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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感恩新學年有 4 位同學入讀校本部課程，求主帶領他們的
學習和適應。

•	感謝主，饒靜怡姊妹已於 7 月下旬上任行政主任一職。願
主賜福和帶領她在學院的服侍。

•	2021-22 年度事工報告經已出版，	 詳情請參閱《2021-
2022 年度事工簡報與展望》，或到學院網頁 www.cms.
org.hk 下載。

•	請記念學院在 2022-23 年度經濟上需要（HK$1,066 萬），
求主預備。

•	感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繼續資助學院「基督教屬靈
導引碩士」課程的發展經費，盼望此課程能為教會這靈性
牧養工作帶來新的動力和資源。

專題文章
淺談實用神學
——有不實用的神學嗎？

講師園地
牧養之旅途

生命故事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校友消息
•	感謝主 2022-2024 年度校友會職員會改選已順利完成，經
職員互選後，各崗位如下：

	 主席：羅曉彤（MDiv	2017）
	 文書：曾建忠（MDiv	2020）
	 財政：劉淑蓮（BTh	2016）
	 職員：朱麗玲（MDiv	2011）、Jin	Yu（MDiv(H)	2018）、
	 	 	 余偉英（BTh	2018）、陳碧霞（MCSS	2018）、
	 	 	 李寶珠（BTh	2021）

•	恭賀校友胡運基（BTh	 2005）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獲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他往後的牧
會之路。

「 實 用 神 學 能 發 揮 橋 樑 的 作 用 ，
     將 學 術 研 究 與 教 會 實 踐 連 繫 起 來 。 」



專題文章

近代神學院通常把神學教育的內容分為聖經、教
會歷史、教義神學及實用神學四個範疇。「實用
神學」（Practical Theology），或譯作「實踐神
學」，這範疇包括那些與教會實踐相關的科目，
例如基督教教育、崇拜學、講道學、教牧輔導
等。有些弟兄姊妹聽到「實用神學」這名稱會感
到疑惑，問道：「難道神學院有些科目是不實用
的？」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神學」一詞源於希臘文	theologia，指對眾神或一神
的討論，1	本質上並沒有「實用」與「不實用」之分，
只是當我們接觸到一些神學科目，例如教會歷史或教
義神學，在未能掌握其內容，或不清楚科目內容與自身
生活的關係時，便會覺得那科「不實用」。然而，這種
「不實用」的感覺又可能隨着對科目內容的掌握而減
少。曾聽過有同學分享：「在未修讀教會歷史以前，以
為這科目的內容沉悶。但讀下去，就發現此科幫助我更
深認識基督信仰的傳統，明白先賢怎樣面對信仰掙扎，
使我對今日教會面對的問題有新的理解。」教會歷史雖
不屬於「實用神學」範疇，但又可以非常實用，因為能
拓濶學習者的視野，帶來信仰實踐的更新。

既然其他神學科目都不乏實踐的元素，實用神學有何存
在價值？筆者嘗試透過兩位神學家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及歐斯孟（Richard	
R.	Osmer）（1950-現在）的觀點，淺談實用神學在神
學教育中的角色與貢獻。這兩位神學家生於不同年代，
但他們都重視建立神學與教會實踐之間的緊密關係。

士來馬赫：實用神學作為樹冠

士來馬赫有「現代基督新教神學之父」之稱，他是德國
柏林大學的創辦人之一。他在大學內成立神學院，並曾

擔任該校的校長（1815-1816）及神學院院長（1813-
1814,	 1817-1818,	 1819-1820）。2	他撰寫的《神學
研究綱要》（1811初版；1830再版），確立神學研習
的綱要並闡釋其背後神學理念。士來馬赫認為神學的
具體研究對象是基督教信仰，神學雖包含寬廣的內容
與研究方法，但它們都連繫於共同的基督信仰。3	他
將神學研習的內容分為三部分，分別是：哲學神學
（Philosophical	 theology）、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及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

