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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不只是一個提供宣教知識的課程，而是帶你走上
以門徒訓練為導向的跨文化宣教旅程 !
短宣中心與法拉盛第一浸信
會及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合辦之
《Kairos-把握時機》課程，感恩這
一期有32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参加
者，包括牧師、傳道同工、長執及
弟兄姊妹。在2月20日完成最後一
天的上課，學員們便從導師手上接
受證書。

把握時機課程大合照

學員們透過聖經、歷史、策
略、文化四方面更深的認識宣教，
啟發及挑戰我們追求成為一位胸懷
普世的基督徒。
學員透過課本、影片，看見不
同西方宣教士到跨文化族群中宣
教，為得着更多的失喪者歸信主，

他們不僅融入當地的社群文化中生
活，甚至犧性自己的生命等等事
蹟，令人動容不已。在角色扮演的
遊戲中， 讓學員親身體驗宣教士向
跨文化的族群接觸及佈道所產生的
溝通阻礙、文化衝擊；禱告時段，
大 家 為 未 聴聞 福 音 之 民 代 禱 ， 加
強我們對萬國萬民宣教的關心；靈
修和小組討論，啟發及挑戰你的世
界觀，促使你反省及整合生命的焦
點。
我們重新認識上帝不僅祝福
你，並要你成為地上萬族萬民的祝
福，讓世人得聞福音，讓上帝的榮
耀遍滿全地。

小組討論

畢業學員
頒發證書

學員上課

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一場六天的培訓
開始一段改變人生的歷程，帶來一個祝福全家的禮物
為你自己，為你婚姻家庭和未來做出選擇！

親

密之旅課程由國際著名的臨床心理學家，執教於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
的黃維仁博士研發。課程綜合三十年來國際最尖端的臨床實證研究，
以及全世界最好的婚姻治療和訓練的一些最有效的要素。
目標是建立情感智慧，發展健全的真我，學習有效處理差異和衝突，改善各
種人際關係，在婚姻、家庭、子女和職場關係中尋找雙贏。

12課內容邏輯嚴密，循序漸進，深入淺出：
第一課 愛的探索
第二課 智慧存款：了解愛的語言，建立愛
的賬戶
第三課 了解差異和衝突
第四課 和諧的兩性關係
第五課 原生家庭對人格和親密關係的影響
第六課 發展情感智慧（情商）

第七課 四種依附形態和親密關係
第八課 親密關係的“四大殺手”;
情緒調節的五大要訣
第九課 關係修復的十大步驟
第十課 尋求雙贏，發展健全人格
第十一課 學習饒恕
第十二課 愛的行動

日期

2018年2月24-25日，3月24-25日

時間

24日（9:30 - 5:00）25日 （2:00 - 5:00）

地點

短宣中心 140-44 34th Ave., Unit CA & CB, Flushing, NY 11354

導師

林琦 (Akina) 婚姻家庭治療碩士
紐約短宣中心婚姻家庭事工主任
播道會基督教輔導員
美國婚姻家庭治療協會會員 / 美國基督教輔導協會會員

費用

$99

查詢

akinaklam@gmail.com

電話

(718)460-9308

主辦機構 | 紐約短宣中心 144-44 34th Ave., Unit CA & CB, Flushing, NY 11354

紐約短宣中心消息及代禱
1. 中心與法拉盛第一浸信會及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合辦 – Kairos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於2月20日完成4天的課程, 共有32位
参加者。讓學員加強對宣教暸解，知道怎樣成為胸懷普世的基
督徒，願學員能身體力行，從大使命的角度來推動教會事工。
2. 中心開辦「親密之旅」— 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導師
為林琦 (婚姻家庭事工主任) 。課程於2018年2月24及25日開始
上課 (星期六上午9:30 -下午5:00, 星期曰下午 2:00 -5:00 ) ，求
主透過課程，建立情感智慧，改善各種人際關係，在婚姻、家
庭、子女、和職場關係中尋找雙嬴。如欲報名或查詢，可電郵
林琦姊妹akinaklam@gmail.com 及致電中心 718-460-9308
3. 請記念中心同工於1月至3月在教會主日學主領佈道訓練，求主
使用，並興起教會的弟兄姊妹廣傳福音。
4. 請記念中心春季尊青佈道課程的招生，開班分別在紐約區週四
班3月22日至5月31日，波士頓區週六班3月17日至6月2日，科
目：使徒行傳、基礎輔導及中國民間宗教信仰。求神感召信徒
接受裝備，帶著福音的使命，作末世的精兵。
5. 請為中心現正尋找IT佈道同工。具備電腦及網頁資訊操作經
驗、懂中文打字，有團隊精神。
6. 中心推動「愛 · 福音同行」計劃，呼籲弟兄姊妹定期支持前線
福音工作及訓練佈道。中心每月預算開支為US$22,000，多謝
你們以愛心奉獻、禱告與我們同行，我們將送上小小心意，答
謝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歡迎與中心聯絡，更多瞭解中心的事工
發展。
7. 請記念中心每月出版《真理報》(美東版)16,000份，供應各教
會(本地及海外)派發，廣傳福音。《真理報》出版印刷及郵費
每月都入不敷支，期望教會及弟兄姊妹積極考慮定期支持100
份 真理報( 約$25元)或更多的印刷費及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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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青佈道證書課程 兩年制
3月春季科目
9月秋季科目

