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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輔導科選修》    

人的成長與發展 (3 學分) 
日期時間：美西時間 8/7-8, 8/28-29, 10/2-3 週六 10am-

5pm、週日 1pm-4pm；8/28 週六 1pm-7pm (共 3 週末)，

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任務與功課。本課程

將檢視不同年齡層（幼童，青少年，成年，中年，與老年

時期）的身體、 心理、社交和靈性的變化與發展。了解每

個階段的特徵將有助於我們整合自己過去的歷程，更有效

地服事不同年齡層的需要，並獲得對各階段更深的洞察力

與預備。課程將涵蓋：性格理論，發展里程碑和任務，以

及探討信仰、家庭、社會化對人一生發展的影響。 

教師簡介：林慈敏博士 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博士畢業，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臨床博士後研究。持加州心理學專

家執照，提供心理諮商門診（部分時間）。現任正道福音神

學院副教授，教授危機協談、心理病理學概論、人的成長與

發展、婦女協談、教牧協談、協談法進階等課程。主要研究

領域包括憂鬱症與其它心理疾病、亞裔文化認同與心理健康、

單身基督徒的心理等。經常受邀主講精神問題與情緒管理相

關講座。 
 
《職場 GPS 必修》 

第一與唯一  (2 學分) 

日期時間：8 月 10 日-10 月 26 日每週二 (共 12 週) 

美西 5pm-7pm，美中 7pm-9pm，美東 8pm-10pm，其

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你希望活出 「生活即信仰, 工作即宣教」的人

生嗎? 首先你要在生活及生命的「定義時刻」，也就是人

生的轉捩點，做對「第一」與「唯一」的選擇，在與神的

互動中找到世界上的「命定」, 以及神國度中的「使命」。 

教師簡介：孔毅老師 是敬虔的基督徒企業家，被稱為「i 

RAM 之父」，「手機中文化之父」。經典著作包括《贏在扭

轉力》、《第一與唯一》、《雙職事奉：扭轉歷史的 16 位聖

經人物》。 
 
《基督信仰研習科選修》 

聖經考古學與摩西五經 (2 學分) 
日期時間：8 月 20-22 日 週末密集班 

美西 週五 5pm-8pm， 週六 7am-4pm，週日 12pm-4pm 

美中 週五 7pm-10pm，週六 9am-6pm，週日 2pm-6pm

美東 週五 8pm-11pm，週六 10am-7pm，週日 3pm-7pm

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聖經考古學至今已有差不多二百年的發展，當中

取得許多的成就，在美索不大米亞，埃及和以色列巴勒斯坦

等地，出土的文物和資料多得不可勝數。今天，聖經考古學

已是理解聖經不可缺少的工具，確認了聖經歷史一些人物和

事跡，使我們對聖經的詮釋更完備，更幫助認識聖經背後的

世界，從而更全面的掌握聖經的信息。這門課程將介紹聖經

考古學的基本概念和原則，分析近代關於聖經和考古之間的

爭議，也藉著聖經考古的各種發現，認識創世記到申命記背

後的世界。在舊約聖經歷史裡面，這是族長—出埃及—曠野

漂流的時期，相當於聖經考古學的青銅時代中期（Middle 

Bronze Age；公元前 2000-1550 年）到青銅時代後期

（Late Bronze Age；公元前 1550-1200 年）。在這課程中，

我們將：1.了解聖經考古學的概念，發展，原則與各方面的

爭議 2. 認識摩西五經的近東背景（宇宙觀、政局、地理，文

化等等）3.掌握關於摩西五經的考古資料，進而幫助詮釋和

教導聖經”教師簡介：陳崇基牧師 於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取

得道學碩士，和美國惠頓學院取得聖經考古學碩士。在過

去十多年，致力於聖經考古學的研究工作，並連繫以色列

—巴勒斯坦地的各項聖經考古發現連結於聖經詮釋之上。

陳牧師曾在聖經考古網誌和聖經考古網台分享心得，也有

多年帶領聖地學習團的經驗。他現居美國芝加哥，為城滙

社區教會牧師。 

 
《關顧輔導科選修》 

靈性陪伴 (2 學分) 

日期時間：9 月 9 日-10 月 28 日每週四 (共 8 週) 

美 西 6:30pm-9pm， 美 中 8:30pm-11pm， 美 東 

9:30pm-12a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本課程將介紹靈性陪伴的基本概念和技巧，幫

