後為彼得所復活。路加把這事與哥尼流的故事並

列。哥尼流是個「虔誠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

賙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徒十2），哥尼流全家經彼得

而得救。多加與哥尼流一樣，堪稱門徒的模範，為初期

教會所認同，而多加對福音廣傳的貢獻，則是經由路加

公正的筆端記錄下來。

二、 為奴的使女與福音的廣傳

1. 羅大

當時，作人奴婢被社會視為低下的婦女，雖然不

能在物資上對福音廣傳有偌大的貢獻，但是她們的故

事在路加敏銳公平的筆下，並沒有被遺忘。其中有羅

大的故事（徒十二）。彼得被囚得釋，來到馬利亞的家

敲門，羅大聽聞其聲，認得就是彼得，竟高興得忘了開

門，而跑去向眾人宣告彼得回來。這事在福音廣傳的

事蹟中成為美談。羅大身為使女，竟也對福音建立的事

如此關注，雖無物質上的貢獻，其心已為神所悅納，其

教務主任─
	 劉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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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則記在行傳之中，為歷代信徒所記念。從羅大故事

的記載，讓我們又一次看到基督的福音「不分猶太人、

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的真理。

2. 被鬼附的使女

另一個使女的故事記錄於行傳第十六章中，這使

女被巫鬼所附，她的主人利用她而大得財利。她緊跟

保羅，大聲喊叫：「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

說救人的道。」（徒十六17）保羅不勝其擾，把巫鬼驅

逐，還這使女自由。這使女對福音的廣傳並無物質上

或其他的貢獻，其實她是受惠者，她從巫鬼中得釋放，

證明了福音的大能：使被擄的得釋放。在福音廣傳到

歐洲的時刻，這故事發生在呂底亞和禁卒全家得救之

間，象徵著光明自由的臨到，充滿了象徵性意義。

三、 傳統的婦女與福音廣傳

1. 撒非喇

在行傳中，亦有傳統婦女的記載，傳統婦女是那

些與丈夫名字一同出現的婦女。頭一個是撒非喇。撒

非喇因與丈夫亞拿尼亞合謀一同欺哄神，而在彼得面

前仆倒斷氣（徒五1-10）。根據路加的記載，這樣負面

的事因彼得立時處理，而對教會產生了積極作用：「全

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

添，連男帶女很多。」（徒五11-15）所以這事對教會產

生潔淨的作用，愈發彰顯了福音的功能，信主的人更

加增多。

這事特異之處是，在彼得宣告了亞拿尼亞的罪狀

後，他公平地給予撒非喇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聖經學者

Ivoni Reimer認為彼得此舉，證實了婦女在福音中並

不是丈夫的附屬品。婦女在道德抉擇中有自主權利，

不須亦不應盲目地服從丈夫。聖靈對婦女有自主的期

望，婦女亦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2. 百基拉

另外一位與丈夫同列的傳統婦女，就是信徒心儀

已久的百基拉。作為傳統的有夫之婦，百基拉對福音

廣傳的貢獻是非常令人矚目的。婦女雖有妻子的角

色，卻無須被傳統文化所限囿，仍可對福音有特殊的

貢獻。路加筆下的百基拉，便是這樣一位突出的婦人。

保羅剛遇到百基拉夫婦時，路加的記載是以她的丈夫

亞居拉為先，她的名字在後，隨後路加一反這個次序，

一律以百基拉為先，亞居拉為後，這個次序表明了百

