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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聖第一屆畢業典禮
北聖在11月7日晚上於基督之家

感

第五家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典

謝主，今天是北聖神學院的第一屆的畢業典禮。

禮以實體及zoom同時進行。共

這是十分重要的日子。在此首先祝賀阮雄院長，

有21位學生獲得學位及文憑。我

學院的眾董事與教授團，以及所有的畢業生。

們為了神感動這麼多的人有心於

人很容易有慣性思維，習慣從自己的

神學教育事工，向神獻上感謝，

角度去看問題，通常不健康或比較膚淺。

也為典禮的圓滿成功讚美主。

若不刻意調整，將會一輩子影響我們的事
奉。有一句話說：「初念淺，轉念深。」

2. 北聖圖書室啟用

初步的思考膚淺，但換個角度思考，特別

北聖圖書室位於基督之家第五家

是從聖經的角度思考，會比較深入。這是

A樓A9，目前已經有約5000本藏

「轉念思考」(paradigm shift) 的功能。

書，正積極分類整理中，計劃在

約書亞記5:13-15記載，約書亞面對進入

2022年啟用。

3. 劉志信牧師接任院長
劉志信牧師自2018年北聖建校開
始即以顧問與專任老師的身份參

應許地的第一關：攻佔耶利哥城。同時又
5賴牧師在北
聖畢業典禮
中證道

是最後一關，可稱它為臨門一腳。今天我

在各位畢業生接受差派的時候，希望作出兩項的提醒：

與北聖神學院的策劃與教導。經
過董事會決議，特聘請劉牧師自

一、先不問神是否站在我方，乃問我是否站在
神的那方（書5:13-14a）

2022年起接任院長職務，原院長
阮雄長老由董事會聘為榮譽院長

約書亞忽然看見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約書亞

問：「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兼任學院董事會主席。求主保守
阮長老與劉牧師的事奉！

4. 2022年展望
北聖神學院將在2022年申請亞洲
神學協會（ATA）的認證，與開
辦教牧學博士課程。

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幫助」或是「不幫助」。約

書亞是軍隊的元帥，他沒有想到有其他的可能性。太多
時候我們的思考受原先的文化、傳統、歷史與習慣所影
響。

誰知那人回答說：「不是的！」原意：「都不是！」

他既不是友，也不是敵，那他到底是誰？這人接著說，

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是耶和華軍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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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元帥，當聽見這樣的回答，他始料不及，因為
一直以來，他都是以直線思考，沒有轉念。

不少人在信主之後，都會認為耶穌是要來幫助我

的，讓我事事順利、樣樣充足。甚至連教會領袖都
持有這樣的觀念，受世界影響太深，令人憂心。這
是用個人慾望來事奉神，因為自我太強，以致事事
都要求照我的心意與方法去做。

二、先不論事奉的策略，乃求順服的心志(
書5:14b-15)
約書亞沒有爭辯，在明白祂的意思之後，就二話

不說，立刻俯伏在地敬拜。約書亞這時問了第二個
問題：「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順服是甚麼？就是當聖經提醒我要做某事時，

