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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來到華神的畢業典禮我非常感謝和無比榮幸，

心裡不住地說：“華人教會有前途”。若是沒有這些神學

院、沒有這些青年的獻身，我們的前途在哪裡？所以今天

是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大家心中一方面充滿了感謝，一方

面對前途無限的憧憬。

希伯來書11章信心之篇，我對這屆畢業同學第一要

緊的提醒就是要有信，很多事我們看起來很難，沒有辦法

過。我們想以色列人怎麼過約旦河的。神沒有為他們預備

了船隻、沒有先使約旦河的水分開他們才過去。可以想像

祭司們到了水邊會停下來，請約書亞趕快禱告，求神使河

水分開，好走過去；或大家停下，等到神蹟發生再走過去；

或看得太難了，這水氾濫得這麼深，約櫃又這麼重，後面

有婦人和小孩子，過不了約旦河。按照人的常情來看這都

可能，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抬約櫃的祭司到了河邊，“腳一

入水”，水才分開，他們是因著信心，腳踏到水里去的。我

們畢業同學走前面事奉的道路，會遇到不少這種的試煉，

這個時候就看我們的信心。信心和肉體的眼睛不同，肉體

的眼睛說停止，信心說走；肉體的眼睛說危險，信心說沒

事；肉體的眼睛說打回頭，信心說往前走。祭司們是被神

所選召的利未人。今天這些全時間奉獻的人是屬靈的利

未人，順服神的呼召和揀選，要做眾人的榜樣，走在最前

面，身先士卒，首當其衝。

希伯來書11章寫成距今2000年了，我們看見多少神

的僕人使女憑著信心走過了這條路。改教時代，神的僕

人們憑著信心在大困難逼迫下推動了宗教改革，恢復了

因信稱義的道理，如威克里夫、馬丁·路德、約翰·加爾

文。到了18、19世紀，如威廉·克理、馬禮遜、戴德生、穆

迪、Johnathan Edward，他們又是靠著信心創出了這條普世

宣教、廣傳福音的道路。再看近代，神又是揀選他諸般的

僕人，如Carl Henry,Francis Schaeffer,Johnathan Edward,John 

Steward,Dietrich Bonhoeffer潘霍華，在世界諸多地方高舉十

字架、高舉主救恩，在各種紊亂黑暗敗壞的情況下，保持

教會純正的信仰。華人教會也是靠著主的恩典，興起了多

少主內前輩，披荊斬棘，甚至吃苦坐牢殉道，如席勝魔牧

師、宋尚節博士、王明道先生、趙君影牧師、王峙、王載等

主的僕人們。我是80年以前11歲時，宋尚節博士來到北京

開大的奮興會信主的。我們家多半是去王明道的教會，北

京基督徒會堂。我從小就看這兩位僕人的為人，是我效法

的榜樣。剛才希伯來書那些名字是神國度裡的光榮榜，我

相信還有更多的名字。我願意看見我們學院的畢業生也

能夠靠著主的恩典進入神國度的光榮榜。

以西結書3章，神稱以西結為守望的人，我希望今天

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都是個守望者。有兩方面的責任，第一

是守望者要觀察這個世代，有什麼地方是違背神的、要警

告的；看清之後要發聲音、要有行動，不要不理。今天大

半的教會太安靜、傳道人太安靜；今天教會的聲音不超

越教會的四個牆壁；今天的教會沒有影響這個世界，反倒

常常被世界所影響。這是今天教會的毛病，這不是希伯來

書11章的態度。我們是神所設立的時代的守望者，有非常

重的責任，神說“不發聲音替我警告惡人的時候，惡人必

要死，但是我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這是多麼嚴重的一

件事！所以今天的教會、同工們、神學院畢業生，若是我

們不出聲音警告這個世界，這個世界要滅亡，但是神會向

我們討喪命的罪，不要忘記這句話！我佩服王明道先生，

他是肯講話的人。他見人之所未見：別人看不見的危險，

他看到了；別人說平安了，他說沒有平安。他言人之所不

言：別人不肯講的他肯講；別人不敢講的他敢講。王先生

對主忠心到底，坐監23年。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是不屈不饒的。他在當時納粹的

壓迫下持守在信仰純正保守的教會裡面做領袖。幾次受

到警告，他不肯改變不肯退讓，最後被納粹黨抓起來，受

到多少的苦，最後在德國投降之前一個禮拜被納粹黨處

死。潘霍華不肯違背神，是對神忠心到底的人。他責備當

時德國的教會：你們所信的是cheap grace廉價救恩！救

恩是白白賜給我們的，但並不廉價。潘霍華所謂的高價重

價的恩典，是神的兒子在十字架上的功勞，那恩典並不廉

價。什麼是廉價的恩典？就是當代的基督徒，甚至傳道

世界不配有的人
今天這些全時間奉獻的人是屬靈的利未人，順服神的呼召和揀選，

要做眾人的榜樣，走在最前面，身先士卒，首當其衝。

畢業典禮講員﹣王永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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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筆下的婦女人物（四）