基拉對福音廣傳的重要性。在行傳第十八章，路加記

載了百基拉和亞居拉教導亞波羅福音的事。我們看到

亞波羅並不以受教於一名婦女面前為忤，他當時已是

「有學問、最能講解聖經」的傳道人，所以古時有教父

稱百基拉為老師的老師。路加這些忠實的記載，給我

們看到，婦女在教會建立初期，突破重重限制，給予福

音廣傳極為重要的貢獻。

小結

實在感謝路加的婦女故事，他那含蓄的「男女並

列」寫作手法，帶給我們對婦女在教會的定位一個深

入的反思。從路加福音到行傳，這一系列的故事毫不

含糊地回應了當時社會文化下的婦女議題。我們看到

神的話語、關愛、同在、福音使命、呼召，均一視同仁、

無分男女地臨到當時的婦女身上。路加的信息是明顯

的：在基督裡，「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

的、或男或女，⋯。」（加三28）

作為保羅的親密宣教同伴，路加的確能給予保

羅的婦女神學更精確的闡釋，而其闡釋若是根據真

實的情景，故事就更為有力。這顯然是一深明歷史

教訓、督責功能的歷史人之眼光、筆法。無論我們立

論何等洋灑，真理必須能見於事實。歷史是屬於神

的，其中必能見到真理。這是聖經中包含了歷史書的

最深信念。路加毫無疑問是深明此理的歷史人，所以

他選擇用真實的歷史故事，來闡釋保羅「在基督裡，

不分男女」的真理。這些故事出於聖靈的帶領，所作

的記錄亦出於聖靈的帶領，其地位與保羅書信相同，

我們立論婦女神學，必須誠實地面對這些故事所啟

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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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將在6月23日週四晚在校本部舉辦應屆畢業生歡

送會，請所有畢業生及家屬，同學一起參加。請在註冊夏

季課程 時向Alice Chiang (alicec@cesna.edu) 報名。

● 實習輔導部將在 6月26日週日4pm-8pm 舉辦一個關係

成長小組給全院同學及校友，主題為『衝突處理』，由郭

恩愛師母帶領。請在註冊夏季課程 時與Alice Chiang 

(alicec@cesna.edu) 報名。

● 準備夏季實習的同學，請先細讀學院網站事奉實習頁

最新各學科實習指引(MCS, MDiv)，在5月中前與實習輔

導主任孟老師連絡及申請下季實習許可(電郵:anital@

cesna.edu電話: (626)917-9482x241)。

院長室
● 學院為感謝對神學教育有負擔及遠見的領袖，特別成立了

President Circle，邀請認同北美華神異象的代禱及支持者同為

華人神學努力。請詢院長室或拓展部。

● 四月初的週末在北卡服事時，與學員及校友會面，為他們在

各教會的事奉感恩。特別為從各城市超過10所教會、同心盡

力參與神學訓練事工感恩。感謝林恂牧師在當地盡心竭力

的推動、教導、及輔導學員。

● 學院於今年七月正式成為北美「高等教育認證」會員

(CHEA-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此單位擁有
3000所被認證的會員學院及大學，是北美最大的高等教育

學府會員機構，它鑑定並監督各會員辦學的優等品質。

實習、輔導部

延伸部

拓展部
教務部

行政部

● 特別恭喜在三月份取得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畢業的吳啟政

及吳謝秋同學，和取得延伸制神學證書科結業的蔣博鳴同

學。他們都是新澤西立石教會的領袖同工，願神繼續賜福

他們的事奉。若有其他延伸部同學要申請參加今年六月二

十五日的畢業典禮，請在四月底前通知胡佳美姊妹 Tel: 

