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顧輔導科、BACS 必修》 《LTI 其他證書科必選》 

自我認識與成長 (3 學分)  

1/30-4/3  每週二晚 7:00-10:00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課程簡介：從神學和聖經肯定人在神眼中的價
值，了解男女性別差異、認識自己的個性恩賜，調

整與神的關係，促進人際關係和諧，制定正確人生

目標，學習時間管理，活出服事人生，實現神對人

的計畫和旨意。教師簡介：劉王仁美師母 福樂神

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正道神學院教牧博士。曾與

劉富理牧師一起牧養洛杉磯台福教會 25年。經常

應邀在海內外多所華人神學院擔任客座教學。 

 
《跨文化事奉科必修》 
使徒行傳與宣教 (2 學分)  

2/1-3/22  每週四晚 7:00-9:30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課程簡介：聖經是「宣教性的」，使徒行傳不僅

塑寫初代教會之畫像，更是為神的宣教而寫。教
會是升天之基督耶穌之事工的延展，使徒行傳記

載的初代教會，充滿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事蹟，

願後代眾聖徒皆以此為基督教會之典範，去努力
完成基督耶穌所頒布的宣教使命！ 教師簡介：

馬志星牧師 富樂神學院跨文化研究博士，主修

中國近代教會與宣教發展的關係。曾參與宣教神

學教育多年，教授與普世宣教相關課程及聖經研
讀。馬牧師也是中橙縣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 

 
《關顧輔導科必修》 《信徒事奉科 & 跨文化事奉科必選》 

全人醫治事工 (2 學分)   

校本部上課： 2/3,2/17,3/3 三週六 9:30am-3:30pm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特會： 3/9-11 週五、六、日每晚 7:30-10:00 
特會地點：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3658 N Walnut Grove, Rosemead, CA 91770 

課程簡介：探討聖經有關全人醫治的真理，涉及

身體、過去傷害、心靈之醫治、赦罪與釋放，以

及驅逐邪靈。實際操練團隊醫治服事，學習依靠
聖靈能力，幫助人調整與神的關係，經歷神的主
權彰顯和愛的醫治。教師簡介：劉富理牧師 福

樂神學院宣教博士，正道神學院榮譽院長。劉牧

師秉持『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的負擔，

多年來帶領同工在海內外推動植堂宣教。服事注

重靈命更新，門徒造就，個人談道及全人醫治。 

《關顧輔導科選修》 

衝突處理與危機應變 (2 學分)  

1/12-14 週末密集班  

週五 7pm-10pm、週六 9am-6pm、週日 2pm-6pm 

課程簡介：教導危機處理原則與技巧，特別著重自

殺未遂、臨終關懷與失喪親人等情況；操練解決教

會與家庭婚姻人際衝突的應對技巧；學習辨識心理

疾病的徵兆。教導運用聖經的智慧和原則，建構相互

幫助的橋樑。教師簡介：傅立德牧師 諮商與心理治

療學博士，曾在台灣宣教三十年，擔任信義會真理堂

牧師。退休返美後仍繼續在各地華人神學院任教。 

 

《LTI證書科必修》《BACS必修》 

《把握時機》宣教門訓 (2學分)  

1/15-19   週一至週五 每天 9:00am-5:00pm 

課程簡介:Kairos 《把握時機》屬 Perspectives 

系列課程，是極具事工傳遞性及個人轉化性的宣教

門訓課程。透過多元學習模式，從聖經、歷史、策

略、文化四層面，認識神在普世宣教的心意和作為，

挑戰基督徒將宣教與生命整合，積極參與神的普世

宣教計畫。 (學費&讀本費一律$135，結訓者可獲

Kairos 國際證書。額滿截止，不接受現場報名。) 

 

《一般選修》  

原文讀經好處多 (3 學分) 

1/24-3/21 每週三晚 7:00-10:00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課程簡介: 本課程是專為不懂聖經原文的學員預備

的。說學習聖經原文沒有用類似於說看彩色電視和

黑白電視沒有區別。本課程將用多個希伯來文和希

臘文解經實例來說明原文讀經的好處。也會介紹希

伯來文和希臘文字母及簡單的單詞、語法，以幫助學

員除去對學習原文的恐懼心理；並會介紹一些基本

工具、方法來滿足沒有機會學習原文的學員研讀聖

經的需要。教師簡介 : 羅羚、羅達理  兩位老師均

於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獲哲學博士學位。前者為正

道新約助理教授，主要教授新約綜覽，釋經學，

希臘文等；後者為正道客座教授，主要教授舊

約綜覽，希伯來文解經。二人合著有《原文讀經

好處多》。 



TEL:(626)571-5111   www.les.edu/lt i  

2018 冬季課程報名表  

(除了特別標明，上課地點都在 El Monte 校本部) 

報名課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 
□新生  □舊生  (新生報名費 25 元，舊生免繳) 