超脫附屬地位

他筆下的婦女雖無地位，對福音卻有永恆價值。

持異議的學者意見

 筆者三期的「超」文中，讓大家看到路加對其筆下

婦女所持正面的態度。然而亦有持異議的學者，有人

認為路加對婦女的態度，並非如我們想像的清楚。主

要原因是，路加對婦女的讚賞，並沒有直接點明。他筆

下的婦女，雖然對福音廣傳有相當的貢獻，但畢竟都沒

有充擔教會中任何正式的領導位置。

這些異議是可以理解的。總的理由可歸納為三。第一，

路加是寫歷史的人，他的福音書和行傳主要目的還是

記載歷史，這在兩卷書的前言表白得相當清楚（路一

1-4；徒一1-3）。而他對婦女的記載自然亦是以此為前

提，他個人對這些人物、事情的看法，雖然重要，卻是

其次。結果，路加筆下的婦女都沒有擔當教會的重要

職位，這是歷史、文化的不平，卻非福音的原意。正因

如此，路加才刻意保留了當代婦女對福音的貢獻和意

義，這是遠超過她們的地位所能表明的。

 第二，路加喜用故事和獨特的文字手法來表達個

人思想，前面已經說過，在這裡不用詳加說明。這是他

對筆下婦女並沒有點明讚賞的原因，然而婦女為神所

用的故事，既是歷史所傳遞的信息不是比人的讚賞更

為有力嗎？

 第三，那些持異議的學者對路加的描述，仍存失

望，主要原因，乃是他們盼望看到第一世紀的婦女在

教會中作長老、作執事、作牧師講道，佔舉足輕重的地

位，與男士們看齊。但是這種盼望是不合當時的歷史

文化情景的。人類歷史文化壓抑婦女多年，祈望人類

歷史文化在朝夕之間豁然因福音而更新，是仙蒂瑞拉

（Cinderella）的幻想，不合實情的。再者這種期盼，

是二十、二十一世紀婦女地位已經獲得了不斷提升之後

的議題，而不是第一世紀婦女的議題，當時婦女所需

要的更為根本，其議題是：神的話語能臨到敬虔的婦

女身上嗎？婦女可否得到均等的受教機會成為主的門

徒？我們的主關心當日社會對婦女不公平的待遇嗎？

對於這些議題，路加的回應是肯定的。

路加信息的著眼點

 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路加所刻意描繪的婦女角

色，不是從地位，乃是從服事和獻上著眼。他筆下的婦

女雖無地位，對福音卻有永恆價值。這個著眼點非常

重要，因為今日女權運動者替婦女爭取的是權力和地

位。教會中的婦運發言人亦無法擺脫這個束縛，以為

婦女非當上主任牧師不可以言解放。這是沒有永恆眼

光的短見。

 今日在教會極力保衛男權的，亦犯同樣毛病，以為

「丈夫是妻子的頭」就意味非男士不能當教會的主任

牧師。殊不知主耶穌已重新定義了「頭」的意思：「你

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

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

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

必作眾人的僕人。」（可十42-44）外邦人把「頭」等同

於地位、權柄，主告訴我們不可這樣，在基督裡作頭

的是眾人的僕人。這「僕人」原文是奴隸的意思。主把

「頭」與服事相連，這正是路加筆下婦女的故事共同

帶出來的信息。所以無論男女，我們追求的屬靈方向都

不是地位、權柄的頭，而是服事的頭。

 路加筆下的婦女故事的信息與主耶穌所帶來的

信息是吻合的。帶頭的是對福音的服事和甘心作僕

人，誰願如此，誰就是為首的。這個「誰」字當然包括

了婦女。

今日教會的課題

 這樣的信息，在二千多年前是革命性的。可惜可

嘆的是，在二千多年後的教會仍然是革命性的。何故？

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婦運人士一直以為，婦女的

解放是追求權力和地位的平等，這種解放的精神亦被

帶進教會，以為婦女必須能當上主任牧師才算得到解

教務主任─
	 劉志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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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這種權力鬥爭的心態自然引起教會的極力抵抗。