我會立刻去做，不再需要被提醒。約書亞就照著去
行。最後他不費一槍一彈，不費一兵一卒，就攻陷
了堅固的耶利哥城。

第一個問題是在未明白對方的身份的時候問的（

有關對象與信念）。第二個問題是知道對方的身份
之後，就放下身段，絕對順服，再沒有任何問題了

所以，作為主的工人要經常問自己這二個問題：
1. 事奉的「對象」：「我知道我所事奉的對象是誰
嗎？是我自己？還是神？我的神學清晰、我的解

（有關應用與實行）。

掃羅在大馬色路上看見主的顯現時同樣發出兩個

類似的問題：「主啊，你是誰？」（徒22:8）「主

經準確嗎？」

2. 事奉的「主權」：「到底誰是我生命的元帥？我
對主能稱得上是絶對的順服嗎？」你願意將你人

阿，我當作甚麼？」（徒22:10）

生遙控器的主控權交在主的手裡嗎？

接著使者吩咐約書亞要脫鞋（15）。為甚麼不

先談策略，要先脫鞋呢？脫鞋有甚麼特別用意？「
脫鞋」可以有兩方面的意思：「除去污穢、分別為
聖」與「放下權利、主權移交」。

我祈盼今日所有的畢業同學們，都注意解決心態

上的迷思，順服主，作服事人的僕人領袖。

北聖師資團隊與董事會
北聖神學院 教授團
專任教授
阮雄長老

劉志信牧師/博士

莊祖鯤牧師/博士 傅立德牧師/博士

特約教授

蔡金玲博士

客座教授

黃子嘉牧師/博士

劉仁欽牧師/博士 蘇文隆牧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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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聖神學院 董事會
卓爾君牧師/博士
王守仁牧師/博士
劉少銘牧師/博士

趙武夷長老
丁尚老師

陳效軍牧師/博士

主席：阮雄 (Jack Yuan)

秘書：趙武夷 (Joe Zhao）

財務：王向紅 (Roger Wang)
董事：
關國瑞 (Stephen Kwan) 卓爾君 (Bill Cho)
劉志信 (Frank Liu)
張仕儒 (Jim Chang)
王景仁 (James Wang)
葉偉明 (Weiming Ye)
滕永光 (Yongguang Teng)

院長訓勉

今

美好的生命事奉

院長 阮雄長老

天的畢業典禮，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
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118:24）!五年前我們

申請辦神學院有一個異象，就是要為神國預備教會
的同工、帶職事奉的同工和宣教士。自從2019年3

月開學以來，到如今快三年了，各位同學是第一屆
的畢業生，是北聖初熟的果子，是要獻給神的！但
願每一位同學都是上好的果子、蒙神悅納和使用。
我們接受裝備是為了事奉神，事奉是生命自然的

流露，而生命是事奉的基礎。使徒行傳有七位管理
飯食的同工，對當時的教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們

迫的時候逃離開耶路撒冷，隨走隨傳，直到了撒馬

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 (good reputa-

門也信了主，彼得和約翰也前往那裡去肯定和印證

雖然不是使徒，但是他們都有一種生命的特色，就
tion, full of Holy Spirit and full of wisdom) 。

利亞。他在那裡宣講基督大有果效，連行邪術的西
腓利的福音事工。然而，當神的使者呼叫他往加薩

「有好名聲」就是在家庭、工作、教會內、外和

的曠野去，他立刻順服，斷然地離開熟悉的環境，

靈」就是他們常常順從聖靈的引導，有結出聖靈果

的太監，聖靈要他貼近那車，向太監傳福音，他立

關係！「滿有智慧」就是待人處事、有正確的判斷

然後腓利被提帶到亞鎖都，他走遍那地的各城，

在人際的關係上，被公認有美好的見證！「滿有聖

去到未知的曠野路上。在曠野，他遇上了埃提阿伯

子的生命、為主見証有能力，這就是與神有美好的

刻跑去，並且帶了太監信主，為他施洗。

與行動，這就是處理事情有智慧和能力。他們在對

繼續宣講福音。30年之後，保羅到了該撒利亞，曾

這也是我們事奉神的人應當有的生命特質。這七位

的女先知，並且，他被冠上一個美名，就是「傳福

神、對人，對事都有這三種美好成熟的生命特質，
被按手設立之後，果然教會在神的道上興旺起來，
門徒的數目增加甚多 (徒6:7)。

住在他的家。這時候腓利有四個女皃，都是說預言
音的腓利」。

司提反是因為見証主而為主殉道。腓利卻是馬不

這七位管理飯食的同工之中，司提反和腓利最為

停蹄，在各地為主傳揚福音。他們都是我們事奉的

者，他的事奉生命雖然很短，卻留下一篇講很重要

己選的，可能有人有幸成為司提反，或是傳福音的

出色。司提反為了見證主，成為教會的第一位殉道
的信息：神呼召亞伯拉罕到應許之地，又呼召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史，引証摩西所預言的那
一位先知就是主耶穌，是被他們出賣和殺害的義者

