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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與基督聯合——教會牧養之路」全職教牧同工專題講座
暨新課程發布會已於 6 月 6 日順利完成，感謝主！當天共
有七十多位教牧同工出席，與兩位講者——Dr.	Gordon	 T.	
Smith 和王淑華老師作交流。

•	感恩！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已於 6	 月 12	 日順利舉行，			
感謝上主的保守與預備！畢業禮由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			
黃國維博士以「得着生命」作訓勉，今年共有 30 位同學畢
業，在此再次恭賀各畢業同學，並祝福他們往後的服侍。

專題文章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從不安到安息的關係旅程

講師園地
關於耶穌履海的二三事

生命故事
放下．順服．倚靠

的
三重關係

協奏

教職員消息
•	實用神學講師潘玉萍博士將於 2022 年 8 月起被委任為副
教務主任。

•	實用神學、新約講師凌望基老師 2022 年 8 月起轉為客座
講師。

•	舊約講師蒙日昇博士將於2022年 8月至 12月放安息年假。

校友消息
•	恭賀校友何歡玲（MMCS	 2020）於 2022 年 5 月 29 日獲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她往後
的牧會之路。

畫作由 Philippe de Champaigne（1602-1674）所繪畫。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int_Augustine_by_Philippe_de_Champaigne.jpg	）



專題文章

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 s t i n e 	 o f 	 H i p p o , 	 3 5 4 -
430）——一位在西方基督教歷史中極具影響力的古代
教父；他的著作涉及護教學、教義論述、聖經注釋、倫
理學、講章和牧靈論述等等；其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
《懺悔錄》。

奧古斯丁個人的生命體會：

祢鼓勵他以讚美祢為樂，
因為祢為祢自己創造了我們，

我們的心不安，直到它安息在祢裏面
tu excitas ut laudare te delectet, 

quia fecisti nos ad te 
et inquietum est cor nostrum donec requiescat in te

《懺悔錄》是奧古斯丁的屬靈自傳，裏面不單記載着他
歸信基督的過程，對於他個人內在生命的衝突，更有鉅
細無遺的描述。相對於當代刻意搬離人群、深居沙漠和
實踐苦修的屬靈操練，奧古斯丁為基督教靈修神學帶來
的新突破，將外在的淨化，遷至內在中發生，讓人對自
己與神的關係有更深的理解層次。本文嘗試透過《懺悔
錄》提過的三個花園，展示奧古斯丁與神關係的互動與
變化。		

概貌：不斷變焦的生命

奧古斯丁出生於北非的小城塔迦斯特（Thagaste）；
父親伯特薩烏斯（Patricius）是小農莊的主人，母親孟
尼迦（Monnica）是一位虔誠信徒。雖然奧古斯丁自幼
受母親的信仰薰陶，但年少時期的他，過着反叛的日
子，並熱切追求情慾的事。他父母按着當時的俗例，在
他17歲時為他納妾，並育有一子。到了19歲，他開始
對宗教信仰有興趣，卻加入了當時已被定性為異端的摩
尼教（Manichaeans），並達近十年之久。

當他開始對摩尼教產生懷疑之際，便轉到義大利的
羅馬和米蘭開展他的教學生涯。從小城搬進這個繁
華大都會，他人生的焦點旋即轉向追求成功與財
富；正正在這個時候，他遇上了米蘭城主教安波羅修

（Ambrose），並深深被他獨特的寓意釋經所吸引。
期間也有涉獵柏拉圖哲學，但始終未能滿足他在真理上
的追尋。最後，他在33歲歸信基督，並在他母親的見
證下，與兒子一同受洗，加入教會，在基督信仰中追尋
真理。

第一個花園：罪中之樂

奧古斯丁 16 歲時，家裏的葡萄園旁邊有棵梨樹，長滿
了梨子。一次深夜，他與一黨頑童偷去樹上所有梨子。
對於當時自己偷梨的動機，他有這樣的解說：
主啊，偷竊一定是祢的律法所禁止的……
我想偷竊，而我的偷竊，並不是因為我有甚麼缺乏，
只因缺乏正義，惡貫滿盈。
我所偷的東西，自己已有很多，而且質素比這些更好。
我不是愛享受所偷來的東西，
我所愛的，就是偷竊本身，就是罪惡本身……
主啊，請看我的心，請看我的心，
它已沉淪至深淵的底裏，祢卻憐惜它……
(conf.2.4; 筆者譯 )