助學員在教會裏提供靈性陪伴的事奉，鼓勵弟兄姊妹創造

靈性的空間，讓每一位內心渴望更深入遇見耶穌的人，都

有一個這樣被陪伴的空間，也讓每一位在生命片段中找尋

更真實地屬靈意義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個被關注和引導的

機會。 

教師簡介：彭怡珍教授 畢業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心理學學

士，正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百歐拉大學塔伯爾神學院教育

博士。曾參與宣教、教會牧養、福音機構的服事，現任教

於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授教育研究和靈修課程。喜歡

在心理學，神學，教育，靈修學領域之間探索。著有：

《靈性操練入門：從心跟隨耶穌－馬可福音靈修信息》、

YouTube 頻道「華時珍的心靈咖啡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xFFgVA6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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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事奉科選修》《跨文化事奉科選修》 

教會與社會公義：從馬丁路德金與葛培理談起 (2 學

分)*粵語授課  
日期時間：9 月 22 日-11 月 10 日 每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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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該如何面對伸張社會公義的社會運動？早在

半世紀前美國教會就曾出現對此課題的大論爭。馬丁路德金

及葛培理，都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教會最具影響力

的領袖。以馬丁路德金為首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協會，推動民

權社會運動，代表著黑人教會的傳統。葛培理及《今日基督

教》推動福音派運動，擺脫基要主義的桎梏，佈道傳福音及

社會關懷兼顧，但對民權運動的手段頗多激烈批評。本課程

介紹這兩個教會領袖的論爭，從本來的惺惺相惜，到分歧加

烈，到最終一致。當日這個美國教會論爭，今天還在華人教

會存在；我們要探討如何珍惜這個前車之鑑，免致重蹈覆轍。 

教師簡介：羅秉祥教授 著名倫理學家，曾任香港浸會大學

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文學院副院長。現任正道神學院駐院學者（Scholar in 

Residence）著作與編著包括：《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

學縱橫談》（11 刷）、《生死男女：選擇你的價值取向》、

《自由社會的道德底線》、《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

的對話與交鋒》、《教會異見生還者：路德改教 30 問》、

《耶儒對談：問題在哪裡？》、《生命倫理學的中國哲學

思考》等著作。 

 

《基督信仰研習科選修》 

創世記中的彌賽亞 (2 學分)*粵語授課 

日期時間：9 月 28 日-11 月 23 日 每週二 (11/16 休息) 

美 西 5:30pm-8pm， 美 中 7:30pm-10pm， 美 東 

8:30pm-11p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創世記》是一本要小心閱讀的書，因為它是一本

根基性的書（根基性是針對五經及全本舊約聖經而言）。如果

正確研讀，它將使讀者走上正確的道路：去理解五經及整個舊

約的主題及信息，但隨著聖經批評的興起，《創》的作者之原

意並未被解讀。 究竟作者的原意是甚麼？是否單為記載神的

創造、並記述幾位被選上的人物而己？《創世記》的主題與彌

賽亞的預言怎樣連上關係？本課程將以文本進路的方法，並以

彌賽亞預言為主線，來研讀《創世記》。 

教師簡介：陳錦友牧師生長於香港，在美國就讀大學，並於

大學時蒙召。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先後獲得道學碩士、神學

碩士，及舊約哲學博士。博士論文以研究麥基洗德經文為主。

陳牧師有近 20 年牧會經驗，曾任華人神學院副教授，寫作

方面包括創世記，民數記及詩篇的註釋。 

 

《一般選修》     

基督信仰的寶藏：信經與信條 (2 學分) 
日期時間：10 月 4 日-11 月 29 日 每週一 (11/1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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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時區報

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信經」這個字拉丁原文就是「我信」。早期

教會的「信經」和之後更正教宗派的「信條」都是教會根

據聖經整理出來的信仰摘要，也是提供信徒認識基督信仰

的珍貴寶藏。本課程將帶領大家認識基督教三大信經（使

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墩信經）、信義宗和改革宗信

條的歷史背景以及主要內容。藉著挖掘這些寶藏來全面地

認識基督信仰，幫助現代的信徒持守正確的福音，行事為

人與蒙召的恩相稱。 

教師簡介：官明正老師 美國正道神學院神學碩士，富勒神

學院聖經與神學研究碩士。目前在幾個海外的華人神學院

教導系統神學方面的課程。 

 
《信徒事奉科必選》《職場 GPS 必選》 

從人力資源看牧養與門訓 (2 學分) 