(徒7章)。第二位出色的是腓利，他在教會受到大逼

好榜樣。你們想做司提反還是腓利？這條路不是自
腓利，但神的帶領會是最好的。但願主塑造我們的
生命：有好名聲，滿有聖靈，滿有智慧。願我們把
生命獻給神，被祂使用，完成祂在我們生命上的旨
意，一生榮神益人，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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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牧養教導異象

候任院長 劉志信牧師/博士

裝備神國工人、前往禾場收割。
宣教牧養教導、遵行基督使命。

感

謝神的恩典，並謝謝院長阮雄長老的邀
請與與董事會、老師和同工的接納。我

和師母經過禱告後，很榮幸的接任北聖神學院
的事奉。我特別謝謝我師母支持。我接任的原
因之一是，北聖神學院明年將申請亞洲神學協
會（ATA）的認證，與開辦教牧學博士課程。
這二方面我有些經驗。

督之家第五家的成人聚會人數從疫情前實體的

800-900人，增加至實體/網上混合聚會人數近
1,500人，若有些條線上有一人以上參加，人

數比二倍還多。北聖神學院正式生也從疫情前
少於20位，因為開始網上教學，烏克蘭，亞

洲、台灣、新加波與泰國學生的加入，最近在
網上4位牧長面試了40位新生，正式生增長至
70位，增長了3倍半多。北聖神學院不但適應

了新冠新常態，更有很多的突破，為神大大的
使用。

亞協認證最注重的是，老師，學生，董事們

與支持者是否知道神學院的異象。北聖的異象
是，「裝備神國工人、前往禾場收割。宣教牧
養教導、遵行基督使命。」

有幾次北聖同工開會的時候，都討論是否增

加學費，阮長老總是說，多「裝備神國工人」
從2018年開始，我以顧問與專任老師的身份

參與北聖神學院的策劃與教導。北聖神學院的
核心團隊非常的同心合意與高效率，這是從基
督之家第五家同心合意的領導團隊延續下來。
我能與北聖同工們一起事奉非常的感恩，也非
常的愉快。特別是Vicky姐妹與丁尚老師，我

們常常一起處理很多的工作細節。北聖的老師
教導純正，有為父之心。學生也都非常的優
秀。大家在一起如同一家人。

過去一年八個月的疫情中，教會很長一段

時間不能實體聚會，神學院不能實體上課。原
來以為事工都會停頓了，但看到神的恩典。基
4

是北聖的異象，不要加學費。除了聖經以外，
北聖非常注重「宣教、牧養、教導」的實用課
程。學生畢業後可以在教會與宣教工場事奉。
北聖今年畢業生都很優秀，基督五家希望他們
都留在教會服事。但為了神國度的擴展，也鼓
勵他們其他的工場事奉。

若還是記不清楚異象，有一個更容易的記

法，北聖裝備出來的學生，「站著能講道、坐
在能教導、跪著能禱告、走出去能宣教」 。
願神賜福給北聖學院，再次恭喜今天畢業

的同學。謝謝為今天畢業典禮擺上的每一位同
工，神紀念你們的辛勞。

主必成就祂的工

專業化的團隊事奉

資訊時代的挑戰

北

子。感謝神在過去將近三年豐富

今

現代人獲取各種的資訊並非難事，

感

上，我們有二十一位同學畢業，

困難的是在於如何處理龐大的資

訊，萃取精華，並且可以為己所用

位於地球彼端的畢業生與學生也能
同聚一堂，讓人不禁讚嘆神奇妙的

趙武夷 長老

聖的第一屆畢業典禮是一
個值得感恩與紀念的日

的帶領，各位老師同工的辛勤擺
除了少數已經在教會全職事奉傳
道人，絕大多
少人是在職場
工作的弟兄姊
妹，有好幾位
還是夫妻一起
修讀。若不是

主的感召，是無法如此付代價來
裝備造就的，為這些弟兄姊妹感
謝主。

北聖以聖經與神學為基礎，配

合實用的實踐神學課程藉此幫助
同學們學用結合，很快在小組、
團契、教會中更好的參與事奉。
雖然許多同學已經結束了課程的
學習，但是在事奉中應用所學的
知識才剛剛開始，與弟兄姊妹之
間建立牧養的關係也才剛剛開