正在少年反叛期的他，只為作惡而作惡。他很清楚自己
原本擁有的已有餘，也更好，偷竊不是他藉以獲取益處
的手段，偷竊本身就是他想要做的。值得留意的是，他
知道這是違背聖經的律法，但他就是喜歡干犯；他知道
主會憐惜自己，但卻不會感激憐惜自己的主。他只以自
我為中心，亦以滿足自我慾念為人生的焦點。

第二個花園：聽主呼喚

從非洲到義大利，從羅馬到米蘭，奧古斯丁已長大成人
了，他不單走過一條長長的旅程，更在信仰路上經過
一段迂迴的路徑。遇上了米蘭城主教安波羅修後，一
方面給了他多方的啟廸，但另一方面，卻牽動了他內心
的衝突，常令他痛苦非常。他曾如此描述：「我自己也
覺得很奇異：我已愛了祢……可惜這種好景是不常的」
（conf. 7.17）、「我尋獲了珍珠，我當犧牲一切去買
它；可是，我還猶豫着」（conf. 8.1）、「當永遠的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從不安到安息的關係旅程 王淑華

靈修神學、實用神學講師

	 1.	奧古斯丁著，應楓譯：《懺悔錄》（台北：光啟，1987），124。
	 2.	 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	《懺悔錄》（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163-164。
			3.	 奧古斯丁著，應楓譯	：《懺悔錄》（台北：光啟，1987），157-158。

福樂，向我們招手時，塵世的福樂也來施展它引誘的技
倆。一個靈魂具有二者的愛好，但二者都不能佔有整個
意志，因此，靈魂被重大的憂苦所割裂；真理他更愛前
者，而習慣又使它捨不得後者。」（conf. 8.10）1	

奧古斯丁在米蘭的住所旁邊有一個小花園，常是他哭禱
的地方。一天，他來到這小花園，並「躺在一棵無花果
樹下，盡讓淚水奪眶而出」，在禱告中邊說邊哭時，突
然聽到像鄰居傳來的一把聲音，說：「拿着，讀吧！拿
着，讀吧！」(Tolle	 lege,	Tolle	 lege)。他便隨手揭開
聖經閱讀：「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
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
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十三 13-
14）當他剛讀完最後一句時，他感到「一道恬靜的光
射進心中，潰散了陰霾籠罩的疑陣」（conf. 8.12）2	

這次，奧古斯丁直接經驗了神藉聖靈給他的指引，又因
他向神存着順服和開放的心，就經驗了神的恩典，使他
從極大的困苦中得了釋放，並有能力去選擇向神獻上自
己。就在這頃刻之間，奧古斯丁的生命被神轉化了。
		

第三個花園：愛中連結

奧古斯丁在 33 歲受洗，後來與母親到羅馬的奧斯底港
口岸時，亦有另一段屬靈經驗：
我的母親離世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一天，祢使我們母子倆人，獨自憑窗遠眺：
我們的視線恰射到我們舊居的花園……
在最溫暖的空氣中，我倆相對而談。
拋掉過去，凝視將來，在祢的真理面前，我們彼此探問：
那個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心裏未明的永生，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我們的心神轉向造物主飛去，
我們拾級而上，數盡了一切有形之物，
就是那個蒼天：日月星辰照耀大地的據點，也不例外。
接上去，在稱奇頌揚聲中，我們又看了祢在我們身上的
各種傑作。
我們又穿越我們的靈魂，到達豐富無窮的境界……
我們談論上智，景仰上智，我們的心，在一種高度的興
奮下，
剎那之間，同它接觸……
(conf. 9.10) 3

若將奧古斯丁在第二和第三個花園的屬靈經驗作個比
較，相同處是兩者都屬超自然的、含奧祕的、發生於內
在的、與神有連繫的；而不同處，是第一次只是奧古

斯丁的個人經驗，而第二次卻是他與母親的共同經驗，
無論對奧古斯丁或對他的母親，相信都是一份恩典和安
慰。奧古斯丁與母親的關係非常密切，當母親快將離世
之時，能與她一起「穿越……靈魂」並「到達豐富無窮
的境界」，又能坦然交流對當下和對永生的看法，都是
一個非常寶貴的共同回憶。

