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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图书设备 

学院交通祷告厅 

学院正门 

学院大教室 

 

学院祷告室 

学院后园及泳池 

学院宿舍： （宿舍间隔为六房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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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神学院 

1998 年创校 

院长：王伟成 博士 

Principal: Dr. David Wong 
 

地址：3681 West Linne Road， Tracy， CA 95304 

电邮：harvestss@yahoo.com/ harvestseminary@gmail.com 

或加微信 ID wxid_3597drif3bu612 （学校秘书） 

美国电话：408-430-7788 

 
 

“祂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

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

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祂的庄稼。 “ （太 9：36-38） 

 
 一、异象 

1.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再来前必有大丰收，大丰收需大批收庄稼工

人。 有生命、有恩赐、能传道医病赶鬼的工人，肯背十字架，爱主胜过一

切的工人。 建立小组教会，门徒教会，新妇教会，宣教教会，得胜灾前被

提！  

2. 三化异象： 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 

3. 宣教异象： 中国宣教大复兴，得着 10/40 窗口，中国完成福音最后一

棒，福音一路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来！ 

 
二、宗旨 

本院乃是一所'超宗派'学校，以神国度普世教会互为肢体的胸怀，服事众教

会，造就国度人才，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复兴教会。 神学的训练造就注

重'神学与解经'、'灵命进深'、'恩赐与事奉'三方面。 目标是能造就有讲道能

力、事奉恩赐、爱心见证、异象使命的廿一世纪神国度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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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训练目标与特色 

目标：成为三一的工人 

 「三」是对神三方面的认识： 

1. 认识天父主权拣选的全能 （Reformed 改革宗） 

2. 认识耶稣内在密契的荣美 （Mystical 密契宗） 

3. 认识圣灵恩赐的大能 （Charismatic 五旬宗） 

 
「一」是一个目的：造就神国的 PHD （太 10：1、可 3：14 - 15） 

传道 （Preaching） 

医病 （Healing） 

赶鬼 （Deliverance） 

 
特色：神学与教牧实践并重，知识与灵命恩赐并重，注重老师与学生生命传

承，师徒的关系。 着重实践与灵命课程， 包括讲道学、教牧学、辅导学、

门徒训练、差传学、小组动力学、崇拜学、布道法、护教学、灵修神学、祷

告学、心理学、逐卷圣经课程及医治释放与先知启示性等课程。 

神学与原文有系统神学、历史神学、福音神学、保罗神学、清教徒神学释经

学、圣灵神学、祷告学、哲学与神学，并希腊文、希伯来文。 

 
四、学制 

1. 学位（Degree）： 

1） 圣经硕士学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需本科学历） 

2） 道学硕士学位 Master of Divinity （需本科学历） 

3） 圣经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Christian Studies （需高中学历 ） 

4） 家庭事工硕士学位 Master of Family Ministry in Counseling （需本科学历） 

 
2. 一学年三学期制（Trimester）： 可申请于秋季、冬季、春季入学 

   8 月末--11 月中（秋季），11 月中- -2 月中（冬季），3 月初-- 5 月中（春季）; 每

学期上课 10 周，于周间晚 7：00 PM - 9：30 PM 与周六大半天上课。  

  
3. 学分 

1） 圣经硕士 M. C. S. 77 个学分毕业 

2） 道学硕士 M. Div. 115 个学分毕业 

3） 圣经学士 B. C. S. 115 个学分毕业 

4） 家庭事工硕士 M. F.M. 76 个学分毕业 

 
五、入学条件： 

申请人需有清楚的全时间事奉呼召，身体健康，具备所申请入学学历条件，

并完成入学申请手续，通过入学考试。 

  
六、费用（详参 p. 13）：I20 学生及在校生的学费为每 学分$ 200 USD，看

网 上视频课的学费则为每学 分$ 150 USD 

 
七、网络神学院 

1. 听课时间自定，可上丰收网站与 Zoom 听看视频，阅读指定课本与讲义，完成作

业、考试或报告。 注册上课，完成学分要求，可获网络神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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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费标准：每学分选读为 $ 110 USD。  