始。我們不要忘記一個教導者也
應該像主耶穌一樣是一位牧者，
與自己所帶領的門徒生活在一

起。我對北聖的畢業生的鼓勵是
進入到小組中去，那是最好的學
習工場，那不但是一個生命影響
生命的地方，也是操練我們自己
生命成長的地方。願那愛你們，
呼召你們的救主耶穌必定在你們
身上成就祂的工！

卓爾君 牧師

日的世界是一個專業化的社
會。由於網路科技的進步，

以至於成爲「專業」。

今日牧者必須面對快速變化的世

界趨勢、多元文化的衝擊、還包括
了當神學教育普及化，自我裝備的
提升以及對各種來自會衆信仰反思
的挑戰。光靠一位牧者絕對無法應
付這些種種的挑戰。

葛培理時代的「一手聖經、一手

報紙」的策略已經跟不上訊息如此
快速發射的時代，所以「專業化」
與「團隊事奉」就成爲今日教會牧
養的關鍵。事實上，這也是符合聖
經當中，保羅對教會的描述。（林

前12:27-30，弗4:11-13）。而對神
學院而言，培養
專業化並能團隊
配搭的新一代牧
者，就成爲重要
的方向，我們期

丁尚 老師

謝主，北聖的第一屆畢業
典禮已經圓滿舉行，我們

看到這次的典禮透過電腦網路，讓

作為。由於疫情的影響及資訊科技
的發展，過去只
有企業高管才熟
悉的電腦視訊會
議，現在連小學
生都駕輕就熟。
近幾年各種新媒
體日新月異，令

人目不暇給。從行動設備的廣泛使

用，到電子貨幣及無接觸付款 (或稱
行動支付) 等，資訊時代的潮流也正
大舉改變我們的消費及生活模式。
信徒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挑戰呢？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互聯網

傳播福音大力宣導者。他認為，為
加快未來福音化的發展，教會有責
任把網路變成傳福音、促進世界和
平和健康發展的工具。

其實電腦科技的效能遠超過網

望北聖的學生未

路的需求，教會有許多事工也都可

于忙碌事奉的「一脚踢」牧者，而

成，北聖將適時推出實用的電腦課

來不是一個沉陷

是一位肯定神的呼召、清楚所得聖
靈的恩賜、熱愛主、熱愛靈魂，並
有屬靈的嗅覺，知道如何在這急劇
更新的文化潮流裏，建立屬靈專業
牧養團隊以因應變化的牧者。

以透過新科技而更加有效便捷地完
程以幫助學生使用新的工具來面對
時代的變動，讓有心志使用資訊科
技傳福音的信徒靠著神話語、藉著
媒體與科技傳福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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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姜平凡 (道學碩士 )

北美

在北聖學習最大的感受

就是「學是爲了用」，把

史勝 (聖經研究碩士)
李揚 (教牧碩士)

北美

感謝北聖每一位老師。雖然老師的風格迥異，

天國的知識實踐在地上，

但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屬天生命的感染力，我們何

的教會事奉與家庭當中，

樣的屬靈盛宴裡。謝謝阮長老，劉牧師，領受

把永恆的真理應用在今天

其有幸，能夠在過去的兩年多的時間裡常常在這

專注而深入的神學探討，

異象建立學院，讓我們有學習的機會。謝謝卓牧

卻不停留於學術的研究，

師，上課時帶領我們深度思考，字字珠璣，系統

感謝神給我再次裝備充電

的機會和恩典，為我的事奉帶來指引和幫助。我
盼望在北聖的學習，可以更多地把所學在教會的
牧養和傳福音上更多地去嘗試及反思，從中梳理
出既符合聖經真理，又適用於教會的牧會心得和