二、我們一直以為婦運是女士們的問題，卻不明白其實

這亦是男士們的問題。雅各、約翰爭論誰為大的時候，

主耶穌對「為首」這事重新定義，祂已經點明了，權力

地位之爭是人們一嚴重的自我形象不健全的問題，這

是在外邦人中常見的。可惜的是，成為基督的門徒之

後，我們仍在爭這些，而且和婦女相爭，刻意把她們排

斥在教會教導權力、地位之外。這是為甚麼我說是男

士們的問題的原故。很顯然，不是所有弟兄都是自我形

象不健全的。筆者就有幸認識到多位謙遜、自我形象

非常健全的弟兄，在背後默默地支持妻子在教會中明

顯的領導事工。這些弟兄的背後服事，給我們認識到，

他們不但無損在主裡「丈夫是妻子的頭」的真理和原

則，他們的做法其實是闡明了這個真理的真正涵義，

幫助我們，從外邦人自我尊大必須在地位上作頭的陷

阱裡釋放出來。三、誤解保羅針對婦女的一些經文。

最明顯的要算是提摩太前書第二章12節。保羅在這裡

說：「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當然保

羅對婦女負面的言論不止這處，但其誤解情形是類似

的。恕我在這裡不作重覆的申論，只以此為例，作一些

解釋。

 通常對這節經文的誤解是，把它當作絕對的原

則來應用，於是造成了某些教派禁止婦女在教會作領

導、講道，對婦女們造成一些嚴重的傷害。我們忽略的

是，新約書信大都是針對當時教會的特殊問題而寫，

提摩太前後書的寫作動機亦是如此，假使我們對提摩

太前後書的寫作背景稍作研究，便不難發現提摩太書

信的背景是，以弗所教會非常嚴重的假師傅的問題。

保羅寫這些書信的目的是，要指示提摩太處理這棘手

事情的方法。在提摩太前書一章3節，保羅就開宗明義

講明了該書信的目的：「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

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囑

咐」原文其實是「命令」，是非常迫切和嚴重的字眼，

可見是保羅寫信的沉重目的。而這些假師傅的問題又

不單單是神學錯誤的問題，又牽涉到他們人格道德的

問題上，提摩太前後書把假師傅人格道德的敗壞列得

非常清楚，在提摩太前書四章2節，保羅明說：「這是

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

了一般⋯。」這些人的良心是大有問題的，他們「以敬

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六5）。更嚴重的是：「那偷進

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

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提後三6）從這些經文看來，就曉得以弗所教會假

師傅的問題是異常複雜的，這包括了：傳異教、貪財和

誘騙勾結教會中的婦女。是以保羅給提摩太的處理方

法，亦非常嚴峻：命令這些假師傅不可傳異教，亦禁止

了以弗所教會中婦女的講道、領導事工。保羅以這兩

個嚴厲的措施，堵塞住以弗所教會兩個嚴重的破口。

 我們若明白以弗所教會當時所處的境況，就明白

保羅的吩咐是對以弗所教會具體問題的回應，而非建

立一些普世適用的神學原則，我們就會小心翼翼的應

用到今日的教會環境中了。由是之故，我們才理解到

在新約別的經文中可以找到婦女作先知講道的例證。

女先知亞拿「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

的人講說。」（路二38）保羅亦讓百基拉教導已經頗有

名望的傳道人阿波羅（徒十八26）。這些例子與保羅在

提摩太前書的教導並不衝突，因為提摩太前書婦女的

教導是針對教會特殊情況而定的，一個釋經學基本的

原則告訴我們，從聖經中要建立一個普世適用的神學

原則，這原則必須能通過上下文的考慮，並要通過聖

經其他書卷的考量。這個原則要能在整個新舊約聖經

中通行無阻，才有資格被考慮成為普世適用的神學原

則。這不過是釋經學的常理。禁止婦女講道、做領導的

服事，以為是絕對的真理，顯然無法通過這個釋經基

本的道理。

結論

 路加的婦女故事帶來的信息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但願我們的教會、主的門徒、無論男女，都能認真地放

下名利權位的追逐（包括教會中的領導位置），而認真

尋求在福音裡的服事和獻上，因為在這裡面「並不分

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都成

為一了。」（加三28）（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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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華神實習部將會在校本部10/22/2016週六早上舉辦事