3. 网络神学学位：毕业学分要求和在校生一样 

（1） 网络圣经硕士学位 （Associate M.C. S.） 

（2） 网络道学硕士学位 （Associate M. Div.） 

（3） 网络家庭事工硕士学位 （Associate M. F.M.） 

（4） 网络圣经学士学位 （Associate B.C. S） 

  
八、我们的师资 

֍ 王伟成博士（院长）（教导系统神学、解经讲道学、内在生活、灵命、原

文、新旧约书卷、启示录等） 

现任丰收神学院院长，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华神'道学硕士，威斯敏斯特

神学院（Westminster）系统神学神学硕士（Th.M），历史神学哲学博士

（Ph.D）。 曾任长岛丰盛生命教会、基督之家第四家、丰收圣徒之家主任

牧师及工人神学院专任教师，并于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延伸部、进深学

房授课。 

著作：《圣经、圣灵、圣洁》 与 《圣道与圣徒》 

 
 兼任老师： 

 ֍ 蔡金玲博士（教导旧约圣经）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 Ph. D。 曾担任台北、北美华神及美福神学院旧约专任

教授，并担任教会教育事工传道等。 现任教于多家神学院，并经常在各地

从事神学教育，带领圣经专题讲座，教导培训牧者与同工。 

著作：天道圣经注释《以斯帖记注释》。 参与翻译：《预言解释》、《传道

书》、《新约希腊文辞典》、《新约工具书使用简介》、《有效的成人教学法》、

《有效的青年教学法》等。 目前写作：天道圣经注释《撒迦利亚书注释》。 

 
֍ 傅立德博士（教导福音神学） 

美国普渡大学咨询心理治疗博士。 中华福音神学院（华神）荣誉教师，中

华信义神学院教师，基督教台湾信义会真理堂荣誉牧师，在台湾宣教三十多

年，为众教会爱戴的宣教士、牧师、学者。  

 
֍ 刘同苏博士 （教导东西方哲学与基督教） 

1991 年来美就读于耶鲁法学院，赴美前系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人员，从事欧美法哲学研究。 自 1997 年从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以来，先后

创建并牧养过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和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并在《海外校

园》、《使者》、《生命季刊》等刊物上发表诸多文章。 曾在加州山景城中国

基督教会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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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景星牧师（教导基督教与哲学） 

苏景星牧师生于基督教家庭、中台神学院道硕，辅大哲学硕士、东海哲学博

士，在东海大学任教 15 年又有廿余 年丰富的牧会与多所神学院教学的经

历，教导幽默深入浅出，常使学生乐在其中。 苏牧师也经常到南美、欧洲

及亚洲宣教，1991 年任南湾爱修基督教会牧师至今。 

 
֍ Dr. David Eckman 大卫. 艾克曼博士（教导灵命塑造， 健康家庭） 

艾克曼博士从事牧会工作有十六年的时间。 其后他成为˹西方神学院˼

（Western Seminary）的行政副院长以及˹灵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的

副教授。 在担任神学院院长七年之后，他开始了˹成为合神心意˼

（Becoming What God Intended Ministries）事工。 他著作了数十本书，及畅

销全世界˹成为合神心意˼的门训手册。 艾克曼博士目前已从神学院退休，

现正在北京地区的大学，香港及东南亚从事训练的工作。 

             
֍ 张乃千牧师 （一般书信，基督生平） 

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阿拉伯语系'，并于中东沙特阿拉伯工作四年，1986 

年定居于美国至今。 后蒙神呼召全职服事，1994年在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 

毕业获得'道学硕士'学位。 94- 99年曾服事于'国际福音协传会'，负责中国大 

陆培训圣工，并差派至世界各地作培训事工。 2001年开始'亚杜兰读经营'圣工， 

为读经营的总干事，顾问牧师为马有藻牧师。 发行制作CD、DVD圣经影音教材及 

圣经课程的教导，服事众教会。 

 