神學讓我受益匪淺。謝謝趙長老教授的以賽亞

書，精彩的課堂，還有作業的評語讓我對這卷書
有了全新的認識。神的旨意行走在幾千年前，也
行走的今天，從來不變。

神學。

于秋會 (教牧碩士)

北美

當我正式成為北聖的神學生後，我才意識到教

會及神學院的同工們對神學教育的異像和決心是
何等地蒙神悅納與祝福。特別感謝劉志信牧師為
我們邀請到的老師都是我們平日仰慕已久卻難得

一見的名師；也特別榮
幸地能和那麼多才藻艷
逸、風流缊藉的弟兄姊
妹們成為同學，在這春
華秋實之季，願這一切
甘甜的回憶都成為我們
忠心侍主的源動力 ！

提摩太 G. (聖經研究碩士)

感謝北聖過去兩年多為我們安排了這麼多優秀

的、經驗豐富的老師們，幫助我們全面地學習神
的話語和神學知識，預備了我們將來更好地在教
會服事神和弟兄姐妹。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需要
學習的地方，也從老師們身上領會到，有合神心
意的生命，才能做合神心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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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魏翠峰 (聖經研究碩士)

北美

感謝各位牧長同工，也感謝各位授課老師的辛

魏翠蘭 (聖經研究碩士)

新加坡

碩士文憑的學習完成了，為此，我要感謝神的

勤付出和教導：在北聖我學習了查考聖經、傳福

恩典，感謝北聖神學院老師的教導，感謝我家人

等實用的知識、技巧和經驗；您們美好的屬靈生

後我將繼續聖經學習

音、釋經講道、教會領導、團隊事奉、協談輔導
命，激勵著我的成長。
特別感謝劉志信牧師，

的支持，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的鼓勵與幫助！畢業
與研究，盼望可以更
有效地與教會同工一

為北聖勞心勞力，為學

起推動福音事工和門

生的學習苦口婆心，為

徒陪訓事工，遵從主

我們的成長為父為母；

所托付的大使命。

還有Vicky姐妹，對大

家耐心、溫柔、盡心盡
力的服事。

于青 (聖經研究碩士)

北美

當我還在尋求神的呼召、神的帶領，這份從天

羅約翰 (聖經研究碩士)

泰國

北聖的諸位教授、牧師、長老的諄諄教導伴隨

而降的機會－北聖入學到今日的畢業，真真切切

了我的這段人生最艱難困苦路程，讓我的靈命成

感謝北聖老師與牧長們的教誨之恩，感激家人與

主的僕人，我會永遠記住北聖的諸位牧師長老帶

是神所賜的福分與恩典，感謝讚美榮耀歸於神！
弟兄姐妹們的支持相伴，讓我更深的認識神、經

歷神。我已認定神是生
命中的首位，深信當先
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神
必引領、加添力量，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
愛主、侍奉主。

長，翻開了我人生的另一頁，讓我謙卑地學習做
給我的愛心，也會將這份愛傳遞出去，也期待自
己努力成為上帝恩慈話語的出口，以便於將上帝
的憐憫和恩慈藉著我帶給更多的人。在疫情最厲
害的時候，我們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上帝也供應
我們一家人的生活所需。

祝福北美聖經神學院不斷地成長，培養更多的

神的精兵和事奉主的僕人，北聖不僅僅是我一生
中引以為豪的母校，也會是上帝祝福的裝備精良
工人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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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我在2018年Kairos宣教訓練中，心中產生了對

劉暢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感謝北聖神學院各位的屬靈恩師們的辛勤培育

未得之民的負擔，但以信主晚，靈命成長短而推

和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榜樣的傳承！凡事都有神的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並先後使用4-Fields,

注意力從世界拉回到神面

脫。直到報讀北聖，開始加入在未得之民中進行
T4T (Train for Trainers)，自

己的異象也得到印證。後來又

前，也使我有機會、有聖
靈的帶領和感動參加北聖

開始通過網絡，向南亞本土牧

的學習。未來服事的方向

師和宣教士推廣T4T，以期建

完全交托給神的帶領和聖

立可持續可自立可繁殖的家庭

靈的感動，我只要順服和

教會。感謝讚美神， 感謝基

服從神的旨意。

督五家， 感謝北聖！

劉珺 (聖經研究文憑)