奉講座，題目為「牧養面對同性戀傾向者及其家人」，講員

為基督徒心理學家Dr.Sarah Lam及教務主任劉志遠牧師。此

講座開放給LA地區牧長、校友及同學。詳情及報名請在10/15

前與Alice Chiang 同工聯絡。(alicec@cesna.edu)

● 實習輔導部將於2016秋季舉辦神學生親密之旅小組給北美

華神同學及配偶參加，小組由郭恩愛師母帶領。請在註冊秋

季課程時與Alice Chiang同工報名。詳情會在報名後提供。

● 準備秋季實習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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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前)與實

習部代理崔思凱牧師連絡(電郵: szekait@cesna.edu)，

商討可能性及填表正式申請實習。實習部同意實習申請

後，學生即可註冊下季實習。

● 為九月中入讀的新生在生活及學習上的適應代禱。

院長室

● 感謝正道神學院林國亮院長6月22日到訪交通指教。歡迎台

灣中華福音神學院龍台平副院長於8月2日到訪。

● 新設立的院長後援會（President Circle)，已經有五位會員

參加，投入學院未來發展願景。

● 梁潔瓊院長、崔思凱牧師、劉志遠主任、徐大生老師、莊百

億主任將於8-9月分別赴英國、亞洲、台灣及南美洲教學和

事奉，請代禱。 

實習、輔導部		

延伸部

教務部

行政部

● 延伸部正在安排2017全年課程，若任何教會想邀請本校

老師在當地開設有系統、有深度的神學及聖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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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mail: cliffc@cesna.edu) 

或在 www.cesna.edu網站查閱。

● 特別祝賀2016年度延伸部畢業生:史陽暉(TX)，高美卿(VA)，

王誌潔(TX)，吳啟政(NJ)，吳謝秋(NJ)；結業生：許瑗琦(CA)，

蔣博鳴(NJ)；獲得特別事工證書生：鄭文政(CA)，史陽暉

(TX)，蔡柯慧靈(CA)，楊采燕(TX)，何德芝(NH)，黃海(NH)。

● 第十六屆畢業典禮已順利舉行，本年度的畢業生共有十八

位，教牧博士科1位(朱玉如)，道學碩士科7位(陳頌欣、陳昭

燕、李蕙、倪京麗、王傳義、王嫡貞、項偉亮)，神學研究碩士

科1位(蘇欣弘)，基督教研究碩士科8位(朱華玲、高同際、林

奇輝、劉洪玲、蘇宗暉、吳腓力、楊一冲、趙東紅)，基督教研

究證書科1位(王永明)。延伸制有5位畢業生、2位結業生、6

位特別事工證書科。願神使他們成為合神心意的主工人。

  本院下半年錄取的新生名單:神學碩士科—陳煌輝，道學碩

士科—盧彥群、田玲惠、金建武，神學研究碩士科–劉德

熙，基督教研究碩士科–曲博、湯丹、趙愛玲、周思源、于

常青、劉秀麗、李慧詩、黃旭艷、王海滔，基督教研究證書

科–董建強。請為這一批神國度的新兵主前代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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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書館同工侯曾以文姊妹已於六月中旬離職，願神賜福她

未來的服事道路。

● 全院退修會將於10/8舉行，歡迎所有的師長、同工及大洛

杉磯的學生能預留時間參加。

● 感謝神，7月5日趙李秀珍博士受邀成為學院的專任老師，

主授倫理學、系統神學，趙老師同時兼任拓展部副主任。

我們也歡迎陳錦友老師將從九月起成為學院專任老師，主

授舊約課程並協助實習輔導部安排教會實習。

● 學院圖書館亟需徵聘一位館長，學歷:圖書館系碩士畢業、

熟稔微語系統(MLS/MLIS)，有神學方面碩士學位者尤佳。

經歷:圖書館相關工作兩年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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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❹

拓展部

● 華神校友林以凱弟兄(以馬內利宣聖會)和張錦亮弟兄（爾

灣華人第一浸信會）分別在6月及7月被按牧，服事教會。

● 9月18日在羅省東區宣道會舉辦"北美華神主日"，其他教會

若有興趣舉辦"北美華神主日"，歡迎與拓展部趙李秀珍老

師聯絡：(626) 917-9482 x 161

● 一年一度北美華神感恩籌款餐會即將舉行，學院眾師生同工

十分期待與您會面，同頌神恩及為華人神學教育並肩努力！

請在8/28下午準時出席，詳見右方邀請卡及致電拓展部登記

名字 626-917-9482 x161 或162。

● 空置辦公室待租:

 本院內有四間空置辦公室待租@$1.75/sq.ft.包水電 

2113尺、1000尺、1053尺、978尺，

有意者請洽詢：趙李秀珍老師 

(626)917-9482 x 161



4-6月收入/支出
學雜費收入 122,692.98
奉獻收入 170,063.74
其他收入 1,051.46

支出 236,214.73
盈餘(不足) 57,593.45

財
務
報
告

一
般
院
務

 4-6月收入/支出
租金收入 62,848.11

指定物業奉獻收入 5,039.8
物業管理支出 26,995.83

還物業貸款支出 47,944.95
盈餘 (不足) -7,052.87

學
院
物
業

財
務
報
告

2 0 1 6 年 4 月 至 6 月
財務報告

❺

人只願得到救恩的好處，不願付主耶穌的要求；只願意把

救恩當作上天堂的門票，不願意遵從主耶穌的話。這是今

天教會重要的毛病：廉價的恩典。求主恩待今天的教會，

恩待今天神學畢業生，到我們事奉的時候，不要再重蹈覆

轍，還在領導我們的教會走廉價救恩的路。

我們信了主之後，要天天背著十字架跟從主，做主的

門徒。我們看見這個時代離神越來越遠。50年之前的美國

和今天的美國不一樣，美國走了樣，不是真正的美國了，是

敗壞的美國，違背神的美國。去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九個大

法官5對4就使美國全國同性結婚合法。我們白宮的主人馬

上在夜裡用五彩燈光照亮白宮。白宮不再白色的，而是五

彩的了。而五彩是同性戀的記號。整個白宮改了顏色，這個

白宮的主人帶領全美國反對神，更可怕更可悲的是在這種

情況之下美國大多數的教會不出聲音、不講話、不敢得罪

人，但是敢得罪神，這是教會可怕的地方。

各位畢業同學，第一注意你們面對一個跟我們的時

代比起來更險惡的時代；第二.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了，所以要加倍攻擊你們，你們是被攻擊的對象，所以你

們要紮根在聖經上，這是最重要的；第三忠心到底，好像

示每拿的教會；第四.要互相合作；第五.就像希伯來書十

一章所說的要做一個世界不配有的人。願神恩待我們的神

學院、師長、和同學，恩待畢業的同學。感謝主！ 

下圖為本屆2016年畢結業生合照

北美華神感恩分享及籌款餐會

本學院謹訂於2016年8月28日(週日)
6:00 pm 至 8:30 pm, 假

Atlantic Seafood & Dimsum Restaurant
（蒙特利公園市  黃金閣海鮮酒樓）

500 N. Atlantic Blvd., Ste. 200, Monterey Park, CA 91754
舉行2016「感恩分享及籌款餐會」
特此敬邀，並盼於8月15日前回覆

北美華神董事會主席

陳政

北美華神院長

梁潔瓊

聯絡電話：(626) 917- 9482 ext. 162 

電郵：huil@cesna.edu

奉獻神國	•	傾福與你

敬邀

上接首頁文章─「世界不配有的人」

(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未經講員過目)



博／碩士科課程一覽表	秋季2016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博 碩

10月6日-12月15日 (Skip11/24)
週四2:00 ~5:00pm

敘事文學與原文解經:

撒母耳記下(神碩)
	梁潔瓊 X 3

  

10月3日12月12日 (skip10/17)
週一8:30 am ~12:30pm

系統神學	(I)

神論、創造論、啟示論	(遠距)
趙李秀珍 X 4

10月4日-12月6日
週二8:30am -12:30pm 基督教教育概論(遠距) 	蕭靜馥 X 4

10月4日-12月6日
週二2:00 -5:00pm

神學治學法（遠距） 	徐大生 X 3

10月5日-12月7日
週三2:00~5:00pm

靈命塑造與聖經基礎
劉志遠/

彭怡珍 X 3

10月6日-12月15日 (skip11/24)
週四8:30am~12:30pm

釋經學	(遠距) 	劉志遠 X 4

10月6日-12月15日 (skip11/24)
週四2:00 ~5:00pm

新約書卷-希伯來書

(遠距)
	徐大生 X 3

10月7日-12月16日 (skip11/25)
週五8:00am-12:00pm 希伯來文初階	(遠距) 	陳浩強 X 4

10月7日-12月9日 (skip11/25)
週五1:00 am ~5:30pm 聖經與輔導學 	孟安麗 X 4

11月2日-12月14日
週三6:00-10:00pm 中國文化與宣教 	謝文郁 X 3

9月29日-10月4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6:00pm;7:00~10:00pm
週一-週二7:00~10:00pm

