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Canada)
中華福音神學院 ( 加 拿 大 )
2019 高 級 延 伸 制 及 碩 士 科 學 分 課 程
國 語 課 程

教 師

簡 介

這是一門有關屬靈領袖 價值觀及原則的課
程。面對今天教會事奉，我們需要領導
博士
Leadership。但不是那種強出頭，充滿老闆姿
Ph.D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態的領導，也不是那些背離主，自我中心、自
我顯揚式的領導。在這屬靈的群體中，需要能
(必修)
主授: 宣教、領導課程
以「聖經中心」，堅守真理及屬靈原則，靠著
9/19-9/20(四至五) 7:00pm -10:30pm
曾任: 中 華 福 音 神 學 院 北 主，按神心意承擔責任、事奉的僕人式領導。
本課程不僅研究「什麼是領導」
、
「如何領導」，
9/21 (六) 9:30am – 4:30pm
美分校教務主任、普
更重要的是要進到聖經中，探討及明白「為什
世 豐 盛 神 學 院 教 務 麼領導」及「基督徒領導的終極目的與神的計
9/21 (六) 7:30pm 公開講座
畫、旨意」。並借著課程學習，讓我們知道如
主任。
何在今日運用屬靈的領導價值觀及原則，「以
21 世紀的僕人領導風範
服侍來領導，以領導來服侍 To Lead by Serving;
to Serve by Leading」。使同學…
9/22 (日) 3:00pm -6:00pm
1.明白「聖經」是基督徒領袖領導時的根基及
上課地點
最高指導原則。2.學習如何以聖經做為研讀、
9/23(一) 7:00pm -10:00pm
滿地可華人浸信會
辨識僕人領導價值觀的最主要基礎。3. 探討
如何以服侍來領導，以領導來服侍。4. 應用
碩士班另加:
3567 Rue St-Urbain, Montreal
課程中所學「聖經中心」領導原則於事奉中。
QC H2X 2N6
9/24-25 (二至三) 7:00pm -9:30pm
5. 認識不同領導統馭的理論及其應用。
加拿大華神 CESCAN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主任: 林利雄 Roland Lam

PC03

T2/M3

MON 1913M

佘亞弘

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滿地可聯絡人: 韓炳炎長老 (514) 823-0216

延伸制(TEE 2 / 2 學分) :

CESCAN (416) 490-6262

□神學高級證書 □基本神學

□教師 □關懷 □宣教 □行政 □靈命進深

學 費: A. 每科 260 元 (20hrs)
C. 9 月 9 日之後報名 290 元

□中期

1/2

(514) 800-7615

www.cescan.org

碩士科: ( M3 / 3 學分)

□事工訓練

24 學分 □畢業 48 學分

B. 夫妻兩人同時上課各收 250 元
D. 新生報名費 15 元

infocescan@gmail.com

□研碩

MCS

□道碩

M.Div

每科 660 元(25hrs) 碩士科同學需於 6 月 15 日前 報名
E.全職教牧旁聽(不予學分: 400 元)F.註冊校友旁聽 350 元

報名: 凡未於所訂日期前報名及完成付費均視為臨時報名,每類別加收 30 元 註冊人數滿 25 人即開課。 請詳細填妥下列報名單並連同
支票 (抬頭請寫 CESCAN) 寄: 加拿大華神 CESCAN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2019 年夏季課程報名表
□ 舊生;□ 地址 / Email 更改; 報名日期 :

科目:

聖經中的僕人領導學

□

新生報名費 $15

學費類別：□ A, □ B〔配偶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 C ; □M3, □ Pre-M3 (Application sheet required for 1st time student)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稱謂: □牧師 □師母 □傳道 □長執 □弟兄 □姊妹

通訊地址:
電話 ( C ):

( H ):

( O ):
所屬教會:

Email Address:
事奉崗位:

推薦牧者:

牧者簡簽:

Please tick: □ I agree / □ I disagree to receive e-mail sent by CESCAN contented with Classes Notes, Data, Seminars,
(中譯：請選擇: □ 本人同意 / □ 本人不同意, 接收加拿大華神以電郵方式傳送有關

Activities, updates and News Letters.

之課程筆記、資料、講座活動及最新消息等，包括加訊。)
辦事處專用

課程編號:

現金收費經手人:

MON 1913M
金額:

交費支票銀行:

號碼:
Ref #:

備註:

金額:

書目：延伸制學員約 500 頁閱讀資料，碩士科學員約 1000 頁閱讀資料，並建議相關之近
期參考書或論文，中英皆可。
延伸制 :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年份

臺北：商周出版

2010

備註

聖經 新譯本；或其他中文譯本
詹姆士．杭特 張沛文譯 《僕人》
盧雲

《奉耶穌的名—屬靈領導新紀元》 香港：基道出版社

1992

書名

出版社

年份

臺北：商周出版

2010

碩士科：

作者

備註

聖經 新譯本；或其他中文譯本
詹姆士．杭特 張沛文譯 《僕人》
盧雲

《奉耶穌的名—屬靈領導新紀元》 香港：基道出版社

1992

約翰．麥克斯韋爾

《360 度全方位領導》

2013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二選一

路大虎、趙良峰譯
約翰．麥斯威爾

《360O 全方位領導》

艾倫德

《把難處變為優勢--作蹣跚的領袖》香港：基道出版社

2009

Allender, Dan B

Leading with a Limp: Turning Your

Colorado Springs, CO:

2006

Struggles into Strengths.

WaterBrook Press

罗伯．柯林顿

台中：英柏爾全球領導力 2008

二選一

《圣经与领导价值—圣经逐卷分

由老師提

析》

供電子版

（中译本，译者与出版时间不详。
英文：Altadena, CA: Barnabas
Publishers, 1993。）
參考書：
吉姆．柯林斯。
《從優秀到卓越》
。俞利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羅伯．格林裏夫。《僕人領導》
。胡愈寧譯。臺北：啟示出版，2004
派特．威廉斯。
《權力的七個矛盾》
。陳俐雯、黃治蘋譯。臺北：商智文化，2004
大衛．道李區、彼得．卡羅。
《創新領導的 10 大修練》。劉秋枝譯。臺北：梅霖文化，2004
彼得．安卡吉羅。《培養高 EQ 的靈命—在你生命中引爆一場革命》。劉美津譯。美國加州：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
肯恩．布蘭佳。
《僕人領導》
。何修瑜譯。臺北：商周出版，2004
史蒂芬．柯維。
《與領導有約》
。顏淑馨譯。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