֍ 辅导学课程由蔡欣，陈志美，吕慈年，林慧娟分别教导 （皆执照婚姻家

庭治疗师 licensed MFT，从事专业辅导） 与胡慧玲 （Dr. of Ministry in 

Family Ministry，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九、奖学金 

为国际来的学生设有奖学金：半费奖学金 （10 个名额） 

申请资格： 

1. 在职传道人或清楚神的呼召 

2. 审核经济上有困难 

3. 品学兼优 （经上课一学期作审核） 

 
 

 入学申请 

 电子邮件： harvestss@yahoo.com /harvestseminary@gmail.com 

 或加微信 ID wxid_3597drif3bu612 （学校秘书） 

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harvestseminary.org   

福音影院 www.fyyy.tv  

 自由浏览学院介绍 学期课程、院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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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电话： 408-430-7788 

邮箱： harvestss@yahoo.com/ harvestseminary@gmail.com 

www.harvestseminary.org 

     

 申请说明：（所有申请者必须细心阅读本页申请说明并签署本页）* 

 
1.请按照要求完整填写表格，并提交包括申请费、个人见证、推荐书在内的所有数据。 

2.推荐书请由申请者填写好个人资料部分以后交由推荐者填写，并请推荐者直接邮寄或电邮至丰收神

学院。 

3.请如实填写表格中的每一项，最好能够手写填写并扫描后再交给丰收神学院。  

4.需经过电话面试及神学、圣经笔试。 

5.根据美国政府规定，申请来美就读的国际 学生需自行负担所有学费、生活费。  

同时通过签证后学生需先缴交首年不作退款的学费共 美金 7500 的保证金 

（此保证金只能用作日后缴交学费用途，中途退学亦不能退款）  

申请者需直接把保证金转账到学院的美国账户，若申请者未能在指定时间内缴交保证金，学院将无

法为申请者在校注册， 而导致申请者未能在美国获得合法居留。  具体请参见《如何成为丰收的

国际学生》） 

6.通过申请审核后，学院会颁发入学许可书。 申请来美就读者会邮寄 I-20 文件。  

7.通过签证后就可买机票来到丰收校本部就读。 是否批准签证由美国领事馆决定，申请人可在学期开

始前多次签证。   

 
 

 申请者需提交以下数据 

1. 请填写完整的申请表 

     2. 入学申请费 

  【网络课程及身在美国的同学申请费为美金 100 元，美国以外申请 I-20 的学生申请费为美金 150 元】 

       付费方法： 

a. 上丰收网站进 DonatePaypal.  

b.  用 Zelle 付 harvestseminary@gmail.com 

c. 支票， 抬头请写 Harvest Seminary  

d. 在中国的申请者请汇款至中国工商银行海南三亚东堤支行 

    账户 622208 220100 0751841 ; 户名：王张玉珠 

   （请大家汇款后通知丰收神学院，以便记录进行入学程序） 

 

3. 护照/身份证影印本 

4. 得救见证和蒙召自传 

5. 推荐书三份（分别为教会牧者、配偶或亲友、教会长执各一份） 

6. 最高学历成绩单影印本，毕业证书影印本    

  

丰收神学院 Harvest Seminary 

For office use only 
Date Record :_______Fee_________ 
Test: English __Bible ___Theology__ 
Transcripts Record: ______________ 
Date Admitted:__________________ 
Degree or Diploma Program: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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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资料 Student Data 

姓名（中文）  英文（请按照护照填写）  

性别 ： □男□女 生日（月/日/年）  

出生地（国家/省市）  国籍  

护照或工卡号码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离婚 配偶姓名  

电话  手机  

电邮 Email  

微信账号 Wechat ID 

Line ID 

 

收信地址 

（中文及英文必填） 

 

 

2. 教育背景： 

  请列出三个最高教育学历 （请从最高学历开始填写） 

学校 

School 

专业 

Major 

入学日期 

Entry Date 

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是否毕业 

Graduated or not 

文凭/学历 

 Degree received 

      

