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更新了你的课程资料！

一个学校兴盛的标志是愿意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改进。环球大学庇哩亚圣经学院正是如此，根据你教

牧训练的需要来设计和改进课程表。

这次改进有助于你更好的学习，同时也有助于环球大学实现其智慧管家的呼召。

此次独立学习教材（IST）的修订主要有两方面：

1.	 以前的“事工传递要求”已改为“服侍学习要求”。你可以设计自己的事工活动，这项作业特别适

合你在事工中发挥个人所长。（庇哩亚圣经学院实习课程没有“服侍学习要求”的作业。这些课程

的代码是MIN191，MIN191和MIN	391。）

2.	 以前的“学生学习包”现在是学习教材的一部分，不再是单独的小册子。

以下是本次修订的一些细节:

□ 你的新“服侍学习要求”指南及报告表格在独立学习教材后面。在开始学习之前，请先阅读这些

指南。在你学习这些课程时，请继续设计自己的事工活动计划。列于“事工活动建议”中的事工

计划，有助于启发你的思想以完成作业。（注意:这不适用于实习课程。）

□ 每一章的互动问题答案现在放在了每一章的末尾。因为这些答案距离相应问题只有几页，所以更

容易监督学习进度。

□ 期末考试指南出现在以下两处：一处在最后一个“自测题”后面，另一处在“单元进度测验”后

面。

“课程必备资料”部分放在独立学习教材的后面。这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1. “服侍学习要求”作业指导和报告表。

2. 单元进度测验。

3. 自测问答和单元进度测验的答案。

4. 需要提交的表格：有问必答表（如果需要），纸质期末试题索要表。

请记得，我们认为您对庇哩亚圣经学院学习经历的反馈，将对我们非常有价值。愿上帝不断地祝福您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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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庇哩亚圣经学院入学信息

这
本纸介质的自学教材（IST）只是你在环球大学庇哩亚圣经学院（BSB）学习的途径之一。环球大学

还提供电子版课程内容。除了推荐阅读材料以外，学生不必使用纸介质教材，也可完成课程学习 。

在线课程

通过环球大学，你可以在线完成全部事工训练项目。学习方案是完全互动的，可以帮助你获得进

深的知识，帮助你为耶稣影响世界。

在线的学习材料便于获得，而且还不需要纸介质的自学教材，你更容易负担环球大学的学费。环

球大学的学习方式灵活、学费合理，这样更有利于满足你事工训练的需要，既不增加你的财务负担，

也不打乱你的日程安排。你可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选择使用纸介质的自学教材，仍然可以在线完成章节复习，单元进度测验和期末考试，并

立即获得测试结果。你无需再查看邮箱或者等候分数，用我们的在线测试方案可以立即知道分数。

借助电脑的学习

环球大学与一个领先的圣经软件公司合作制定了一套远程教牧教育的新标准。电子版庇哩亚课程

让学生无需上线，只需使用一台个人电脑，就可以完全互动式地学习。这样学生只要有电脑，就可以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该课程。

作为环球大学电子版学习包的一部分，你可以购买一整套包括圣经和圣经参考文献的书库。通过

特别定制的圣经学习计划，将帮助你更好的开展灵修生活。使用我们的高阶讲道预备资料，你的讲道

将更有能力。此外，还有补充的在线学习方案，将带领你更深入地学习圣经。

电脑上的学习系统与在线学习资源界面相同，能够使你的理解更上一层楼。电子版学习辅导资料

为每一单元进行了特别设计，并作为链接嵌入到了课程的相关位置，以拓展你的知识面，帮助你回忆

所学的内容。

入学要求和程序
最新的庇哩亚圣经学院学术目录已经写明入学要求和程序，以及完成庇哩亚圣经学院一门课程所

需要的时间。环球大学网站有此目录的电子版。纸介质目录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索取。

联系环球大学获取入学信息

电话 : 1-800-443-1083（周一到周五，美国中部标准时间 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

西班牙语课程代表可商谈西班牙语课程入学事宜。

电子邮箱 : berean@globaluniversity.edu

网址 : www.globaluniversity.edu 

传真 : 417-862-0863 

地址 : 1211，南格兰斯顿街，斯普林菲尔德市，密苏里州，6580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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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如何使用庇哩亚课程	

自
学是最具活力且发展最为迅速的教育方法。虽然与传统的教室式学习不同，但目标是相同

的，都是帮助学生完成一套系统的学习项目，助其获得新知识和技能。庇哩亚课程是要求自

学的。一些学生可以参加某个庇哩亚学习中心，在那里助理老师会帮助提高一组庇哩亚学生的学习体

验。庇哩亚课程为自学的学生提供在线学习、CD和其他学习选择方式。

所有的庇哩亚课程都有纸介质自学教材（IST）。自学教材是你的老师和课本，也是你的学习指南。

一旦你熟悉了下面课程组成的解释，就预备好可以开始学习了。无论你是为个人成长而学习，还是想

获取资质，都可以向庇哩亚的老师、顾问和学生服务代理人咨询，他们将帮助你从庇哩亚课程中获得

最大收益。

课程总体设计

1. 每一课程都是基于目标进行设计的。

2. 每一课程都包括若干单元。

3. 每一单元都包括若干章。

4. 每一章都包含两个或更多小的课程。

5. 每一课都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课堂目标。

6. 每一个课程目标都与具体课文内容相对应。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指本课程包括的重要概念、观点或知识范畴。在你开始学习之前，请温习这些课程目标，