姓名：(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                      (請寫全名)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zip code)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費金額：(pay to LOGOS)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本院正在申請 WASC 認證之新學制 「基督教研

究學士科 BACS」。 LTI 學員若符合入學規定，
所修課程未來可轉入正式學士學分。 

2. 校本部每班註冊人數須達 20 人以上才開課。 

3. 除非特別說明，每學分學費60元。 講義教材費另計。

同步視訊及網路課程每門課另收網路行政費30元。 

4. 舊生介紹新生可獲 referral credit $25， 限本人使用。 

5. 請在開課日 10 天前完成報名繳費，逾期報名每

門課手續費 20 元。 

6. 學員自行申請退課或改選者，每門課手續費 5

元。每門課自第 2 堂起不再受理退費。 

7. 請填妥報名表，附支票(抬頭寫 Logos，並註明

LTI 學費) 寄至正道培育中心： 

93593588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Attn: Attn: LTILTI))  

TELTEL::  626626--571571--5111     Email:  LTI@LES.edu  5111     Email:  LTI@LES.edu    

**本季early bird 學費優惠(每學分$50)，12/20截止，郵戳為憑。 

舊約五小卷 
《一般選修》 

3 學分  

1/15-3/17 
共 9 週 

謝挺教授 教導舊
約五小卷的解經、
神學信息、並認識
它 們 在 舊 約 的 地
位。 

靈命造就 
《LTI 證書科必修》  

《BACS 必修》       

2 學分  

1/15-3/10 
共 8 週 

劉富理牧師 教導
靈命成長的原則，
調整人神關係，塑
造內在基督生命之
品格。  

聖經與輔導 
《信徒事奉科》 

《關顧輔導科》 

必修 

2 學分  

1/15-3/10 
共 8 週 

吳子良老師 教導
合乎聖經的輔導原
則和助人技巧，藉
個案分析引導學生
嘗試應用。  

新約神學 

與信息 
《LTI證書科必修》 

《BACS 必修》       

4 學分  

1/15-3/31 
共 10 週 

徐忠昌牧師 闡明
新約每卷書的信息
與教訓，教導研讀
新約的方法，帶出
生命改變的結果。 

基要真理班 

師資訓練 
《一般選修》 

2 學分  

1/15-3/10 
共 8 週 

林恂惠老師 幫助
信徒掌握基督信仰
核心真理，進一步
預備自己成為主日
學老師。 

eee---CampusCampusCampus   
網路世界優質的延伸神學教育   

 每門課註冊人數滿 5 人以上開課 
https://register.les.edu/category/online-courses  

《一般選修》 神學與當代文化 (2 學分)           

2/3-4 & 3/10-11 週六 9am-4pm，週日 2pm-5pm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課程簡介：哈利波特的熱潮是魔鬼的作為還是

教會的契機？後現代文化是基督信仰的敵人還

是盟友？電影媒體是中立的傳媒還是本身就在

傳播某種信息？現代人花大量時間工作，除了

賺錢奉獻，工作本身有什麼價值？歡迎來到本

課堂，一起從基督信仰重新思考當代文化的神

學意義和服事契機。 教師簡介：董家驊牧師 富

勒神學院碩士和神學博士。在洛杉磯台福教會

服事多年，陸續牧養華語青年堂和英文堂，並參

與多所神學院的教學，亦是北美《舉目》和台灣

《傳揚論壇》的專欄作家。 
 

《一般選修》 門訓全壘打 (2 學分)                      

2/5-3/26  每週一晚 7:00-10:00 

(南加州以外地區之學員可註冊同步視訊修課) 

課程簡介：門訓不只是知識和技能的教導，更

是關係的建立和影響，不單有生命的傳承，還要

開創或發展一個可讓門徒事奉的平台，才算成

功。主耶穌之於門徒如此；巴拿巴之於保羅、保

羅之於提摩太，也都如此。你的屬靈生命中，有

保羅栽培嗎(屬靈導師)?有巴拿巴同行嗎(屬靈

良伴)? 有提摩太傳承嗎(屬靈徒弟)? 請來門

訓全壘打! 教師簡介：黃成培牧師及黃雲英師

母  曾在北美牧會，後加入AIM至東非肯亞宣教

十年。黃牧師現為正道跨文化宣教系（MAICS)主

任，黃師母繼續在差會服事，擔任宣教動員。  
 

FMC 2018 家庭事工策略及實務研討會 

3/15-3/18   (3/14 有會前工作坊) 

地點: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 

對象：第一線從事家庭事工者及有心投入之教牧

和神學生。詳情及報名： www.fm4c.org (12/31 前

有早鳥優惠） 本研討會可註冊為 LTI《關顧輔導科》

2 學分，學員須另向 LTI 辦公室繳學費$60，並依規

定完成課後作業。  

http://www.fm4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