宣教學概論 莊祖鯤 X 4

10月6日-10月10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6:00pm;7:00~10:00pm
週一 10:00am~6:00pm

系統神學:

基督論、救恩論、人論
方鎮明 X 4

Houston，TX/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聯絡人：李永德姊妹 (832) 671-3466
judyw73@gmail.com

10月27日-11月2日
週四-五7:00-10:00pm
週六9:00am~10:00pm
週日2:00~6:00pm;7:00~10:00pm
週一-週二 7:00~10:00pm 

舊約神學 蔡金玲 X 4

Pri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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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12月5日
週五1:30-10:00pm
週六10:00am~8:30pm
週日1:30~6:00pm;7:00~9:30pm
週一 7:00~9:30pm

約伯記 陳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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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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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OT825_189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OT825_189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101_189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101_189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CE100_189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100_1893.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A100_1894.pdfPA100_189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164_1895.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NT521_189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NT521_189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LA200_189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PC611_189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EM218_1899.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EM200_190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I02_190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TPI02_190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OT100_190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OT221_1903.pdf


洛杉磯延伸制課程一覽表2016
日 期 課 程 教 師 學 分 地 區

10月4日-11月15日
週二 7:00pm~-10:00pm 撒母耳記 梁潔瓊 2

Rosemead, CA /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3658 N.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CA 91770

10月4日-11月15日
週二 7:00pm-10:00pm 民數記(粵) 陳錦友 2

Arcadia, CA / 羅省東區宣道會
1027 S. First Ave. 
Arcadia, CA 91006

10月28-30日
週五 7:30pm -9:00pm
週六9:00am-6:00pm
週日2:00pm-6:00pm

親密之旅─

人際關係與自我成長

培訓課程

黃維仁 2
Irvine, CA / 爾灣新生命靈糧堂
1891 Alton Parkway #C  
Irvine，CA 9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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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日-12月31日 (9月26日報名截止)

倫理學 方鎮明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10月3日-12月31日 (9月26日報名截止)

約伯記與信徒關懷 梁潔瓊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10月3日-12月31日 (9月26日報名截止)

護教學 謝文郁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10月3日-12月31日 (9月26日報名截止)

舊約希伯來文初階I

(國語及粵語)
陳浩強 2 (自修課程)

w 網路課程 
 10月3日-12月31日 (9月26日報名截止)

詩篇：上行之歌(粵) 陳錦友 2 (自修課程)

延伸制網路課程&多媒體課程秋季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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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12月31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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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9.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5.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6.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7.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8.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0131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0131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0131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518202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518202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518202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518202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22232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22232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2223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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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9日-10月2日
週四~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2:00-7:00pm

宣教學概論 莊祖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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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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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神學:

基督論,救恩論,	人論
方鎮明 2

Houston, TX /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聯絡人：李永德姐妹 Judy Wong
(832) 671-3466                       
judyw73@gmail.com

10月13-16日
週四~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1:30-6:30pm

教會倫理學 趙李秀珍 2

Cincinnati, OH / 辛城教會
聯絡人: 蘇欣弘弟兄Paul Su
(513) 307-0125  
paul_s_su@hotmail.com

10月20-23日
週四~五7:00-9:30pm
週六 9:00am-6:00pm
週日 1:30-6:00p

以賽亞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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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30日
週四~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6:30pm
週日 2:00-7:00pm

舊約神學 蔡金玲 2
Princeton, NJ / 普林斯頓華人基督教會
聯絡人：趙啓洪弟兄 
qihongzhao@msn.com

10月27-30日
週四~五 7:00-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1:30pm-6:30pm

聖地與聖經 莊百億 2
Charlotte, NC / Providence Baptist Church,
聯絡人：林恂牧師 Serena Lin
(704) 918-0097
serenalin @gmail.com   

11月/11-13日
週五: 7:00pm-10:00pm 
週六: 9:00am-7:00pm 
週日: 1:30pm-7:00pm 

約伯記與信徒關懷 梁潔瓊 2
Cleveland, OH / 克利夫蘭華人教會
聯絡人：李芸姐妹

（216）577-5513
leeyun87@hotmail.com

12月2-4日
週五 1:30-9:30pm
週六 10:00am-8:30pm
週日 1:30-6:00pm

約伯記 陳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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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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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0.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1.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3.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2.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4.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15.pdf
http://www.cesnac.org/v7/download/classes/19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