每年3-6月及9-12月开班
課程目的
本課程是特為願意回應神大使命，肯投身傳福音
行列的信徒而設；本課程著重聖經學習、個人佈
道、佈道實踐及策略、靈命塑造與輔導等訓練；
以達成培養學員的屬靈品格、佈道的生命、真理
的裝備和佈道的熱誠等目標，使學員自己能作一
個有效的佈道人，更能在教會中裝備與推動信徒
傳福音、作見證，積極實踐大使命。

使徒行傳——待定
基礎輔導—— 林琦姊妹 (紐宣婚姻家庭事工主任)
中國民間宗教信仰 ——陳淑儀傳道 (紐宣訓練部主任)
帶職宣教——柴樹良牧師 (香港短宣中心總幹事)
基督生平——池耀興牧師(聖荷西基督徒會堂)
個人佈道(一) ——陳淑儀傳道 (紐宣訓練部主任)

課程重點

週六班

週四班

3月17日 - 6月2日 (視象/現場授課)
9月15日-12月1日(視象/現場授課)

3月22日 - 5月29日 (視象/現場授課)
9月13日 - 12月6日 (視象/現場授課)

波士頓區
上課地點

紐約區
上課地點

波士頓華人佈道會
120 Shawmut Ave.,
Boston, MA 02118
(紐宣與波士頓短宣佈道團合辦)

全課程共24個學分。佈道科目佔約16個學分，
佈道實習佔約8個學分。

研習科目
聖經科、佈道科、牧養科及佈道實習。

紐約短宣中心
140-44 34th Ave., Unit CA
Flushing, NY 11354

學費
•正修生：每學分$60，每學期6個學分，合共
$360，兩年四個學期合共$1,440
•旁聽生(不修學分，免交功課)：每學分$50，
每學期旁聽6個學分，合共$300，兩年四個
學期合共$1,200

紐約區上課

波士頓區上課

|

•新生報名費：$20

上課時間

歡迎來電查詢有關課程 (718)460-9308
短宣中心同工：陳淑儀傳道

週四及週六：上午10:00-1:00 上課 下午2:00-4:30 出隊佈道

新年 福 音 單 張

短宣
書室

有人因對基督教信仰感到疑惑而不信耶穌，亦有人信主之後內
心還一些問題想不通，本書籍解答諸如：

?

118 福音疑難問與答
·
·
·
·

何以證明唯有耶穌是真神呢？
為何神不消滅魔鬼，任他敗壞人？
怎能證明真有天堂和地域的存在？
我已信了耶穌，但我的行為還沒有
完全改變，我可以得救嗎？

168 信徒疑難問與答
·
·
·
·
·

禱告蒙垂聽的秘訣是什麼 ?
怎樣能戒掉不良的嗜好 ?
怎樣面對逆境 ?
為何基督徒也會遭遇意外罹難？
怎樣能與同事、同學、朋友相處得融洽 ?

198 四福音疑難問與答
本書詳盡羅列並解答馬太、馬可、路加、
約翰四卷福音書中 198 條疑難，按以
經解經的原則，深入淺出地清除讀經障
礙，帶出神話語的亮光，使信徒更深認
識主、明白神的旨意，

節日禮品精選
余德淳博士
EQ在線
心靈伴讀1-4
冊

Q
&

A

簡明世界宗教指南 ( 上冊 )
本書介紹各大宗教，均能深入淺出，既具
學術基礎，又能淺明地綜合出要點，實在
是一本極佳的參考書。
交託給神
經文金句暖杯

在多元文化的後現代社會，基督徒實在需
要以尊重而又批判的態度，幫助不同宗教
的人士認識我們的主。本書正是應這時代
需要而寫成。

短宣
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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