      

      

 

3. 工作背景 Work Experience 

公司 

Company 

加入日期 

Start Date 

离开日期 

End Date 

职责项目 

Position 

离开原因 

Reason 

     

     

     

     

     

 

4. 健康状况 

 

 

有否长期服用药物       是         否 

（如有，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提供以下检查报告： 

 结核病检查 （TB Scan）  乙型肝炎 （Hepatitis B）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记录  (Covid-19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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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成员 

姓名 

Name 

与申请人关系 

Relation 

年龄 

Age 

是否需要抚养 

Foster 

备注 

Remark 

     

     

     

     

     

 

6. 信仰背景 

什么时候信主？ 何时 When 何地 Where 

何时受洗？ 何时 When 何地 Where 没有受洗 no ❑ 

你是位领有执照的牧师或传道人吗？ 

□是 yes □不是 no 

Date 按立日期 By which church 按立教会机构 

 

请列出最近三个参与的教会 

教会 

Church 

加入日期 

Date Join 

离开日期 

Date left 

服事项目 

Service involved 

离开原因 

Reason 

     

     

     

 

 

推荐人资讯 Persons writing recommendation letter for you： （分别为教会牧者、教会长执、配偶或亲友） 

 

 a.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姓名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号码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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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课程选择： Program of Interest 
 

❑  到美国校本部就读 On Campus Education        

□ 圣经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Theology）    

□ 圣经硕士学位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 道学硕士学位 （Master of Divinity）       

□ 家庭事工硕士学位 （Master of Family Ministry in Counseling）  

 圣经学士学位，需高中毕业学历可选读。 

其它学位均需学士学位/学历方可申请就读。  

 

 

预计入学时间（Entry date） 年 Year__________季 Session_________ 

 

 

本人申明已认真阅读过所有要求，并如实填写、提交所有的数据。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Applicant：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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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书‧ 
 

姓名 Name：（中）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请撰写见证一篇（两千字），应包括： 

1. 重生得救的见证 

2. 决志奉献之经过 

3. 修读学科计划及将来事奉的目标 

 

 

 

 

 

 

 

 

 

 

 

 

 

 

 

 

 

 

 

 

 

 

 

 

 

 

 

 

 

 

 

 

（不敷使用请另纸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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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神学院入学推荐书 
 

入学推荐书填写说明： 

 请申请入学者填写好个人资料后把表格交给推荐人。 

 请推荐人附上您对入学申请者信仰、品格、服事经历等方面的介绍以及您推荐申请者的理由（400 字

左右，请亲笔签名），填写完成后，请扫描并直接发送到丰收神学院邮箱。  

请申请入学者填写下列数据后交给推荐人 

申请者姓名（中文）  （英语）  
申请入学科别  
□我同意放弃索阅本推荐书                     □我不同意放弃索阅本推荐书 

 美国加州法律规定，申请者若未宣告放弃索阅权，他将有权要求索阅本表。 

申请者签名 日期 ______                    _ 

请推荐者填写下列数据后直接把本数据寄给丰收神学院 
  

推荐人姓名 职称： 与申请者的关系              

推荐人电话（O）        （H）          

荐人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与申请者认识多久？   在何种情况下？              

请您凭爱心说诚实话，据实回答下列问题，不详者请勿填写，谢谢。  

 请评估选中您对申请者的认识： 

项目 劣 可 强 杰出 项目 劣 可 强 杰出 

社交关系     潜力     

社会关怀     外表仪容     

情绪稳定     镇静     

领导质量     主动性     

责任感     学业能力     

合作精神     开创能力     

团队服事     判断能力     

表达能力     灵命成熟     

个人成熟     参与教会活动     

圆融程度     参与福音机构活动     

传道专业能力          

 个人对申请者的评估： 
你认为申请者若进入本院就读，他个人最大的长处是： 

     ________________              

你认为申请者若进入本院就读，他个人发展上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是： 

                      