美意，一場突如其來覆蓋全球的大疫情，把我的

北美

感恩自己能成為北聖神學院的一名學生，神學

院的老師，不僅傳道授業解惑，更是以生命影響
生命，見證了神的美德。神學
院的同學，勤奮刻苦謙虛受

教，預備為主打美好的仗，要
宣揚神的美德。感謝神一腳把
我踢進了神學院，讓我學習怎
樣成為討祂喜悅的人。

郭宗帥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感謝北聖所有老師及同工，給烏克蘭的弟兄

姊妹在真道上能更加清楚神在我們身上的帶領。
使我們這群屬基督的人能按著神旨意承接天上的
命，完成神在我們生命中神給的托付。在學習過
程中，讓我們通
過這樣系統的學
習也明白了神給
我前面服事的方
向，讓更加明確
自己要在職場上

田冶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神預備了北聖開設了線上的課程，讓我們在

烏克蘭也能得到裝備，我在基
輔華人基督作傳道已經有七年
了，經過這段時間的裝備我心
中滿是感恩，求主繼續帶來

我，我願意為主擺上，在接下

來的年歲裡繼續服事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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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榮耀神。

吳春光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感謝北聖牧長和老師們的辛勤擺上，通過北聖

學習讓我曉得，神要在這時代興起祂的工作，讓
我們能在末後的時代把神的旨意，作工的律例法
則剖析清楚，使我們知識能長進，不偏離左右，
能行在神的道中。我們需要跟上神的腳蹤行，來
彰顯神的榮耀的大能，讓更多人能歸向神。

王守陣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疫情期間我的屬靈生命一度跌入低谷，正在大

王大成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在疫情當中，神為我們安排了這樣一段安靜的

家感到迷茫時，北聖好像一條生命線，將神的話

時間，讓我們系統地神學裝備。我們要向北聖神

豐富多彩的授課方式，課後精心的批改與指點，

許多年的打磨，課程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十分精

源源不斷地輸送給我們，弟兄姐妹的積極互動，
同工周到而密切的服

學院、基督五家教會獻上我們特別的感恩，經過
煉、濃縮，既全面又重點突出，學習是高效的。
如果我們自己研經和查資

事，這些點點滴滴的忠

料，哪怕花數倍的時間，

心事奉精神，潛移默化

也達不到這個果效，有機會

感動並影響著我。願天

來學習，儘早地學習這樣的

父記念北聖全體牧長，

課程，學生們有福了，感謝

同工的辛勞，成為神國

主！

度裡眾羊群的祝福！

楊保娥 (聖經研究文憑)

泰國

感謝各位牧長的教導，我看到基督之愛。相信

上帝對我的呼召和帶領，在泰國的歲月裡，感恩

張翀 (聖經研究文憑)

烏克蘭

感恩老師們辛勤的付出，讓我在北聖神學院

有北聖的教導和陪伴，

得到了系統的裝備，更加認識了這位創造宇宙萬

命！我願將自己獻上走

神、親近神、信靠交托神，謙卑順服地遵行神旨

感謝主重新塑造我的生

物的獨一真神。學習神學讓我更加敬畏神、認識

祢的路！感謝神恩典滿

意，並願意為了神國的福音和事工擺上自己。

盈在北聖蒙教導和學習

吳建琴 (聖經研究文憑)

祂話語，使開廣我心，
在祂的道上直奔標竿。

芮天 (聖經研究文憑)

感謝神的恩典，給我學習神學的機會，願更多

為主所使用。在這末後的世代，我要竭力堅守聖

烏克蘭

感謝北聖神學院的老師，

辛勤的勞作，是我們有了豐富
的神學裝備，願上帝紀念您們
的辛勞！有更過多的人在此受
益，榮神益人！感謝！

烏克蘭

經真理，遵行神的話語。盼望在基督教教育和聖
經輔導方向，有
從神而來的智

慧，更多地通過
這些方面，帶人
認識神，回轉歸
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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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與生命的交織
- 北聖PPT製作有感