(626)917-9482 ext 182 或 email: estherh@cesna.edu

● 從三月十八日開始，延伸部同工尹正光已離任，若各位

有任何之前跟他有關的學院事務需要詢問的話，可與各

相關部門(延伸部、教務部、行政部) 聯絡。

● 2016年上半年學院錄取的新生名單:教牧博士科—陳偉

雄，道學碩士科—劉飛、蔡潔瑩、李成文，神學研究碩士

科—徐大立、張麗珊，基督教研究碩士科—李錦昭、畢寧、

劉泰風、余溫桂梅、孟偉、巢嘉菊、方建英、李曉東、溫智

琄。請為這一批神國度的新兵主前代求。

● 2016年夏季班教牧博士科將開兩門密集課程:《當代

神學與基督教教義》，《領袖塑造的時代楷模》，歡迎

教牧同工報名選課。詳情請洽詢註冊同工Alice Chiang 

(626)917-9482 ext 143

● 碩士科暑期密集課程將從六月二十到七月一日，分別有

《佈道與教會成長》，《衛道學》，《基督教宣教史》，《師

資訓練》等，請同學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註冊手續。

外州的同學若需要協助提供住宿和交通者也請在註冊時

告知，以便能儘早安排。

● 2016-2017年美加地區博士/神碩/碩士科招生截止日期是

九月十五日，入學考試日期是十一月四日(週五)，歡迎清楚

蒙召者或有心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來報考，詳情請洽詢教務

部同工Lily Pan (626)917-9482 ext 147
● 感謝神，今年3月31日清晨收到德州政府電子郵件通知，北

美華神於2015年7月9日向該州申請免稅案已經獲准。請為

在麻州的相關申請案繼續代禱。

● 請為2016年3月27日董事會中順利接納學院2015年財務報

表感恩，並為學院董事會已邀請到陳春玲姊妹擔任董事會

義務財務顧問、進行本院財務報表分析、提供建議事項而

感謝神。

● 面對新學年招生，學院需要「學生宿舍」的迫切感也更強

烈，因而在此呼籲眾華神之友在為學院所需之經常費（平

均每月約為十二萬美金）繼續奉獻之外，也為學生宿舍之

需要繼續代禱。

● 學院校舍還有空置辦公室出租，面積從970至2000平方

呎，歡迎福音機構或主內弟兄姊妹查詢，請與行政部侯

以德弟兄聯絡：電話：(626)917-9482，分機124或電郵：

eddieh@cesna.edu

● 新網站啟用：由拓展部規劃及建構的本校新網站已經正式

啟用，請上網www.cesna.edu瀏覽。新網站一共有三十多個欄

目，可謂琳瑯滿目。 原網站的欄目仍然置於新網站上方。

● 爾灣講座兼募款順利舉行：三月12及19日學院在爾灣橙縣

中華福音教會舉辦的「生之抉擇：耶利米書精解」舊約聖

經講座，由院長梁潔瓊博士主講，旨在探索耶利米書之重

大問題，圓滿結束，吸引了五十多位主內弟兄姊妹參加，除

了研究神的話語，也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募得萬餘元美

金奉獻款。

● 北卡講座及募款雙創佳績：由拓展部規劃、協辦的北卡聖

經講座和首屆「北卡北美華神之夜募款餐會」，出席人數及

募款金額均創佳績。 當地各教會的牧者、長老、同工以及

北美華神校友和學生約五十多人參加，奉獻金額近一萬五

千元。這是繼爾灣募款破萬後又一次募款破萬的活動。

❹



1-3月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 99,030.00
奉獻收入 60,440.42
其他收入 15.09

支出 252,741.51
盈餘(不足) -93,256.00

財
務
報
告

一
般
院
務

 1-3月收入/支出
租金收入 62,760.77

指定物業奉獻收入 9,627.00
物業管理支出 48,742.92

還物業貸款支出 55,639.49
盈餘 (不足) -31,994.64

學
院
物
業

財
務
報
告

2 0 1 6 年 1月 至 3 月
財務報告

❺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
謹定於主後2016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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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王永信牧師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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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於四月十六日在聖地牙哥西

區主恩堂舉辦「生命的更新與關係的重建」講座，並進

行募款，吸引了數十人參加，募得數千元。

西區主恩堂準備了豐盛的早餐， 餐後，主恩堂主

任牧師林祥源致詞歡迎北美華神事奉人員，接著由西

區主恩堂同工帶領敬拜。講座於9:30開始，主題「生命

的更新與關係的重建」由院長梁潔瓊博士主講， 她先

分析了「靈命是什麼？」，更由詩篇五十一篇分析大衛生

命更新的四部曲：誠實的反省、具體的對付、內在的更

新、活潑的生命。她以羅馬書7:24-25的經文做為結語，

鼓勵與會者由被己綑綁到被神釋放。

接著，與會者自由選擇參加由劉亦文、孟安麗、劉

宏智、劉志遠四位博士擔任講員的四個工作坊：

™ 生命成長藍圖與突破:  我們將整合聖經與社會科  

 學兩者的觀點，增加基督徒對自我現狀的了解， 突  

 破及更新，活出榮神益人的生命。(劉亦文博士)

™ 生命更新的途徑: 親近神是更新生命的前提，更新生 

 命的途徑有那些，實踐的要訣為何。(孟安麗博士)

™ 聖徒合一: 如何在恩慈相待中活出聖徒的合一 (教 

 會尊榮文化的養成)。(劉宏智牧師)  

™ 極端的時代，極度的愛。(劉志遠博士)

