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創世記原文釋經入門
Introduction to Hebrew Exegesis on Genesis
不少人渴望透過舊約原文對基督真理有更深入的認識, 卻因為時
間, 空間和經濟能力的限制, 不得其門而入, 本課程就是為這樣的人
設計的, 沒有學過希伯來文初階的人也歡迎. 要理解由希伯來文寫
成的創世記, 所涉及的不只是字義, 文法, 更牽涉到孕育且持續滋養
此文字的文化背景, 還有適切當時文化處境的文學形式. 本課程將
引導以講華語為主的學員從希伯來文法規則, 文化背景, 文學特徵
來探索創世記. 希伯來文是動態的, 充滿生命力的語言, 學員完成這
個課程之後, 應當能初步了解希伯來文基本運作規則, 希伯來人的
思想模式和文學表達方式, 並據此與神的真理展開會帶來轉化個
人, 家庭, 族群和社會整體的生命對話.
新約背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有云: 聖經是 “為著” 我們, 但不是 “對著” 我們寫的(The Bible was
written for us, but not to us). 希伯來書說神在古時藉著祂的僕人 “多
次多方” 來曉諭人(1:1), 這如同說神在不同的時代與處境, 使用當
時的各種傳播媒體, 思維架構, 文學體裁與手法來傳達祂的信息. 新
約聖經的世界對現代人來說是一個遙遠, 陌生, 甚至湮沒的世界, 故
此讀經的人若能透過學習聖經背景來重回現場, 較能察覺經文原
意. 本課程有如考察耶穌腳蹤或保羅行蹤的行前會報, 清晰有系統
的介紹與新約相關的背景, 如巴勒斯坦, 埃及, 土耳其, 希臘, 羅馬等
地中海沿岸的地理, 波斯帝國, 希臘王國, 羅馬帝國的興亡與其政
治, 軍事, 社會, 經濟, 文化, 宗教, 哲學相關的資訊, 以及兩約之間猶
太教的演變, 與初代教會的興起及宣教的契機.

使徒行傳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請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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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2018 Class Schedule 春季班課程表
上課方式 Class Format
同一門課可選擇到課堂上課, 或以 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與課堂的同學同步上課. 以 視訊會議 上課可即時與
教授及同學互動討論和問題解答, 神學教育無遠弗屆, 詳見網頁.
2 學分課程上 30 小時, 每週上課 3 小時.
時間 & 地點 Time & Place
下列時間是美國西岸的時間,
其他時區請見下一頁的國際時間對照表.
核桃溪 Walnut Creek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圖書館
2100 Tice Valley Blvd., Walnut Creek, CA 94595
週二早 9:30 am
三谷 Tri-Valley
Fantasia 生旦淨丑表演藝術中心
110 Ryan Industrial Court, Suite 3, San Ramon, CA 94583
週六早 9:30 am
空中校園 Online Campus
(以 視訊會議 方式上課)
週一晚 7:30 pm, 週四暮 5:00 pm, 週五晨 5:00 am

使徒行傳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原為一本書, 記載耶穌基督的福音如
何從耶路撒冷這個在羅馬帝國東南隅一個不足為道的小地方開始,
至終傳到了羅馬帝國的首都「毫無攔阻」(28:31), 換句話說, 也就
是神的國征服了羅馬帝國. 本課程從分析使徒行傳文學的結構, 情

節的安排, 人物的描寫, 神學的發展, 來瞭解初代教會在聖靈的帶領
之下, 如何一一克服教會內外的各種挑戰與逼迫, 使得福音透過主
要使徒, 特別是保羅, 從一個猶太特色的信仰(Jewish Particularism)
成為世人同有的信仰(Universalism), 得以遍及不同的族群, 深入希
臘羅馬世界, 所向無敵. 從評估及省思使徒行傳所呈現初代教會整
體的經歷及主要使徒個人的天路歷程, 現代信徒與教會將可從中汲
取源源不絕的屬靈資源及洞察聖靈帶領的智慧.

課程表 Class Schedule
課程 Course
新約背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使徒行傳
Acts of the Apostles
創世記原文釋經入門 Genesis Exegesis
新約背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使徒行傳
Acts of the Apostles

美西時區 UTC-8
M 週一晚 7:30 pm
Tu 週二早 9:30 am
Th 週四暮 5:00 pm
F 週五晨 5:00 am
Sa 週六早 9:30 am

上課地點 Place
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核桃溪
Walnut Creek
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三谷
Tri-Valley

日期 Date
4/9, 16, 23, 30; 5/7, 14, 21, 28; 6/4, 11
4/10, 17, 24; 5/1, 8, 15, 22, 29; 6/5, 12
4/12, 19, 26; 5/3, 10, 31; 6/7, 14, 21, 28
4/13, 20, 27; 5/4, 11, 18, 25; 6/1, 8, 15
4/14, 21, 28; 5/5, 12, 19, 26; 6/2, 9, 16

*所有在課堂上課的課也都可以用 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同步上課.