这有助于你了解在学习过程中要专注的内容。课程目标列于课程简介页。

单元概览
单元概览介绍每个单元的内容并给出该单元的大纲。 

章节、课程内容、课程目标与编号系统
每一章以一篇简介和提纲开始。提纲列出了本章课程题目和目标。每章简短的课程有助于一次学

完一课。但是不必一次学完一章。

课程内容是基于课堂目标的。

课程目标列出了课程中要学习的重要概念和观点。每一章，每一课及课程目标都独立编号。这个

编号系统有助于你把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联系起来。全书各章节的编号是连贯的。每一章中的课程以

两位带小数点的数字编号。例如，第三章第二课以课程 3.2 编号。第一个数字代表第三章，第二个数字

意思是此章中的第二课。

课程目标以三位带小数点的数字编号。例如，第一章第一课中的目标一以目标 1.1.1 标记，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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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第二课中的目标三就是以目标 1.2.3 标记。第一个数字是章号，第二个是课号，第三个代表目标号。这

种编号系统是为了帮助你区分和查找每一章节和目标，并将它们联系起来。   

课本边缘有什么

左边包括单元、章和课程的编号。另外，边栏还包含两个学习工具：带有编号的课程目标和强化

关键原理的互动问题。学生应当善于使用这两个学习工具。

互动问题与具体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相关。互动问题和课程目标有助于你理解考试中要测验的

概念和观点。互动问题在每一章中有连续的编号。一旦你理解了互动问题，就可以在学习课程相关内

容时寻找其答案。你可以将你的答案与每章后面的参考答案进行比较。

课程目标列明了核心概念。使用课程目标等提示将有助于你掌握课程内容，为考试做好准备：

・分辨核心概念和目标中的概念性观点。

・辨别并理解课程目标中要你如何掌握核心概念。

・把课程目标当作一篇考试作文题目去思考。

・阅读并学习与目标有关的课堂内容，并找到“作文题目答案”的目标。

课程标题和副标题

课程标题和副标题有助于区分和理清具体课程内容。

关键词
关键词以粗体印刷，在本教材的词汇表中予以了解释；这些词在课堂使用中有特别含义。

参考文献
所引文献在文中用括号标出。这些文献列于自学教材后面的参考文献中。

自测题

自测部分在每一章的末尾，包括基于课程目标，互动问题和相关课堂内容的选择题。自测题的答

案附于书后。

 

获得课程成绩的两点要求：

要获得此课程的成绩，你需要：

1. 提交“服侍学习要求”报告。此报告是必须提交的，但不会据此打分。

2. 必须参加一个闭卷期末考试。课程成绩取决于期末考试。庇哩亚圣经学院打分标准为A为90–100

分；B为80–89分；C为70–79分；F为 0–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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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教义

世
界上有很多宗教，其中多数宗教缺乏一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神圣救主。这些宗教的信徒

把圣经看作一本宗教书籍，而不一定是神向人类所默示的、无误的、权威的话语，并且

适合于各个时代与文化。然而，五旬宗信徒，尤其是神召会的信徒，深信圣经的权威，以及圣经记

载了神对人类的计划。我们坚信圣经——不管旧约还是新约，都是神亲自默示的，是神赐给人类的

启示，是衡量人们信心和行为的无误的、权威的标准（帖撒罗尼迦前书2:13；提摩太后书3:15-17；彼

得后书1:21）。

作为五旬宗信徒，我们与重生的福音派在大多数的圣经经文的理解上都是一致的。自二十世纪初

神召会和其他五旬宗团体成立以来，在我们为基督赢得灵魂的事工中，因着事工的需要，特别强调了

某些圣经真理的重要性。我们将其中的四条真理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耶稣是（1）我们的救主，（2）

圣灵里的施洗者，（3）我们的医治者，（4）我们再来的君王。在本课程中，这四点以四条教义来阐述：

（1）救恩，（2）圣灵的洗，（3）神迹医治，以及（4）基督第二次再来。

五旬宗的牧师或见证人若想开展有效的事工，就应当牢固地掌握这些教义性真理。“最重要的”

（Cardinal）一词意味着一些事情如此重要，以致于对我们不可或缺。五旬宗事工的特点就是带着圣灵

的大能，而这四条真理对于这样的事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真理对于我们的信心和操练都很关键，在

你学习的过程中，愿神来膏抹你的心思意念。

课程描述	 THE114五旬宗教义绪论（4	CEUs）
本课是关于神召会四条基本教义的详细研究，包括：救恩、圣灵的洗、医治，以及基督第二次再来。

首先介绍学习教义的重要性，然后分别学习这些教义。本课程对于进一步地理解其他课程中涉及到的

完整的五旬宗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课程目标
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你应该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 解释把神所默示的无误的圣经作为纯正教义之基础的重要性。

2. 定义什么是救恩，并描述它是怎样恢复了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3. 向罪人解释领受神救恩礼物的步骤，并引用相关的经文来支持。

4. 说明为什么所有愿意被神使用来开展有效的事工的信徒都需要受圣灵的洗。

5. 列举并解释圣灵的九种恩赐（哥林多前书 12 章），并说明圣灵为何不限于藉着这些恩赐运行。

6. 描述除了传统的九种恩赐之外，圣灵还赐给圣灵充满的信徒的很多其他的恩赐。

7. 依据经文解释圣灵的果子是如何同圣灵的恩赐一起运行，来彰显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的。

8. 描述圣灵除了传递能力给圣灵充满的信徒，以进行有恩膏的事工外，圣灵在圣灵充满的信徒的

个人生命中所能作的工作。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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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圣经经文，概括可能导致人患病和身体痛苦的原因，并指出耶稣为我们献的赎罪祭中如何

包含了医治。

10. 向身体受苦的人解释如何信靠神得医治，以及医治临到之后如何靠信心生活。

11. 请画图来总结从被提一直到新天新地之间将要发生的末世事件。

12. 明确我们盼望与基督一同在他永恒的国度里荣耀掌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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