哲學神學的目的為要幫助學習者掌握基督信仰之重要特
質，其內容包括護教及論戰的訓練。4	歷史神學的目的
為要幫助學習者整理基督教理念與基督教實況之間的關
係，其內容包括釋經神學、教會歷史、教義神學及教會
統計學。5	而實用神學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明白
及掌握帶領教會的原則與方法，其內容包括教會管理、
敬拜禮儀、牧養關顧等。6	這三個部分關係緊密，缺一
不可。士來馬赫比喻哲學神學為樹根，實用神學為樹
冠。他認為神學的學習是始於哲學神學，進而研習歷史
神學，最後邁向實用神學。最終學習者能適切地帶領教
會，就是神學研習所結出的果子。7	士來馬赫提出的神
學研究綱要，讓我們看見各神學科目有不同的目標與特
質，實用神學與其他學科緊密相關，並擁有同一目標，
就是裝備教會的領袖。

淺談實用神學
——有不實用的神學嗎？ 潘玉萍

副教務主任

	 1.	《聖經神學辭典》（下冊），見〈神學〉條。
	 2.	 參：賴品超：《邊緣上的神學反思：徘徊在大學、教會與社會之間》（香港：基
督教文藝出版社，2001)，55-56。

	 1.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Brief Outline of Theology as a Field of Study: Revised 
Translation of the 1811 and 1830 Editions, trans. Terrence Tice, 3rd e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1), 1-14. 

	 4.	 Schleiermacher, Brief Outline of Theology, 15-30.
	 5.	 Schleiermacher, Brief Outline of Theology, 31-96. 
	 6.	 Schleiermacher, Brief Outline of Theology, 97-126.		
	 7.	 Schleiermacher, Brief Outline of Theology, 12, footnote 35.	 另 可 參：Richard 

Crouter, “Shaping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he Brief Outline on the Study of 
The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ed. 
J. Mariñ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3. https://doi.
org/10.1017/CCOL0521814480.007. 

歐斯孟：實用神學作為橋樑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現代福音派神學家歐
斯孟，在闡述其觀點之先，筆者要先勾
畫一下二十世紀神學教育面對的挑戰。
隨着大學教育愈來愈專業化，各科各系
都發展專門的研究，彼此的交流漸漸減
少，就連神學教育也面對着「碎片化」
（Fragmentation）的危機，8	各學科都
專注發展自己獨立的研究範疇：聖經研究
就專注於研讀原文和文本比較；教會歷
史就專注於歷史研究……。學科之間卻
缺乏交流，失去了共同的理念基礎與目
標，與生活的處境也好像脫了節。

神學教育「碎片化」的現象逼使神學
院重新思考「整合」（Integration）
的問題。過去數十年實用神學的發展
正回應這「整合」的呼聲，學者們提
出各樣理論將神學連結於實踐。其中歐
斯孟認為實用神學能發揮橋樑的作用，

將學術研究與教會實踐連繫起來。歐斯孟提出的實用神
學，包括以下四個任務：9	
一．描述當下：發生甚麼事？
二．詮釋處境：為何是這樣？
三．神學反省：應該要怎樣？
四．更新實踐：現在要怎麼做？		

歐斯孟提出的思考進路以觀察當下的處境作起點，我們
要細心觀察當中出現的信仰實踐狀況，進而探索造成這
狀況的各種因素，然後從神學及其他學科中尋找相關的
理念，以決定適當的實踐原則，以致能提出建議，更新
實踐的方向。

筆者最近教授一科「小組與教會」，就嘗試運用這個思
考進路引導學生去反思教會的小組事工。我要求他們先
選擇一個教會處境，然後深入觀察當中小組運作的情
況，包括：小組的目的，組內互動的情況，與教會其他
單位的關係等；繼而探討為何這小組會如此運作；接下
來，同學們需要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去分析這小組的運
作情況。例如：他們可以運用小組動力的理論去解釋小
組的互動，也可以運用聖經及其他神學資源去分析小組
正發揮或缺少甚麼教會功能。最後他們要嘗試提出更新
小組運作的建議。