和同學們討論給北聖神學院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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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奮人心的典禮

- 來自烏克蘭的感恩
雖然這次的畢業典禮只能隔著螢

- 三尺講台，一方世界
當秋會姊妹告訴我畢業生們要

驚喜的禮物時，想到是否將這三年

幕觀看，但仍然看得我心潮澎湃。

購買一個講台作為贈送給學院的禮

第一，我們是第一屆畢業生，經歷

海外校區的我們特別的感恩。想到

神！看過一篇文章「三尺講台，一

來關於我們北聖的點滴記錄下來。
了整個匯總和梳理的過程，承載著
無限美好的回憶；第二，三年來每
一步都凝聚了恩典充盈的歷史；第
三，可以向不瞭解北聖的人全面地
展示北聖的朝氣與特色。

完工後看到一幅幅生動的照

片像電影一般滾動在眼前。老
師們或是激情或是謙卑的形象
都歷歷在目。如今都已身披畢
業袍。蒙恩師加冕，願不負北

看到院長和老師們如此重視，身在
背後有那麼多的老師和弟兄姊妹的
付出與奉獻，真是感謝神的憐憫。

當看到Vicky姊妹上臺的時候，感受
到她的謙卑，也回想到她默默地付
出。真是感謝這兩年裡，她不斷地
幫助我們在烏克蘭的弟兄姊妹們，
解決各樣繁瑣的問題！聽到史勝弟
兄的見證我也倍受激勵！為在北聖
能遇到這麼多優秀的同學感謝神！
（烏克蘭，田冶傳道）

聖和眾人的期望，忠心侍主！

系統神學3
福音神學

小組佈道與牧養(上)

從以弗所書看教會建立

老師

護教學

從以弗所書看教會建立
福音神學
羅馬書

影片拍攝與剪輯

識，還間接影響著學生的世界觀價
值觀和人生觀。而北聖的老師除了
傳道授業解惑，更背負著磨練和塑
造學生成為更合主所用的器皿的重
要任務。而這區區三尺的講台，是
學生的一方世
界，是今後北
聖學生蒙福所

在，真是畢業生

學分 日期

時間

許宏度博士

3

1/2 - 3/20, 共12次 週日

美西 7:00pm

卓爾君牧師

3

1/4 - 3/22, 共12次 週二

美西 7:30pm, 烏克蘭 5:30am

傅立德牧師

2

1/12- 2/16, 共6次 週三

美西 9:30am, 美中 11:30am, 烏克蘭 7:30pm

趙武夷長老, 冉茂圻傳道

2

1/13-3/17, 共10次 週四

美西 6:00am, 亞洲 10:00pm

王守仁牧師

2022年 春季課程（四月至六月）
課程

講台後面，教給學生卻不僅僅是知

(丁尚老師)

2022年 冬季課程（一月至三月）
希臘文

方世界」，形容老師站在三尺的

最完美贈禮！

欣賞北聖回顧PPT è

課程

物時，我不禁為這個禮物大聲讚美

們送給學院的

（北美，于秋會）

12

令人驚喜的禮物

老師

2

1/3 -2/21, 共8次 週一

學分 日期

美西 5:00am, 美中 7:00am, 亞洲 9:00pm

時間

劉志信牧師/阮雄長老

3

4/5-6/21, 共12次 週二

美西 7:30pm, 烏克蘭週三 5:30am

王守仁牧師

2

4/7-5/5, 共8次 週四

美西 7:30pm, 烏克蘭週五 5:30am

黃子嘉牧師

2

4/6-4/25, 共8次 週三

美西 6:00am, 美中 8:00am, 亞洲 9:00pm

傅立德牧師
丁尚老師

網上報名請到學院網站：NABIseminary.org

2
2

4/4-5/9, 共6次 週一

5/8-6/12, 共6次 週日

美西 1:00pm, 美中 3:00pm, 亞洲 5:00pm
美西 1:30pm (教室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