日期時間：10 月 14 日-12 月 9 日 每週四 (11/25 休息 共

8 週)美西時間 6:30pm-9pm，美中 8:30pm-11pm，美東 

9:30pm-12a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缺乏領導力的會議，經常是：會而不議、議而

不決、決而不行、行而無果。缺乏接地氣的牧養，常使門

徒訓練變成知識型的『悶頭』訓練。本課程將用人力資源

管理的角度，去看教會的牧養與領導。這需要一個異象和

使命，一個實用性的課程規劃，一個事奉的平台和團隊，

一個補給和養護的後盾。簡言之：走對路，找對人，上對

車，心對齊，泰山移。 

教師簡介：黃雲英師母 畢業於美國加州海外神學院，曾在

北美牧會，並在非洲跨文化宣教十年，任教當地神學院，

培育非洲牧者及牧養肯亞人教會。現任非洲內地會的宣教

動員者，致力於宣教士的養成與輔導。她曾擔任科技業的

人力資源主管，負責人才招募、培訓、考核、晉升，幫助

員工做職涯規劃，培育公司成長拓展所需的各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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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GPS 必修》《信徒事奉科必選》 

贏得職場-基督徒領袖的事奉新觀 (2 學分) 
日期時間：10/15-17, 10/22-24 雙週末密集班 

美西時間週五 6pm-9pm, 週六 2pm-6pm, 週日 2pm-5pm   

課程簡介：後疫情新常態最大的特點就是變，無論職場

或教會，所面對的處境不再是絕對/肯定/不變，而更

多是相對/過渡/彈性…。本課程特為渴望突破專業和恃

奉瓶頸的職場人和傳道人預備，從異象使命切入領袖

觀，從現實挑戰檢視品格塑造，從耶穌生平學習影響

力，從團隊事奉談管領「人」「心」，從迷途領袖審

視隱密不察覺的試探…生動的實例探討，接地氣的經

驗與策略，幫助職場基督徒在職場活出榮耀神的見證，

也幫助教牧人員更有智慧牧養職場信徒，幫助他們在職

場發揮影響力。 

教師簡介：朱正中長老 曾任可口可樂中國區市場部副總

裁及三家外企 CEO 与 COO。曾獲上海市市長白玉蘭獎。

曾任數家上市公司董事及顧問，有十多年為中國企業提

供諮詢、輔導、培訓的經驗。曾任美國華人創業協會會

長、神州華傳董事。目前擔任國際華人創業協會主席，

正道福音神學院董事，基督使者協會董事；並在加州聖

地牙哥主恩堂服事職場年輕人。經常應邀在各地主講職

場與信仰，職業規劃、領導力、情商、衝突管理等專題

講座。 

《基督信仰研習科選修》 

新約引用舊約 (2 學分) 
日期時間：11/11-14 日 週末密集班 

美西週四週五 5pm-8pm，週六 8am-3pm，週日 12pm-4pm 

美中週四週五 7pm-10pm，週六 10am-5pm，週日 2pm-6pm 

美東週四週五 8pm-11pm，週六 11am-6pm，週日 3pm-7pm 

課程簡介：基督徒不僅要讀聖經，而且要讀「對」。對新

約聖經作者來說，他們的「聖經」是舊約。何謂新約「讀

對」舊約？又是如何「讀對」呢？從新約作者的引經據典，

我們來探討初世紀的基督徒怎麼看待「聖經」（其來源和

權威），且如何按耶穌基督的事件來解讀舊約經文。這類

課題幫助我們掌握新約「讀對」 舊約的方法，並且重複使

用在我們今日讀新舊兩約聖經上。 

教師簡介：曾思機牧師 密蘇里州中西浸信會神學院新約研

究哲學博士，現任北美正道福音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暨芝

加哥校區主任。馬來西亞華僑，曾在美中擔任飛機設計工

程師和牧會，來芝城前在台灣正道服事。研究範圍包括新

約，釋經學，語言學。 

《一般選修》     

《TEE 延伸神學教育課程》 
TEE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由 SEAN 

International 開發，目前以 70 多種語言在上百國家的教會

栽培有生命的主門徒，有使命的信徒領袖及宣教士。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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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簡介：李前明牧師 SEAN International 中文事工

代表，TMCC 天牧差傳(TEE Mover for Chinese Church)