另外，他們似乎已超越了地上有形的物質世界，尤如保
羅所經驗的「三層天」（林後十二 2）；而這裏所形容
的心情是「在一種高度的興奮下」，彷如現代語言中的
「狂喜」狀況。奧古斯丁不是神祕主義者，但他有神祕
的經驗，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上，神本身就是一個奧
祕，而在這階段的奧古斯丁，與神已有密切的連結關
係。

當他聽到母親說：「此生已毫無留戀之處。我不知道還
有何事可為……我的願望都已滿足」這種在滿足中放下
的意向，必成為奧古斯丁在不捨中能以釋懷的原因。深
信這不單是他與母親的親密時刻，更是他與主的親密時
刻，他從主裏領受的安慰，遠遠超過我們可想像的。

就是這樣，奧古斯丁的生命，從眾多焦點中慢慢聚焦下
來，又從紛亂黑暗的內在世界慢慢邁向光明的方向，以
致後來他回望自己的生命時，他如此慨歎自己走過的
路：
我太遲愛祢了，祢的美麗萬古常新，
我太遲愛祢了！祢在裡面，我卻在外面尋找祢；
殘缺不堪的我，只奔向祢所創造的炫目事物。
祢和我一起，我卻沒有和祢一起。
(conf.10.27; 筆者譯 )

結語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所呈現的生命旅程，亦是我們
的生命旅程。雖然我們的故事不會與奧古斯丁一樣，
亦未必擁有他的神秘經驗，但他的生命旅程中有兩個
重點是與我們相通的：第一，關於他與神的關係，是
動態的（dynamic）、直接的（immediate）和親密的
（intimate）；第二，關於他看生命的終極，沒有別的，
只有歸回與神在愛裏的關係。此刻，筆者邀請你稍微安
靜，留意一下奧古斯丁與神的關係旅程，對於你有甚麼
啟迪？神在其中向你說甚麼？



講師園地

我們習慣將相近的資料歸類、合併，以方便記憶。例如
耶穌履海與平靜風浪，它們之間有共通點：都發生在晚
上；1 都是海面波濤洶湧；與及門徒表現懼怕等。2 雖然
是不同的事件，卻常被我們在腦海中合併起來，於是我
們便對事件的起承轉合與及意義產生概括的印象，但不
幸地有時這些圖畫並不準確。

舉例說，我們是否有印象耶穌關切門徒在小船上被海浪
搖撼的苦況，所以在海面上走過去為他們解困？事件結
束時，門徒的信心和認信都增強了？但馬可福音的記述
跟這印象並不脗合。按馬可福音六章47-48節「…耶穌
獨自在岸上，看見門徒因風不順，搖櫓甚苦。夜裏約
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們那裏去，意思要走
過他們去。」這裏顯示耶穌雖然關注門徒的處境，走近
他們的船，但卻無意登船，只是從旁邊經過。呂振中譯
本的翻譯是「想要在他們旁邊走過去」，英文聖經雅各
王欽定本用的字眼是	“pass	by”。此外，到了事件的
結束，門徒的狀況是感覺「驚奇」（可六57），但並非
因為耶穌及時的救助或平靜風浪的大能，而是「因為他
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可六52）；
而「愚頑」基本上是心裏剛硬的意思。我們對於履海事
件以門徒正面的信心建立和宣認為結束的印象，其實是
來自馬太福音十四章33節：「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
『你真是神的兒子了。』」然而這並不是馬可想要帶
出的重點。這例子說明，將類近的敘事的不同記載合併
或者混合起來，對讀者了解福音書作者的用意未必有幫
助。

催門徒上船，氣氛繃緊

福音書的作者們從不同角度為讀者陳述事件，欲帶出
他們期望傳遞的獨特信息，而我們將不同記載合併的
做法，有時恰巧令我們對作者的觀點視若無睹。合併
（conflate）資料的過程會將細節約化，反使我們把不