  

填妥签名后请直接寄： 
丰收神学院 

3681 West Linne Road， Tracy， CA 

95304 或电邮至 harvestss@yahoo.com / 

harvestsemina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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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撰写推荐书一份： 

 

 

 

 

 

 

 

 

 

 

 

 

 

 

 

 

 

 

 

 

 

 

 

 

 

 

 

 

 

推荐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北京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亲笔签名并扫描给我们，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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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成为丰收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即需要通过签证来到美国本部就读的学生，不仅需要通过丰收的入学申请和考试，也要经过美国大使

馆签证的手续。 签证通过与否取决于美国领事馆，学生需自行负担所有生活、学习费用，所以请要申请的弟兄

姊妹自行斟酌是否签证，否则可申请成为丰收的网络学生。 

1.请务必提前 2-3 个月提出申请。 

2. 丰收神学院的学制说明可参阅丰收网站，请根据自己的学历及呼召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 

3. 请在丰收网站 www. harvestseminary.org 上下载「入学申请表」 

或发邮件 harvestss@yahoo.com/harvestseminary@gmail.com 或 微信 ID wxid_3597drif3bu612 （学校秘书） 
索取申请表。 填写完整后连 同所需数据电邮或邮寄到丰收。 入学申请表建议直接用电邮发送，能节省时间。 

4. 缴纳报名费 $150 美元。 若需要再次寄送 I-20 则需再次缴纳 40 美元手续费。  

可开支票、抬头注明 Harvest Seminary 

或汇款到以下账户：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三亚东堤支行 户名：王张玉珠 卡号：6222 08220100 0751841  

【另付费方法：汇款、美金现金、旅行支票或银行本票或 PayPal （使用 PayPal 付款，请进丰收神学院官网 

http://www.harvestseminary.org 再进 Donations 奉献即可付款），汇款后请通知我们。 】 

5. 丰收收到齐全的数据后由院长电话约谈（或面谈），并请接受入学考试。 考试采取荣誉考试，由学生自行接

受考试。 考试通过即完成入学申请。 

6. 通过入学申请的同学将由学院提供 I-20，请提供护照上的姓名、姓名的正确拼音（要和护照上完全 一样），

中英文地址（户口地址及邮件地址）、邮编。 入学者接到 I-20 后请立即到当地领事馆预约入 美签证的面谈*。 

7. 丰收的国际学生属 M-1 的学生，学校开具的 I-20 可合法居留一年。 一年后要申请签证延期（可延签 2

次，每次一年），延期申请费每次需$370（交给美国移民局）。 

8. 通过签证后就可买机票来到丰收校本部就读。 是否批准签证由美国领事馆决定，请在签证通过/被拒 后立即

通知学院，并告知是否需要进行第二次签证，否则学院会在一周后直接取消学生系统中的 I-20 申请。 

9. 签证时申请者须向美国大使馆提供至少$2 万以上的财力证明（学生在美国一年的学习及生活基本费用）。  

 * 签证需缴纳签证费给美国领事馆，另外还需缴纳 I-901 表格的费用 $350 美元。 这些费用需要在签证面谈

前缴纳给美领馆（若有调整收费金额，需以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要求为准）。 

费用： 在美国学费、生活费预估（以下金额以美金计算） 

a. 一年学费约为 $ 7,500 （一年三季，每季 12 个学分 ） 每学术学分 US $200 / $150。  

  美国移民局要求 I-20 的学生每季至少须选读 12 个学分。 

b. 一年房租（外住），单身约为 $ 10,800（若租用学校宿舍，则约为 $ 6,0 00） 

c. 一年食物，单身约 $ 6,000 （最少） 

d. 一年杂费，含购书、电话、公交车等，约 $ 1,000  

e. 一年总开销约为 $20,000~$25,000 美元不等; 若加上汽车销费，则费用相对增加。  

http://www.harvestseminary.org/
http://www.harvestseminar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