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哥顿－康维尔神学院的成立是在三个人的领导下实现的。他们是著名布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牧师，

哈罗德	  J.	  阿肯贵(	  Harold	  John	  Ockenga) 博士和慈善家 J.	  霍华德.	  皮尔	  (J	  Howard	  Pew)。他们都看到在美国东北部

建立一所优秀福音派神学院的需要。于是在 1969年，原属宾州费城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的康维尔神学

院与原称波士顿宣教培训学院	  (Boston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和歌顿神学与宣教学院	  (Gordon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Mission)	  的哥顿神学院完成了合并。他们对这所刚成立的哥顿－康维尔神学院的共同异象是“在一

个明确的福音派的框架之内，建立一所独立｀跨宗派的神学院，其支持者们在对神话语无误权威之信仰上合一,…
其委身在于教育那些福音广传的所有事工当中的弟兄姊妹。”哥顿－康威尔始终信守我们创始人们的异象，继续

培养那些在今日文化当中热心广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	  
	  
校区 	  哥顿－康维尔的有宿舍主校区位于美国麻省汉密尔顿市	  (Hamilton,	  MA)。我们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 

(Charlotte, NC) 和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	  (Jacksonville,	  FL) 的分校致力于成人教育。我们在麻省波士顿市区的

分校致力于城市事工教育。 

 

主要负责人 现任院长是丹尼斯 P. 霍林格尔	  (Dennis	  P.	  Hollinger) 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和寇曼 M. 

莫克勒	  (Colman	  M.	  Mockler)	  基督教伦理杰出教授；现任董事会主席是小约翰 A.霍夫曼 (John	  A.	  Huffman,	  Jr.)。
他曾在全美牧养过多间教会，并有九本著作问世。 

 

教授团  超过六十位世界闻名的教授在哥顿－康维尔的四个校区任教。他们的专业从圣经考古一直到解经式讲

道都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宗派和背景，但都致力于教会领袖的预备和装备，使之到神所呼召之处事奉。 

 

学生 我们共有超过二千一百名学生。他们来自六十四个国家和九十一个宗派。 

 

阿肯贵研究所 哈罗德	  J.	  阿肯贵研究所	  (Harold	  John	  Ockenga	  Institute) 是以哥顿－康维尔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

命名的。该研究所的存在目的是通过各种教育资源，把哥顿－康维尔的异象延展出去，装备教会来达致更新，普

世宣教和文化更新。这些资源包括： 

 

＊	 舒马克教会复兴中心	  (Shoemaker	  Center	  for	  Church	  Renewal) 
＊	 海敦 W. 罗宾森讲道学中心	  (Haddon	  W.	  Robinson	  Center	  for	  Preaching) 
＊	 莫克勒 职场信仰与伦理中心	  (Mockler	  Center	  for	  Faith	  &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	 小 J.克里斯迪 威尔迅普世宣教中心	  (J.	  Christie	  Wilson,	  Jr.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	  
＊	 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	 青年指南项目	  (Compass	  Youth	  Program) 
＊	 校友服务  

 

皮尔斯中心 	  (Pierce	  Center)	  皮尔斯门徒建造中心	  (Pierce	  Center	  for	  Disciple-‐Building) 是由约翰和露易斯 . 皮

尔斯	  (John	  and	  Lois	  Pierce) 创办的一个学生灵命培育事工。它致力于使哥顿－康维尔成为一个满有喜乐，以基

督为中心，从圣灵得力的群体。 

 

罗伯特 C. 库利中心 	  (Robert	  C.	  Cooley	  Center) 罗伯特 C 库利早期基督教研究中心	  (Robert	  C.	  Coole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ristianity) 是一个研究和学术基地。它包括罗伯特 C. 库利圣经考古与早期基督教研究

收藏，藏有与圣经考古和社会人类学有关的书籍，期刊，媒体材料和实物。 

 

学位课程  道学硕士 (Master	  of	  Divinity)，文学硕士 （学术）(Master	  of	  Arts,	  Academic)，文学硕士（职业）

(Master	  of	  Arts,	  Professional)，神学硕士 (Master	  of	  Theology)，教牧学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哲学 博士

（宣教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issiology), 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合作)。 

 

	  
联系方式：1	  (800)	  428－7329	  /	  admissions@gordonconwell.edu	  /	  www.gordonconw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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