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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網路課程】 

《職場 GPS 必修》    

贏在扭轉力 ( 3 學分)     www.les.edu/lti-gps  

日期時間：1/12-4/27，每週二 (共 16 週) 

美西 5pm-7:00pm｜美中 7pm-9:00pm｜美東 8pm-

10:00p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你無法赢在起點，必須贏在拐點！」新

冠疫情下，無數企業面臨倒閉裁員減薪，許多教會面

臨會友流失重振乏力。面對拐點，單憑學歷經歷財力

難以求勝，你還要操練扭轉五力：眼力、魅力、動力、

魄力和德力，好在 5G 百倍速時代辨析決斷，立穩根基

贏得新機。本課程挑戰職場人和傳道人，建立能在危

機中掌握契機實踐轉機的智慧身量，更為有雙職事奉

呼召的職場基督徒鋪墊關鍵的實力基礎。(本課程由正

道神學院&基督使者協會合辦) 

教師簡介：孔毅老師 跨國企業總裁，被稱為 Intel 

「iRAM 之父」，Motorola 「手機中文化之父」，

Linux「智慧手機之父」，更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孔

老師從四十多年職場生涯淬鍊出「扭轉五力」的智慧，

在人生重要的「關鍵時刻」掌握了「定義時刻」，在人

生下半場矢志「以神的國和義為先」，致力栽培職場精

英成為時代接班人。著有暢銷書《贏在扭轉力》、《第

一與唯一》、《雙職事奉》等經典著作。  

教科書：《贏在扭轉力》。孔毅著。啟示出版 (美國境

內報名者可獲本書的 eBook-Kindle edition)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 

靈命造就 (2 學分) 

日期時間：1/19-3/9，每週二 (共 8 週) 

美西 6pm-8:30pm，美中 8pm-10:30pm，美東 9pm-

11:30p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從聖經真理和聖徒經驗，尋找靈命成長原則

和榜樣。調整個人與神關係，處理內在問題，得到心靈

醫治重整。塑造靈命品格，使信仰自然融入生活、家庭、

職場與事奉。這將是一趟影響生命的靈程！(課前要求：

請好好禱告預備心。) 

教師簡介：劉富理牧師  富勒神學院博士，正道福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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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帶領眾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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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  1. 麥哥登  MacDonald, Gordon 1988 心意

更 新 ─ 如 何 調 整 內 心 生 活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1985) 香港：福音證主  

2. 勞倫斯  Brother Lawrence 2001  與神同在及屬靈格

言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with Spiritual 

Maxims) 俞成華譯  美國 : 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網

路版：http://cctmweb.net/lawr/lawr-ct-1.htm  

 

《關顧輔導科選修》 

Understanding and Ministering the Youth (2 學分) 

日期時間：1/28-3/18，每週四 (共 8 週)  英語授課 

美西 5pm-7:30pm，美中 7pm-9:30pm，美東 8pm-

10:30p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This class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th’s psychosocial, physical (neuroscienc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 also 

delves into the problems and needs of yout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ow to minister to the 

youth.  It explores the ministries a church can 

provide to involve youth in the faith community, 

nurturing wholeness and faith. Therefor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is class are: 

a. Being equipped to understand youth and youth 

ministry, in terms of youth development and 

spiritual formation. 

b. Being able to support families in nurturing the 

youth. 

c. Being prepared to teach/train youth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教師簡介：陳昭映博士  Professor So-Young Chen 

holds a Ph.D. in Educational Studies (Biola 

University), M.A. in Bible Exposition, and B.A. in 

Theology. Her academic emphasis is in 

understanding human development, learning styles, 

and biblical teaching. Thus, she combines and 

applies practical Christian education into ministry. 

She has taught children and youth ministry, Bible, 

http://www.les.edu/LTI
mailto:LTI@les.edu
http://www.les.edu/lti-g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xFFgVA6qc
http://cctmweb.net/lawr/lawr-c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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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rriage and family classes at different 

seminaries in addition to being a guest speaker at 

different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She has 

ministered to children/youth and mothers/women 

groups since the 1990s.  She is happily married to 

Dr. Tony Chen (OT Professor at Logos Seminary) 

and has a wonderful son, Joshua, who just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教科書：TBA 

 

《信徒事奉科選修》《跨文化事奉科選修》 

基督教倫理學  (3 學分) 

日期時間：2/1-4/12，每週一 (3/8 休息，共 10 週)  

