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農曆大年初一
新春慶祝會
感

謝神！2018農曆大年初一（2/16）華埠商會於曼哈頓
羅斯福公園舉行賀歲煙花活動，華埠眾教會和短宣中
心也參與其中作新春佈道。感謝神賜福看顧下圓滿結束，雖
然稍降陣雨，亦不能攔阻大家佈道、傳揚主恩的心。
神為教會預備了三個佈道攤位，分別為扭氣球，摺紙述說
十架救恩；即席揮毫寫春聯；用紅封包製作賀歲掛飾，吸引
了大批坊眾參與，同時送出大量【號角】、【真理報】及耶
穌傳DVD，藉此宣揚神的救恩！深盼今天所撒的道種，在神
的時間內發芽成長！叫世人同蒙救贖！得享天恩！

紅封包製作賀歲掛飾

揮毫寫春聯

不同族裔的人士領取揮春

扭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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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4/28, 5/26, 6/23 （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六）

時間

上午9:30 - 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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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澤西洲認證婚姻家庭治療師
紐約短宣中心婚姻家庭事工主任
新澤西播道會專業輔導員
美國婚姻家庭治療協會會員 / 美國基督教輔導協會會員
$99
akinaklam@gmail.com
電話 (718)460-9308

費用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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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領取揮春與摺紙

福音摺紙

紐約短宣中心消息及代禱
1. 感謝神帶領眾教會牧者、弟兄姊妹參加在2/16華埠新春福音
攤位及2/25新春愛心大巡遊，沿途派發福音單張、揮春及耶穌
傳。祝願新的一年，眾教會繼續積極帶動主內肢體走出教會、
參予社區外展活動，將福音帶進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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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開始上
課（星期六上午9:30-下午4:30)，求主透過課程，建立情感智
慧，改善各種人際關係，發展健全的真我和怎樣有效處理差異
和衝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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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神的祝福藉信徒傳遞四方。
4. 請為中心現正尋找IT義工。具備電腦及網頁資訊操作經驗、若
懂中文打字更好，有團隊精神，如有興趣請電郵info@nystm.org
或致電 718-460-9308。
5. 中心推動「愛·福音同行」計劃，呼籲更多弟兄姊妹定期支持
前線福音工作及訓練佈道人。中心每月預算開支為US$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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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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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仍入不敷支，此外，郵費已加價，祈望教會及弟兄姊妹考
慮每人定期支持100份 ( 約需25元)或更多的印刷費及郵費。

尊青佈道證書課程 兩年制

課程招生

每年3-6月及9-12月开班

迅速報名

課程目的

3月
春季
科目

•使
 徒行傳 (視象授課)—— 鄭振耀傳道（香港宣教會恩言堂堂主任、
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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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秋季
科目

• 帶職宣教——————— 柴樹良牧師 (香港短宣中心總幹事)
• 基督生平 (視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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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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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重點

週六班
週四班
春季開班 3月17日 - 6月2日 (視象/現場授課) 春季開班 3月22日 - 5月31日 (視象/現場授課)
秋季開班 9月15日-12月1日(視象/現場授課) 秋季開班 9月13日 - 12月6日 (視象/現場授課)
紐約區
紐約短宣中心
波士頓區 波士頓華人佈道會
上課地點 140-44 34th Ave., Unit CA
上課地點 249 Harrison Ave.,
Flushing, NY 11354
Boston, MA 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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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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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報名費：$20

紐約區上課

波士頓區上課

上課時間

短宣
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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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
活
節
福
音
單
張

影音 DVD 產品

產品介紹

• 購買產品請聯繫短宣中心：
718-460-9308
• 我們的書室位於140-44 34th Ave.,
Flushing , NY11354

Easter Gospel Tracts

耶穌復活了 ( 漫畫 )
30 張 / 包

歡迎來電查詢有關課程 (718)460-9308
短宣中心同工：陳淑儀傳道

復活生命禮讚
30 張 / 包

真有其事 ?
30 張 / 包

一家人的愛

棟析天機佈道會

主講：滕張佳音博士
粵語 DVD( 繁體中文字幕 )

作者︰馬國棟牧師
2 張粵語 DVD( 繁體中文字幕 )

約 3 小時，本光碟收錄滕張佳音教
士共四講有關家人關係的福音性講
座，包括老公老婆、男女大不同、
一生一世、老爸與我。講員透過分
析社會普遍存在的家庭問題及分享
自己的見證，闡述夫妻、男女、父
女如何能維繫愛的關係，表達出愛
的源頭乃是神的信息。

(1) 末世天機是甚麼？怎能破迷辟
邪？
那個宗教最值得相信？本片搜
羅珍貴圖片資料為你講解。(
47 分鐘 )
(2) 究竟「天」與我的關係是甚
麼？怎能在基督信仰中得真平
安？真喜樂？ ( 51 分鐘 )

末了的話 ( 一套 8 部 )
主講：麥希真牧師
國語 DVD
麥希真牧師給基督工人「末了的話」，記
錄了 94 篇寶貴的講道，適合個人、小組、
教會使用，宣教培訓。全套共 10 張高清
光碟，34 個主題、117 個短講。

The Three Crosses

What is Easter all about?

100/pack

20/pack

* 附送末了的話培訓手冊（一套 8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