國際時間對照表 International Timetable
美西時區 UTC-8
M 週一晚 7:30 pm
Tu 週二早 9:30 am
Th 週四暮 5:00 pm
F 週五晨 5:00 am
Sa 週六早 9:30 am

美東時區 UTC-5
英國時區 UTC
中國時區 UTC+8
M 週一晚 10:30 pm Tu 週二晨 3:30 am Tu 週二早 11:30 am
Tu 週二午 12:30 pm Tu 週二暮 5:30 pm W 週三晨 1:30 am
Th 週四晚 8:00 pm F 週五晨 1:00 am F 週五早 9:00 am
F 週五早 8:00 am F 週五午 1:00 pm F 週五晚 9:00 pm
Sa 週六午 12:30 pm Sa 週六暮 5:30 pm Su 週日晨 1:30 am

2018 年 3/11 - 11/4 北美地區採日光節約時間 (Daylight Saving Time), 將時鐘撥快一小時,
也就是說, 中國與英國時區會比上面表格中所列的時間提早 1 小時上課, 例如,
原本中國時區週二早 11:30 的課會提早 1 小時, 從 10:30 開始上課.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admits students of any race, color, and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睿理文神學院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Spring 2018 Registration Form 春季班報名表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 Churc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
Tu
Th
F
Sa

請在所選的欄內打勾 Please check the appropriate box
課程
上課地點
學 旁 修
Course
Place
分 聽 課
2
週一晚: 新約背景 Background
視訊會議
Walnut Creek 2
週二早: 使徒行傳 Acts
2
週四暮: 創世記釋經 Genesis
視訊會議
2
週五晨: 新約背景 Background
視訊會議
Tri-Valley
2
週六早: 使徒行傳 Acts
*欲修課者(credit)需經面談.
學費 Tuition

2 學分課程(30 小時), 旁聽(audit)美金$240, 修課(credit)美金$350.
全職傳道人及家屬免費. 美國以外地區按當地神學院一般的學費
標準, 視個人狀況可減免學費(Pay as you can). 為鼓勵信徒體驗神
學教育, 新學員第一門課程免費. 本校的願景之一是: 有心服事神
的基督徒, 不論財務狀況如何, 都能得到全備的神學裝備.
報名表請寄 Send to: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P.O. Box 5314,
Walnut Creek, CA 94596, USA, 或電郵: info@rti-sem.org
日期 Date: ______年(y) ____ 月(m) ____日(d)

活到老學到老 Be A Lifelong Learner
我們的願景 Our Vision
睿神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 由於聖經的信息與人生息息相關
(relevant), 並且與時俱進, 歷久彌新. 因此基督信仰的傳承與拓展
也需配合時代的現況, 善用及活用各種資源, 方法, 工具, 媒體及管
道來開創新局. 同樣地, 服事神的人必須本著終身學習的精神來不
斷更新理念, 不斷充實傳道及傳承基督信仰所需的各樣能力.
我們的作法 Our Policy
要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需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為後盾, 有時可能
是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或心願. 有鑒於此, 我們提供傳道人及其
家屬免費終身學習的機會, 只要是奉獻傳道的家庭, 不論是在牧
會, 宣教, 任職福音機構, 或是自由傳道, 完全免學費. 至於其他基
督徒, 雖然有學費的制定, 但視個人狀況可減免學費 (Pay as you
can, 也就是按個人的經濟能力來付). 減免學費的程序不需要提出
申請或填任何表格, 只要按個人能力所及來繳交, 甚至免費, 完全
“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 (哥林多後書 9:7), 校方也完全不過問. 我們
的目標就是要提供傳道人家庭及有心服事神的基督徒, 不論財務
狀況如何, 都能得到全備的神學裝備, 不斷地溫故知新, 彼此提攜,
教學相長, 以至於得以終身學習.
我們的邀請 Our Invitation
創辦睿理文神學院是神賜給我們的使命及託付, 我們誠摯地邀請
您來與我們一同共襄盛舉, 在您的禱告中不斷地記念我們, 同時也
請在我們財務上的需要按著神給您的感動來支持我們, “… 人若有
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
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 (哥林多
後書 8:12-15), 好叫我們的事工能榮神益人.
Relevant Theological Institute is a 501(c)(3)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gifts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allowed by law. One of
the visions for the founding of this seminary is to provid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ree to those in ministry. In addition, we adopt
a “pay as you can” policy regarding tuition for Christians who want to
serve God, in order that their personal financial situations will not be
a hurdle in their pursuit of accomplishing God’s will for their l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