美西 6pm-8:50pm，美中 8pm-10:50pm，美東 9pm-

11:50Am 

課程簡介：有人說，倫理學就是神學與現實世界的接觸

面。很多基督徒期盼信仰可以作他們在生活中善惡抉擇

的指引，這其實就是基督徒的倫理。這門課將介紹基督

教倫理觀之基本導向、準則與應用。在兼顧對錯與善惡

中，探討常見的重要倫理議題，包括基督徒個人生活、

家庭及社會層面所涉及的複雜且具關鍵性的問題與原則。 

教師簡介：陳愛光牧師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正

道神學院系統神學副教授，曾任德州佳樂頓華人教會牧

師。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後現代與基督教信仰、神學與

哲學、倫理學、理性與信仰。 

教科書：許道良。《抉擇與代價─簡明基督教十字架倫

理》。香港：天道書樓，2006。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或必選》 

自我認識與成長  (2 學分) 

日期時間：2/4-2/7 密集班，美中/芝加哥時間：週四-

週五 7pm-10pm, 週六 10am-5pm, 週日 2p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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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王仁美博士 F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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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受邀在海內外多所華人神學院教

學，被暱稱為師母的師母。 

教科書： 

•克勞德、湯森德。《成長神學》。劉如菁譯。台北：

校園書房，2004。 

•華理克。《標竿人生─建立目的導向的人生》。賓州：

基督使者學會，2003。 

•鮑伯‧班福德。《人生下半場》。楊曼如譯。台北：雅

歌出版社，2001。 

 

《信徒事奉科必修》《關顧輔導科必修》《跨文化事奉科必修》 

實用釋經法--從釋經到生活應用 ( 2 學分) 

日期時間: 3/4-5/27，每週四 (共 13 週) 

美西 6pm-7:30pm，美中 8pm-9:30pm，美東 9pm-

10:30pm 

課程簡介：聖經是神的話，聖靈透過祂的話，改寫我們

的生命故事，本課程希望幫助學員如何獨立、正確地明

白聖經，並應用在實際生活中，產生生命的改變。課程

包括研讀二十段經文，從釋經到應用，書信、敍事、福

音書、比喻、律法書、先知書、詩篇、啟示文學；並分

組交流與互助，一共有十二個作業。 

教師簡介：林永健牧師  生於香港。美國曉士頓大學電

腦系畢業後，蒙神呼召到達拉斯神學院進修神學碩士。

82 年畢業後在曉士頓中國教會事奉。91 年獲得教牧學 

博士, 97 年被差到福遍植堂。成立福遍中國教會（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以栽培靈命, 福遍社區為

異象目標。林牧師最喜歡讀經與幫助別人讀經。 

教科書：TBA 

 

《關顧輔導科選修》 

兒童事工的神學、研究、與實踐 (3 學分) 

日期時間：4/16-18 ; 23-25( 美西時間：週五 7-10pm, 

週六 1-6pm, 週日 4-6pm),  以及 5/1 週六 1-4pm 

課程簡介：兒童期是雕塑一個人最關鍵的時期。只有當

我們了解這階段的重要性及特殊性時，兒童事工的價值

才有可能被充分發揮。本課程將以兒童靈命的成長為主

軸，從兒童事工的聖經基礎，及兒童發展的理論出發，

強調以家長參與為主, 教會為輔的兒工模式, 著重各年齡

http://www.les.edu/LTI
mailto:LTI@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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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實際教學及事工所面臨的挑戰，以整合性視角探討

如何建立教會的兒童事工。 

教師簡介：趙孝菁博士  洛杉磯大學加州分校(UCLA) 心

理學博士，Biola 大學 Talbot 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碩士，

資深兒童事工傳道人。 曾任 UCLA 心理系研究教授, 成

立團隊研發兒童多媒體教育軟體，作品 Stuart Little 

Learning Adventures (2002) 曾獲多項獎項。 

教科書： 

1.巴納著,黃玉琴譯, (2007)。《兒童大未來》台北：中

主。 

2.貝克威絲著，姜惠芳譯, (2011)。《躍~有創造力的兒

童事工》中主。 

3.李菲兒著，魏玉琴譯, (2005)。《創意教學 HIGH》中

主。 

4.密勒&史陶著，李知昂譯, (2008)。《最棒的 1 小時-

柳樹溪教會兒童事工指南》中主。 

5.洪蘭, (2015)。《大腦科學的教養常識: 父母應該把握

的幼兒發展關鍵》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門訓 (2 學分)   

日期時間：4/10-18 半密集班 

課程簡介：Kairos《把握時機》是擴張屬靈視野，轉化

基督徒生命，聚焦教會使命的宣教生命門訓。藉多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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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與神的使命計畫。結訓者可獲 Kairos 國際證書。 

導師簡介：正道神學院 Kairos 導師團隊 

教科書：Kairos《把握時機》讀本 (必購)  

詳細課訊請上網查看：www.les.edu/Kairos   

 

 

《TEE 系列課程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 
TEE 門訓體系由國際差會 SEAN International 開發，現