午休時進行事工介紹並募款，北美華神拓展部主任

章台生牧師簡單致意後，播放七分鐘的短片，介紹北美

華神各項事工，並請教務部劉志遠主任介紹碩士班招生

以及在聖地牙哥開碩士班的願景。林祥源牧師禱告祝

福後，進行募款，獲得數千元。

聖地牙哥講座及募款  西區主恩堂舉行



博／碩士科課程一覽表	夏季2016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博 碩

6月20日-6月24日
週一~週五
7:30 am ~12:30pm

當代神學與

基督教教義（密集）
劉志遠 4 X

  

6月20日-6月24日
週一~週五
7:30 am ~12:30pm

當代神學與

基督教教義(神碩、密集）
劉志遠 X 3

6月20日-6月24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領袖塑造的時代楷模

(密集)
黃守謙 4 X 

7月14日-9月8日
週四１:３0~5:00pm

希臘文進階	

(神碩、遠距)	
徐大生 X 3

7月14日-9月8日
週四１:３0~5:00pm

希臘文進階	(遠距) 徐大生 X 3

6月20日-6月24日
週一~週五
7:30 am ~12:30pm

佈道與教會成長

(密集)
潘定藩 X 3

6月20日-6月24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衛道學（密集） 方鎮明 X 3

6月27日-7月1日
週一~週五
7:30 am ~12:30pm

基督教宣教史	(密集） 馮老師 X 3

6月27日-7月1日
週一~週五1:30-6:30pm 師資訓練（密集） 劉亦文 X 3

7月7日-9月8日
週四9:00 am ~12:00pm

路德與加爾文神學

(遠距)
謝文郁 X 3

9月10-11日; 9月17日
週六9:00am~9:00pm
週日2:00~10:00pm

教牧輔導（密集） 劉宏智 X 3

7月14日-7月17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6:00pm;
 7:00~10:00pm

領袖的塑造與成長 潘定藩 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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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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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與宣教 馬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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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9月11日
週五2: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6:00pm；
 7:00~10:00pm

詩篇 陳錦友 X 3

Southborough, MA/麻省華人福音堂
聯絡人：陳黃素真姊妹 (781) 572-8355
chensusan55@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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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延伸制課程一覽表2016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6月11日及9月17日
週六 10:30 am-4:00 pm
*（本課程為9個小時的免費講座，若需要 

 延伸制學分者，請看flyer說明）

詩篇及箴言精義 梁潔瓊 2
Torrance, CA/洛杉磯靈糧教會
2780 Lomita Blvd.
Torrance, CA 90505

7月9-14日
週六 10:00 am-6:00 pm,週日1:00pm-5:00 pm
週一、二、四 7 pm-10 pm 

（課題日後公佈） 李	健 2
Thousand Oaks, CA/千橡城華人基督教會
218 West Janss Road, 
Thousand Oaks, CA 9136０

9月10、17、24日
週六 10:00am-5:00pm 聖經輔導學基礎 顧	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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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7-28日
週六 10:00am-3:00pm
週日 1:30pm-4:30pm

  *（本課程為7個小時的免費講座，若需要 
   延伸制學分者，請看flyer說明

中國教會60年 謝文郁 2
Irvine, CA /橙縣中華福音教會
2332 McGaw Ave. 
Irvine, CA 92614

 歡迎全美各地基督徒報名參加！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w 網路課程 
 7月5日- 9月30日 (6月27日報名截止)

大先知書 劉孝勇 4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7月5日- 9月30日 (6月27日報名截止)

如何解釋聖經 胡翼權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7月5日- 9月30日 (6月27日報名截止)

福音書 許宏度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7月25日- 9月12日 (7月18日報名截止)

信徒成長神學探討 陳浩強 2 (自修課程)

延伸制網路課程&多媒體課程夏季

夏季

2016

w Web course 網路課程    M Multimedia course 多媒體課程 

編	號 課	程（學分） 老	師 媒體費優惠價 講義費 學費

多媒體光碟課程
 (for Win XP system；Newer  

 systems: follow enclosed   
 instruction in the package.)
  學生需購買本院製作的多媒體

光碟進行修讀 (材料費半價- - -
50% off，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每個課程修讀時間三個月:7月1
日-9月30日(6月24日報名截止)