實用神學科的教學目標並不止於傳遞實踐的理論與技
巧，更要幫助學生敏銳觀察並詮釋當下處境，及建立神
學反思的能力並提出建議。按歐斯孟的觀點，實用神學
實有助維繫神學教育的整全性，因它既能連結神學與實
踐，同時也能促進跨科際的對話。不過，若要進行神學
反思，或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學生需要在其他學科中
建立穩實的知識基礎，才能有足夠的材料進行反思。故
此，實用神學與其他學科的學習必定是相輔相承的。

結語

神學院課程中有「實用神學」這範疇，並不代表其他學
科不實用。士來馬赫看實用神學為樹冠，他認定神學教
育內容的整全性，各神學研究範疇環環相扣，彼此豐
富，神學的研習是以造就教會為目標。歐斯孟則看實用
神學為橋樑，他認為實用神學的研究方法能幫助學習者
敏銳觀察及詮釋當下處境，並建立反思能力，將神學學
習與實踐連結起來，叫神學教育不「離地」。

	 8.	 Edward Farley, Theologia: The Fragmentation and Unity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3), 127-149.

	 9.	 Richard R. Osmer, Pract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2008), 4-15.



講師園地

神的話語光照起行

這故事由上主的呼召開始。

記得在我入職教師工作前，有機會參與由香港基督徒學
生福音團契以「走不知道的路」為主題的信仰反思營，
在營會中聽到李思敬博士宣講以賽亞書的信息，心裏感
到非常震撼，想着：「為甚麼我從來沒有想到神的話語，
竟然藏着如此豐富的信息，能帶領我們進入另一個新的
世界？我一定要好好學習和領受神的話語。」那時，心
裏很期待如上主對以色列人的邀請：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
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平直。這些事我都
要行，並不離棄他們。」（賽四十二16）
是的，我願意跟隨上主的帶領「走那不知道的路」！

神學學習的旅程

在我任職中學教師期間，我曾參加不同的信徒神學課
程，初嘗基督信仰內容的遼闊。更感謝主賜我一位與我
同走天路的妻子，我們有着相同的呼召和心志——要讀
神學，去牧養教會。我們在 1998 年一起入讀中國神學
研究院的道學碩士課程，開展一次基礎紮實的神學研習
之旅，那時既有美好學習，又能結識眾多良師和日後在
牧養上的益友和戰友。三年的道學碩士快將完成時，我
心裏清楚領受上主的呼召——繼續神學的學習旅程。在
祂的開路下，我繼續攻讀神學碩士，接着到崇基學院神
學院研習基督教倫理及教會論；期間開始作傳道，一邊
牧會，一邊進修，並分別於 2007 及 2013 年完成神學
碩士及神學博士課程。

在這裏，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神學研習的歷程。在修讀
神學碩士時，是以基督教倫理學為方向，探討信徒的信

仰與實踐之關聯，因為倫理是行動中的神學，神學是倫
理的基礎資源；後來知道基督教倫理亦有眾多進路，如
社會福音倫理、超越性的神學倫理、愛的倫理、門徒倫
理、解放倫理、品格倫理及福音派倫理等。不同進路背
後的基礎也相當不同，所引起的神學詮釋及應用，更是
大不相同。於是，心裏不時問：「對於教會群體，那樣
的神學倫理更合乎聖經的啟示、更能見證基督？」

往後，讀到葛倫斯（Stanley	J.	Grenz）對基督教倫理
的基本看法，他說：「基督教倫理乃是聖經啟示的神學
異象，在基督徒群體中的塑造和體現。」這方向啟發我
更多轉回聖經啟示對基督徒群體的塑造和展現。當然更
重要的是，在研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的神
學倫理後，我的學習方向也有所轉變。