今以 70 多種語言在全球上百國家栽培無數有生命的主

門徒，孕育出有使命的教師、信徒領袖及宣教士。正道

培育中心與 TEE 中文事工統籌機構『天牧差傳』(TMCC, 

www.TEETMCC.org) 合作推動 TEE 系列課程，特別徵

召有宣教心志的學員，學成後可以在宣教工場繼續培育

有生命和使命的宣教門徒與小牧者。 

 TEE 摩西五經-第一冊  (2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2/26 週五 2pm-7pm、2/27 週六 9am-

7:30pm、2/28 週日 1:30pm-7pm (皆為美西時間)      

課程簡介：TEE 摩西五經共分兩冊學習，深入淺出陳明

彌賽亞主題，幫助學生以新/心眼光理解這些令人著迷

的舊約經典，以及神給祂子民的使命。第一冊以創世紀

為主軸，認識亞伯拉罕、他的家族，和彌賽亞。第二冊

從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的一致性，認識

摩西、律法和彌賽亞。2/5 截止報名，學員必須在開課

前完成讀本自習。 

 

TEE 基督生平師資班-第三冊  (1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 3/12 週五 4pm-7pm、3/13 週六 8:30am-

6:30pm、3/14 週日 1:30pm-6pm (皆為美西時間)   

限已完成第二冊的學員報名，1/31 截止報名，學員必須

在開課前完成讀本自習。 

 

TEE 保羅生平與書信-第一冊 (2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3/19週五1:00pm-7:30pm、3/20週六9am-

7:30pm、3/21 週日 1:30pm-8:30pm (皆為美西時間)       

課程簡介：本系列共分三冊，按照保羅三次旅行宣道的

過程，講述各階段旅程的相關事件，以及各卷書信所處

理的主要教義，並展述保羅如何裝備培訓門徒傳承使命。

第一冊：以使徒保羅的少年期到第一次宣教之旅為背景，

探討加拉太書主要教義，包括：保羅的使徒身份，因信

稱義，律法和恩典，救贖論，聖靈果子及應用，以及相

關教牧議題。2/28 截止報名，學員必須在開課前完成讀

本自習。 

TEE 教師簡介：李前明牧師『天牧差傳』總幹事, SEAN 

International 中文事工代表。李古芝華師母 『天牧差

傳』董事及教務主任， TEE 課程資深教師。李牧師夫婦

十數年來同心推動 TEE 中文事工不遺餘力，造就各地教

會與信徒無數。 

  

http://www.les.edu/LTI
mailto:LTI@les.edu
http://www.les.edu/Kairos
http://www.teetm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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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網路課程 e-Campus】 

每門課由 e-Mentor 指導學習，註冊達 5 人以上就開課，

每門課另收網路行政費 30 元。本季分兩期開課，第一

期 1/11 開始上線。第二期 4/12 開始上線。  

【第一期課程 1/11 上線】 

《關顧輔導科必修》《信徒事奉科必選》 

e-全人醫治 (2 學分)   

日期時間: 1/11-3/6 ，共 8 週 

課程簡介：劉富理牧師 教導聖經中全人醫治的真理，帶

你從人與神關係的修復調整，經歷主愛的醫治。。 

教科書：1. 劉富理，『主啊！我要痊癒』。天道，

2011 年。2. 柯瑞福,『深度創傷，深度醫治』（上下冊）

鄧嘉宛譯。以琳 1997。3. 大衛‧席蒙得,『傷癒』, 王環

苓譯。中國學園傳道會，1988。4. 莉安•佩恩著『整全

的醫治』, 雅歌，2007。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 

e-舊約神學與信息 (4 學分) 

日期時間: 1/11-4/3，共 12 週 

課程簡介：蔡玉玲教授 教導舊約重要神學與信息，加深

你對神國度計畫的了解和對信仰的委身。 

教科書：1. T. Longman III, and R. B. Dill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6. 中文版—狄拉德、朗

文，《21世紀舊約導論—全新增訂版》，台北：校園，

2012 。  2. Walton, John H. Chronological and 

Background Charts of the Old Testament. Revised 

and Expand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4. 中

文版—華爾頓，《舊約背景與年代表：修訂及擴大版》，

台北：華神，1998。 

 

《關顧輔導科選修》 

e-原生家庭 (2 學分) 

日期時間: 1/11-3/6 ，共 8 週 

課程簡介：林國亮牧師 教導在基督信仰、社會文化和大

時代的情境裡，針對個人所從出的原生家庭作有系統地

探討，是自我認識、成長與改變必不可少的途徑。教科

書：林國亮(2004)，家庭樹．生命樹— 原生家庭探討，

台北：雅歌。 

 

《關顧輔導科選修》 

e-協談輔導-IV 課程 (2 學分) 

日期時間：1/11-3/6 ，共 8 週 

課程簡介：傅立德牧師 教導危機處理的原則，操練解決

人際衝突的應對技巧，如何運用聖經的智慧和原則處理

問題，進而建構相互幫助的橋樑。 

學員手冊：必購 

 