同作者的觀點混淆（confuse）。若我們拒絕將不同書卷
的記載混為一談，而是關心個別段落中的細節，例如馬可
福音六章45-53 節所記的履海事件，則耶穌從船旁經過，
與及門徒的心硬愚頑等的現象，便需要作出詮釋。3從耶
穌「催」門徒上船的動詞可見（可六 45），主需要以近
乎強制的命令，勉強門徒出發，原因可能是經歷五千人
吃飽的神蹟，群眾與門徒皆十分亢奮，門徒可能認為要
乘機而起，藉群眾支持達成他們心中的各種議程；而群
眾的情緒按約翰福音六章 14-15 節所形容，正蘊釀要推
舉耶穌作王。那刻耶穌可能認為必須將門徒與群眾分開，
以免他的職事被人的情緒所騎劫。

但若果門徒需要冷靜下來，為何不引領他們一同退到山
上禱告？若主自己也要在完成一個大型聚集的服侍後，
安靜在天父面前禱告，門徒豈不更應如此？馬可福音六
章 52 節可能提供了答案：門徒心裏剛硬，拒絕接受耶
穌對分餅以後的處理手法。登船的一刻他們與耶穌的關
係十分繃緊，因此那時並非隨耶穌退到山上禱告的最佳
時機。他們在航程中一直心裏嘀咕，不滿的情緒在悶燃，
這可能是耶穌在船旁經過而不登船的原因。主雖然關心
門徒的安全，但小船早已擠滿這幫大男人膨脹過度的自
我，容不下他們的拉比和他的教導（船外不住翻騰的波
浪，似乎是門徒內心狀態的寫照）。船上狹小的甲板並
非疏導門徒心中鬱結的理想地方，即使主在那一刻開口
教導門徒，他們尚未平伏的情緒令他們無法聽得進去；
或許耶穌等待在對岸會合他們的時候再化解這矛盾。

在深深的歎息中啟航

馬可描述耶穌與門徒的加利利海航程，每每充滿了張力。
例如在四章 38節的描述，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
門徒叫醒了他，接下來的說話毫不留情：「夫子！我們
喪命，你不顧嗎？」馬太和路加在他們的記述中都沒有
「你不顧嗎？」這尖刻的詰問。馬可卻為我們呈現了這
充滿火藥味的一幕，貫徹了馬可對一連串加利利海旅程
所營造的氣氛。又例如馬可福音八章 11-13 節記述耶穌
面對法利賽人盤問，為此「深深地歎息」，讀者感受到
當時氣氛的低沉，在這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主和門徒上
船展開另一次海上航程。天高海闊沒有令船上眾人的心

關於耶穌履海的二三事 葉沛森
神學客座講師

	 1.	除了路加福音八章外，其餘記載均明確指出事件在晚上發生。
	 2.	 聖經用了不同字眼描述門徒反應，但大抵上都指向他們在處境中經歷恐懼。
			3.	 參 Elizabeth Struthers Malbon. “The Jesus of Mark and the Sea of Galile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3, no. 3, (Sep 1984), 363-377. 與 及 Dane C. 
Ortlund,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Escha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esus Walking on the Sea,” Neotestamentica, 46, no. 2, (2012), 319-337.

	 4.	 耶穌履海記在：馬太福音十四章 22-34 節，馬可福音六章 45-53 節與及約翰福
音六章 15-21 節。耶穌平靜風浪則分別記在：馬太福音八章 23-27 節，馬可福
音四章 35-41 節，與及路加福音八章 22-25 節。

	 5.	 參 Brian D. McPhee, “Walk, Don’t Run: Jesus’s Water Walking Is Unparalleled 
in Greco-Roman Mytholog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35, no. 4, (2016), 
763-777.

	 6.	 參 Jason Robert Combs, “A Ghost on the Water?: Understanding an Absurdity 
in Mark 6:49-50,”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7, no. 2, (2008), 345-358，
與及 Albert-Marie Denis, “Jesus’ Walking on the Water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ericope in the Gospel Tradition,” Louvain Studies, 1, no. 3, 
(1967), 284-297.