總幹事。李古芝華師母 天牧差傳董事及教務主任，李牧師

夫婦十數年來推動 TEE 中文事工不遺餘力，造就各地教會

與無數信徒。TEE 週間新班由正道 TEE 教師團執教。 

 TEE 保羅生平與書信-第三冊 (1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9月3-5日 美西 週六8am-6:30pm, 週日 1pm-

8:30pm，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課程簡介：本系列分三冊講述保羅三次旅行宣道的過程，

各階段旅程的相關事件，以及各卷書信所處理的主要教義。

第三冊包括保羅第三次宣教之旅直到他被囚殉道，以及這

期間的書信：弗、西、門、林前後、羅等的重要神學教義。

8/20 截止報名，沒有上過第一冊的學員也可報名。學員必

須在開課前完成讀本自習。 

 TEE 基督生平週末密集班-第五冊  (1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 9 月 10-12 日 

美 西 週 五 4pm-7pm, 週 六 8:30am-6:30pm, 週 日

1:30pm-6pm, 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限已完成第四冊的學員報名，8/10 截止報名。 

 TEE 基督生平週末密集班-第六冊  (1 學分)   限時報名！        

日期時間： 12 月 10-12 日 

美 西 週 五 4pm-7pm, 週 六 8:30am-6:30pm, 週 日

1:30pm-6pm, 其他時區報名者請自行換算時間。  

限已完成第五冊的學員報名，11/10 截止報名。 

 TEE 基督生平週間班–第三冊 – 聲望期 (1 學分)       

日期時間：9/1-11/3 每週三 (共 10 週) 美西時間

5:30pm-7pm ，學員必須按每週進度在課前完成讀本自

習。8/28 截止報名，限完成第二冊的學員報名。 

 TEE 基督生平週間班–第四冊 – 受難期(上)  (1 學分)       

日期時間：11/17-1/20 每週三 (共 10 週) 美西時間

5:30pm-7pm ，學員必須按每週進度在課前完成讀本自

習。11/15 截止報名，限完成第三冊的學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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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mpus  非同步網路課程》 
由 e-Mentor 指導學習，學員可自主安排上線學習時間。 

本季課程 7/12 開始上線，每門課另收網路行政費 30 元。

每門課註冊人數滿 5 人以上開課。 

 

《信徒事奉科必修》 

e- 教會歷史總論 (3 學分)   
日期時間：10/11-12/11 共 9 週 

課程簡介：柯立天牧師在本課程帶領學員走過兩千年教會

的成長擴展路徑，在外在阻力迫害，內部異端衝擊下，一

波波屬靈復興為歷代教會注入新活力，每一段歷史故事都

彰顯神的作為。促使教會從初代的耶路撒冷，至今遍及全

地。學員也將認識代表性的人物，如玻旅甲、奧古斯丁、

馬丁路德；代表性的事件如十字軍東征的起因，福音派的

由來等等。 

 

《LTI 所有證書科必選》 

e-實用釋經法 (3 學分) 

日期時間：10/11/2021-1/8/2022 共 13 週 

課程簡介：林永健牧師指導學員操練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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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事奉科必選》《跨文化事奉科必修》 

e-世界宗教綜覽 (3 學分) 
日期時間：10/11-12/18 共 10 週 

課程簡介：福音事工，是基督教信仰與其他世界觀的交鋒。

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福音朋友的宗教信仰有基本

認識，並給予適當的回應。本課程第一部份由張易知牧師

帶你綜覽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第二部份由

王慶元長老帶你進深「認識伊斯蘭世界」。 

 

 

 

 

 

 

 

 

《LTI 所有證書科必修或必選》 

e-靈命造就  ( (2 學分) 
日期時間：10/11-12/4 共 8 週 

課程簡介：劉富理牧師帶領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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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教會同工一起來裝備，造就個人，改變團隊，！(課前要

求：請好好禱告預備心。) 

 

《一般選修》     

e-出埃及記研讀  (2 學分) 

日期時間：10/11-12/4 共 8 週 

課程簡介：出埃及記為摩西五經中的第二卷書，是以色列

民族歷史的開始，也是神百姓救贖歷史的根基。謝挺教授

在這門課將從文學、神學和正典帶領學生一起研讀出埃及

記。重點放在書中的三大部分：拯救，律法，和會幕。同

學從中會對神的啟示和同在有更深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