整體上，侯活士的神學思想，一直關注基督徒群體的信
念，能否在真實生活中實踐出來，並被身處的人們看
見，因為教會必然在歷史和地方性上是可見的。他提
出「神學就是倫理」的說法，及「教會本身已是社會倫
理」，兩者都表明教會群體的所信和所行是無法分開
的。換言之，教會的「所行反映所信，而所信帶動所
行」，更重要的是教會的「所行和所信反映所是」。

侯活士這些重要的見解，更深地幫助我明白基督徒群體
的倫理基礎及塑造，換句話說，那就是關乎教會群體的
身份及使命之探究，即「教會論」的研究。這就成為我
在神學博士的研究方向。

從事牧養教導全是恩典

回想起來，上主讓我在十多年間得着牧養教會、進修神
學和及後教導神學的寶貴機會，這必定是出於祂滿有恩
典的作為。若要數算，想到最少有幾方面：

牧養之旅途 葉偉海
顯恩浸信會牧師／神學客座講師

首先，這是上主對我的呼召。上主既給予我有渴慕認識
基督信仰底蘊的心志，祂知道我的條件和需要，正如中
神的李思敬老師早年對我的觀察：「你不是一架戰鬥機，
短短的跑道就能起飛，你是一架珍寶客機，需要長長的
跑道。」的確，我用了相當長的日子，才對基督教信仰
及教會的身份和使命，有較為清楚的了解和認信，以至
能夠面對繁重的牧養及教導的工作。

其次，這是上主給我的負擔。由起初參與教會生活，到
後來牧養教會的歷程，上主給予我最大的負擔，就是：
教會群體活出的身份和使命要忠於教會的主——耶穌基
督。事實上，耶穌基督既是教會唯一的主，祂亦是教會
群體的大牧人，我們就要忠心地跟隨祂。作為牧者，我
必須帶領教會群體，檢視從信徒個人到群體的基礎身份
建構及使命追求，是否跟隨及忠於教會的主及大牧人耶
穌基督的心懷和吩咐。

更重要的是，耶穌指出：「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下）這是主耶穌
一直給我在屬靈生命及牧養教會上的應許。在多年的牧
養及神學進修中，因着耶穌的應許，我不斷在牧養上對
教會群體之所是（being）及所為（doing），進行聖
經及神學上的反省和批判，以至讓教會群體的身份、使
命及路向，更能貼近主耶穌的心懷，並真實地體會從主
而來豐盛的生命。

第三，這是上主給我的福份。「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至缺乏。」（詩廿三1）我的家庭負擔相對較輕，
因為有好的家人照顧父母，有固定的居所，沒有孩子要
供養，更重要的是有同心愛主、事奉和牧養教會的妻
子。我深深體會上主賜這些美好的福份，讓我更能專心
作牧養和教導的工作。

確認牧師及教師恩賜

回想在牧養初期，雖然有基本的神學裝備，但在事奉上
多是依靠自己的經驗和性情，至牧會後數年，才真正發
覺人的本性或「舊我」，的確相當難移。看着不同弟兄
姊妹在信仰生命上長時期沒有改變和成長，許多性格及
價值觀上的「老問題」，仍然不斷纏繞着他們，影響自
己，甚或他人。那麼，耶穌來到我們當中，給我們的新
生命，並且是豐盛的生命，這真實的應許去了那裏？每
當遇上牧養挫折時，我都安靜反思，或是在退修祈禱
中，尋求上主的引領，而每每祂讓我不斷地回到教會的
神學基礎及牧養的神聖根基——神的話語、聖靈的引導
及耶穌基督的生命和使命之中。

這幾年，除了牧養工作，我也有參與神學院的教導服
侍。在中宣，我教授神學和教牧學，上主藉着祂的話與
祂的靈，慢慢地讓我及教會群體，感受並確知道偉海傳
道有從上主所賜的牧師和教師的恩賜。上主賜給我有這
些恩賜，其目的是要我們確認從祂而來的聖徒身份，並
且與領受不同恩賜的肢體們，能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