境回復開朗寬廣；門徒為着忘了帶餅彼此議論，未能領
會耶穌囑咐他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希律的酵是甚麼
意思。門徒一再誤解耶穌的說話，為此耶穌一連向門徒
發出了九個問題，載在第 17 至 21 節。耶穌重提先前分
餅給五千人和四千人的事，讀者若停駐在這段經文中細
細咀嚼，必定感受到當中複雜的情感。這趟旅程在歎息
中啟航，其中門徒對耶穌的誤解令他慨歎何以他們聽見
卻不記得，看見卻不明白。重讀這些事跡，雖然歷史的
距離令我們比門徒更清楚耶穌的身份和使命，但我們的
閱讀習慣仍可能扭曲我們對經文的理解，只讀到我們預
設並且希望得到的結論。

神蹟、神話與鬼怪出現的誤會

耶穌履海與及平靜風浪的事蹟，在福音書中分別各記錄
了三次。4 換言之，讀完四卷福音書，讀者總共六次碰
到這些情節接近的敘事。除了有意無意間將它們合併並
且混淆其中細節外，另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讀者對
於重複出現的事物失去了敏感和好奇；例如：在水上行
走比死人復活更令人意外，從舊約到十字架事件發生之
前，都有死人復活的報告。即使在今天，偶然也會聽到
見證或報導，一些已被證實死亡的傷病者復活過來；然
而，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案例卻是沒有。讀者會否質疑耶
穌履海只是從希臘羅馬文化裏的神話傳說改編而成的故
事，因此懷疑其歷史真實性？又例如經文描述門徒見到
耶穌履海卻認為是鬼怪（可六 49，太十四 26），門徒
如此反應是否自然並且理所當然？華人的通俗文化中有
水鬼的觀念，猶太文化是否也一樣？讀者腦海中可能曾
經閃過上述的疑問，但在重複接觸情節近似的記載後，
可能會對這些問題的敏感度降低，因而忽略了對其中細
節的探討。

有學者研究神話人物在海上的活動，發現耶穌履海的記
載相當獨特，並非模仿或回應當時的神話傳說。5	神話人
物往往是因為本身特殊的能耐或者得到特別的器具，因
而可以在水面上高速奔馳。例如神祇或英雄人物借助神
奇的快馬、馬車、箭等，可以橫渡水面；亦有一些人物
因為能跑得極快，故此可以在水上往還。聖經記載的履
海事件，耶穌沒有使用任何器具，更明顯的分別是他如

常步行而非高速滑翔，反映福音書作者無意借用神話元
素。相反，福音書的記載卻是要讀者想起約伯記九章8
節「他獨自鋪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以此表達耶
穌的神性身份。

有學者研究當時文化中鬼怪的觀念，認為猶太人的文化
中雖然對鬼或者幽靈的來由有不同的說法，而且這些民
間觀念往往沒有嚴格的定義，但當時倒沒有鬼、惡靈或
幽靈在水面活動，或在水底下活躍的想法。6 相反，民
眾一般認為河、海、湖、泊，對鬼靈而言是界限，它們
不能闖入，而沒入水中的鬼靈會因此而消滅，鬼附的豬
群投入海中正是要表達此意。門徒眾口一詞認為所見的
人影是鬼怪，對當時讀者而言是匪夷所思的。門徒不僅
是誤判，他們的想法甚至違反當時的「常識」。如果這
種扭曲判斷的出現，是因為他們誤解耶穌，並且硬着心
拒絕耶穌處理分餅善後工作的決定，則讀者不得不引以
為鑑，恐怕我們的偏執也會使我們落入類似的錯謬中，
明明眼前是風浪之上的主，卻以為是威脅，甚至乎是邪
惡化身。

上文希望為讀者指出，耶穌履海和平靜風浪的記載當中，
由於有相近的情節，加上有共六次的記錄，不同段落容
易被我們混為一談，既可能因此忽略重要細節，亦削弱
我們對其中內容的敏銳分析，結果未能對內裏意義詳作
探討。至於馬可筆下門徒的魯鈍，是在十字架事件之前
的情形，人對耶穌的認識尚未完整。相比之下，我們今
天對耶穌的認識，卻是在主復活升天之後，加上二千年
來教會無數的見證，讓我們能清楚認定基督的身份。因
此，我們可以體諒門徒當時的限制，並且感激福音書作
者毫不掩飾他們的不足，讓後來的人能夠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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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推廣