M MTEE 10 教會歷史（2） 周學信 $40 $ 4 $120

M MTEE 13 福音書（2） 許宏度 $50 $8 $120

M MTEE 14 基督論與救恩論（2） 周學信 $50 $3 $120

M MTEE 15 教牧書信（3） 馬志星 $50 $10 $180

M MTEE 18 基督教宣教史（3） 馬志星 $40 $4 $180

M MTEE 20 聖經宣教神學（3） 馬志星 $40 $4 $180

M MTEE 21 保羅書信（2） 許宏度 $40 $4 $120

M MTEE 22 神國度與領導者的塑造（3） 梁潔瓊 $40 $8 $180

M MTEE 23 佈道與教會成長（3） 馬志星 $40 $6 $180

M MTEE 24 舊約神學（4） 梁潔瓊 $40 $8 $240

❼



延伸制外區課程一覽表2016

✁

大洛杉磯地區延伸制報名單 (選修學分者必填項目)

請勾選及填妥表內有關項目 新生 舊生 地址更改 選修課別：

姓名：（中文）： （英文）：        男      女     生日： 

通訊地址：      E-mail: 

電話：(H) (Cell)     Skype:

所屬教會：  事奉崗位：   報名日期：

填妥本單連同費用寄交："CESNA/TEE " 1520 W. Cameron Ave., Suite # 275, West Covina, CA 91790  (支票抬頭註明： CESNA) 

費用：以美金為單位。每科學費120元／2學分；新生報名費10元(教會全職同工、神學生100元；夫婦兩人同時選課220元)。

報名方法：Esther Hu 電話：626-917-9482  內線182, ; E-mail: estherh@cesna.edu；  傳真：(626) 851-1371

日 期 課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6月16-19日
週四7:00pm-10pm
週五7:30pm-10:3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6:30pm

神的揀選與人的責任 陸尊恩 2

Livingston, NJ / 立石教會
聯絡人：蔣博鳴弟兄 Borming Chiang
(917) 415-9920
popousa@yahoo.com

7月14-17日
週四~五7:00pm-10:00pm
週六9:00am-6:00pm
週日2:00pm-8:00pm

領袖的塑造與成長 潘定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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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 20-21日
週六 9:00am-5:00pm
週日 2:00pm-5:00pm

中國教會近代史 謝文郁 2
San Diego, CA / 聖地牙哥西區教會
聯絡人：王嫡貞傳道 Pastor DJ Wang 
pastordjwang@cbcsd.com

8月19-21日
週五1:30pm-9:30pm
週六10:00am-8:30pm
週日1:30pm-6:00pm

中國文化與宣教 馬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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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日
週五2:00pm-10:00pm
週六9:00am-6:00pm
週日1:30pm-6:30pm

詩篇 陳錦友 2
Southborough, MA / 麻省華人福音堂
聯絡人：陳黃素真姐妹  Susan Chen 
(781) 860-0081 (H); (781) 572-8355 (C)   
chensusan55@gmail.com

9月15-18日
週四7:00pm-10pm
週五7:30pm-10:3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6:30pm

舊約歷史書與

現今信徒生活
劉翼翹 2

Livingston, NJ / 立石教會
聯絡人：蔣博鳴弟兄 Borming Chiang
(917) 415-9920
popousa@yahoo.com

9月15-18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 -6:30pm

從新約看宣教 莊百億 2

Charlotte, NC / The Asian Herald Library
聯絡人：林恂牧師 Serena Lin   
(704) 918-0097.  
serenalin@gmail.com

9月15-18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 -6:30pm

團契與小組

在教會事工中之運用
崔思凱 2

Columbus, OH / 哥城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巢嘉菊姐妹 Chia-Chu Chao        
kyfychao07032014@gmail.com

9月29日-10月2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7:00pm 
週日1:30pm -6:30pm

釋經學 陸尊恩 2
Manakin-Sabot, VA / 列治文華恩浸信會
聯絡人：陳群弟兄 Qun Chen
qchen8@vcu.edu

*課程若有任何變更，恕不另行通知。若要安排課程，請隨時連絡延伸制同工。

❽

夏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