《信徒事奉科選修》 

e-異端與極端 (2 學分) 

日期時間：1/11-3/6， 共 8 週 

課程簡介：王炳欽牧師 從歷史神學的角度帶你探究異端

和極端教派的教義本質問題，兼談天主教所處的位置。 

教科書：1.沈介山，《偏差溯源》。台北：中華福音神

學院，1995 年。2.蘇穎智，《異端辨惑》。香港：天道

書樓，2004 年。 

 

 

【第二期課程 4/12 上線】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或必選》 

e-自我認識與成長 (3 學分)  

日期時間：4/12-6/19，共 10 週 

課程簡介：劉王仁美博士 教導認識自己的個性及恩賜，

設定正確人生目標，實現神在個人生命中的計畫和旨意。 

教科書：(任選一本)1. 克勞德、湯森德。《成長神學》，

劉如菁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2004。2. 華理克。

《標竿人生─建立目的導向的人生》。賓州：基督使者

學會，2003。3. 鮑伯‧班福德。《人生下半場》。楊曼

如譯。台北：雅歌出版社，2001。4. 傑瑞‧懷特。《藍

圖在握：活出基督的主權》。台北：校園書房，1996。

5. 黃孝亮。《作基督的管家》。台北：校園書房，校園

書房，1996。 

 

http://www.les.edu/LTI
mailto:LTI@les.edu


  
   
 
  

                                                2021 春季 1- 4 月 全網路課程 
         www.les.edu/LTI   LTI@les.edu 

5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 

e-神學精華 (4 學分) 

日期時間：4/12-7/3 ，共 12 週 

課程簡介：陳愛光與雷雪倫 兩位教授 教導基督教系統

神學的主要課題，建立學員正確的神學根基，活出真實

有見證的信仰人生。 

教科書：1.楊慶球。《會遇系統神學》。中國神學研究

院出版，天道書樓代理。2.陶恕著，薛玉光譯。《認識

至聖者》。香港：播道會，1988。3.巴刻著。《認識神》 

(Knowing God) 。尹妙珍譯。香港：福音證主，2003。

4.米爾恩（Bruce Milne）。《認識基督教教義》。台

北：校園書房，1992。5.巴刻（J. K. Packer）。《簡明

神學：傳統基督教信仰指南》。台北：更新傳道會，

1999。6.陳若愚。《基督、聖靈與救贖：基督教要義導

覽》。香港：基道，2010。7.陳若愚。《教會、使命與

聖禮：基督教要義導覽》。香港：基道，2018。 

 

《關顧輔導科選修》 

e-FOCCUS 輔開思 (1 學分) 

日期時間：4/19-5/8 ，共 3 週 

課程簡介：林國亮牧師 教導如何使用 FOCCUS 問卷幫

助受輔者為未來婚姻作準備。完成本項訓練者可獲得國

際認證之 FOCCUS 婚前協談導引員證書。請一律上網

註冊 www.les.edu/foccus   

教科書：第四版「輔開思」導引員手冊 (必購) 

 

《關顧輔導科選修》 

e-聖經與輔導 (2 學分) 

日期時間：4/12-6/5 ，共 8 週 

課程簡介：吳子良老師 帶你認識合乎聖經原則的輔導和

助人技巧。透過個案分析，引導學生嘗試實踐應用。 

教科書：《教牧諮商 — 改變生命的助人模式》， 張宰

金 著。華神。2005。 

 

 

 

 

 

《信徒事奉科必選》 

e-教會教育事工 (2 學分)  

日期時間：4/12-6/19 ，共 10 週 

課程簡介：彭怡珍老師 幫助有心更新提升屬靈教導果效

的服事者，學習運用創新突破的教學法參與建造弟兄姊

妹的信仰根基。 

教科書：1.蘇文隆，林淑美編，《21 世紀的基督徒教

育》。基督使者協會，2018。2.黃慶雲編著，《聖經教

學實用手冊》。中國主日學協會，2013。 3. 史坦•陀勒

著，王琪譯，《教出影響力》。主日學協會，2013。 4.

吳蘭玉，《動力小組面面觀》。新神，2006。5.高炘，

《基督教教育概論》。台北：華神，2002。 

 

《信徒事奉科& 跨文化事奉科必修》 

e-關係佈道 (2 學分) 

日期時間：4/12-6/5 ，共 8 週 

課程簡介：黃文雄長老 等教導如何培養個人談道基礎，

向民間宗教信徒傳福音的訣竅，以及決志信主後的跟進

造就等，領受大使命和愛人靈魂的心，在教會和職場中

積極傳福音帶人信主。 

教科書：黃文雄（1993）。 有愛才有羊。洛杉磯 : 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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