每天努力所為的是甚麼？是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解鎖任
務？是要增加技能和提升裝備，累積技能使自己成長？
或是在無數的選項中，尋找正確的路徑前往目的地？踏
進中宣，感恩能遇上一年級的好同學，能一起組團挑戰
不同的任務，也有師兄師姐給予支持鼓勵，並在老師們
悉心的指導下，上學期就這樣愉快地渡過了。

只是下學期尚未開始，第五波疫情就
在社區迅速爆發，防疫政策收緊
令學習進程受阻；其中，最
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圖書館
的關閉。缺乏閱讀參考
書令我在這學期躊躇
不安，期待圖書館
重開的心情，就像
駕駛着一輛燃油
將盡的汽車期盼
油站盡快出現一
樣。這段時間，
我發現閱讀不單
是我的樂趣，也
是我的安全感所
在，我對書本的倚
靠甚至多於對上主
的倚靠，我就如此這
般，在疫情中上了一課
「識驚學」。

識驚卻不識經，釋經卻常擔驚。在釋
經過程中因怕犯錯，我常引用不同著者的話去
表達自己的想法，或輕信不同著者的意見。老師在釋經
的教導中提醒我所能依據的只有聖經，而非任何的權威
和著者，並時刻要持守批判的思考精神，在聖經內探求
答案。誠然，我喜愛閱讀卻缺乏深思，對自己的觀點缺
乏自信，只希望在不同作者的視角中尋找啟發的亮光和
肯定的觀點，不知不覺間捨本逐末，忘記了學習的意
義，也忘記了研經的樂趣。

進入學院前，在教會中分享蒙召見證後，有一位長輩勉
勵我，進學院後記得多讀聖經，那時我雖點頭稱是，但
心裏也有點納悶，進神學院怎麼不會多讀聖經呢？然而
我在入讀後為了處理功課，不斷進食二手聖經，逐漸忘
記了徒手讀經的樂趣。疫情下離開了琳瑯滿目的圖書
館，從而提醒自己需要以聖經的文本進深認識，這是我
在疫情下的一個重要學習。

釋經是為了講道，在「講道學」中老
師在課堂內外讓我們明白講道的
重要性，講道者不單要尊重文
本，細緻了解經文的每句說
話，也要重視每位聽眾，
讓聖經的說話與自己生
命的故事彼此產生共
鳴。準備講章，是思
考主的教導，也是反
思自己的生命與上主
關係的旅程，我雖不
擅辭令，但我樂於為
主作見證。

防疫政策放寬後上的
第一堂，就是「講道實
習」，在久違的校園講台上

分享，喜悅甚於一切。這喜悅
是因為看見疫情已到盡頭，這盡

頭並不是指疫情已經完結，而是疫情
中的幽谷已經走過，在其中我已經看見上

主所賜予的盼望。或許在抗疫路上仍有更多高山低
谷，但在這旅途上我已經與團隊會合，珍惜此刻重聚，
朝向面前目標前進。

感謝主讓我釋去心中所執，經歷上主陶造，學習單純	
倚靠。

放下．順服．倚靠 蔡子健
道學碩士同學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神人關係的歷史神學 王淑華老師 中華鍚安傳道會
華基堂

9月 19日（逢週一）

默觀基督 賴玉芳老師 Zoom網上平台 9月 19日（逢週一）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秋季課程（7 至 9 月）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苦難中飄零——
尋找聖經敘事裡照管的上帝

葉沛森博士 Zoom網上課程 10月 7日（逢週五）

愛有明天——
建立以基督為首的家庭

陳芝瑛老師 Zoom網上課程 10月11日（逢週二）

聖經中的「無雙譜」：
相同不等同

凌望基老師 錄製課程 10月12日（逢週三）

戴上希伯來文的眼鏡 周曉玲老師 Zoom網上課程 10月17日（逢週一）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親密婚姻的智慧 王雅芬老師 基督教宣道會
元基堂實體上課

10月 6日（逢週四）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普及神學課程（10 至 12 月）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17 查詢。

校本部課程
以下課程將公開接受有興趣的肢體旁聽，讓我們在生命成長上有更豐富的裝備。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雅各書與彼得前書析讀 馮紹聰博士 待定 9月 6日（逢週二）

歡呼收割——讓穆民沐主恩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平台 9月 7日（逢週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