2022 年 6 日 26 月我被顯恩浸信會按立為牧師。我深
感上主在這全新的時代，藉着教會按立牧師，延續及展
現祂對教會賜恩的應許及作為。願感謝和讚頌歸於我
們永恆的創造主和救贖主！願耶穌基督的教會在不同時
代、不同地方，能忠心地為基督作見證，直等到祂再來。

備註：本文章主要參照顯恩浸信會「按立葉偉海牧師典
禮」中的〈述志〉內容，作出修改。



生命故事 收入 經常費奉獻 908,694	

宣訓奉獻 68,599	

學費及其他收入 532,179	

總收入 1,509,472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254,856)

宣訓支出 (115,045)

行政及課程支出 (684,737)

總支出 (2,054,638)

本期盈餘 / ( 不敷 ) (545,166)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23,656)

累積不敷 (1,611,052)

購置設備 	

2021年 7月至 2022年 6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136,094)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教	/		 ○	經費	HK$____________
		 	環球神學教育事工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課程推廣

在周星馳的一套經典電影《少林足球》中，有一句經
典的對白：「人冇夢想，同條鹹魚有乜嘢分別？」曾
經，我是一個挺高傲的人，心底深處總看不起沒有夢
想的人；但同時，我也是一個很害怕被別人否定的
人，總是希望把最完美的自己呈現人前。我是誰？我
是2012年入讀道碩課程，2016年畢業的校友余俊德
（Johnson）。
	
還記得，那些年在神學院受訓時，我對未來的服侍有很
多想像，例如：如何結合聖經科和靈修科所學的幫助信
徒生命成長？如何讓華人教會群體更重視神學反思的重
要性？如何糾正教會群體一些固有卻偏差了的信仰觀念
和實踐？當年的自己，是一個滿有夢想和躊躇滿志的小
伙子，哪知在畢業後的事奉中，首先要經歷上主修剪的
卻是我自己。

四年的神學時光很快便過去，在畢業的同一年尾，我便
與我的澳門太太成婚，並「嫁了」過澳門生活和參與牧
職。我知道，對於不少香港信徒來說，澳門是一個充滿
迷思的地方，有人帶有「福音初到之地」的情意結，有
人則先入為主地認為澳門是塊「福音石頭地」。而對我
來說，這些標籤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我可做
甚麼？」雖然在神學院期間，常常被提醒牧職是一場長
期作戰，但初畢業的我總是滿懷衝勁，希望能為上帝做
點甚麼。

久而久之，在自己也不察覺的情況下，我慚慚地被自
己對自己的要求，並複雜的牧會處境壓跨了。2018年
中，我正式被診斷患上「焦慮抑鬱症」，懷着無盡的無
奈感中斷牧職事奉。還記得那時的自己，被一層厚厚的

失敗感所籠罩；走在街頭，也不希望被人認出，甚至有
幾次差一點便消失在這個世界上。感恩的是，經過一系
列的輔導和藥物治療，我的情況慢慢好轉，更感恩的
是，上主為我安排了一個「樹窿」，讓我的生命和事奉
心境被重新整理和建立。2019年，我有幸在澳門聖經
學院的圖書館工作，當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在工作的
過程中，上主讓我深深體會「從小事做起」的喜樂；	
無論是為一本圖書編碼、為一棵窗台植物澆灌、為一個
用家介紹書籍……我都學習用心相待，如此便不再擔心
結果如何了。

然而，上主總是十分幽默的，當我「疊埋心水」繼續在
圖書館活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時，在上年開始，祂
藉着不同堂會的邀請讓我思想重新投入牧職的可能性。
起初，我跟上主禱告說：「唔好玩啦，我唔得架」。上
主很好，祂沒有逼我，卻一次又一次跟我說：「我可以
用你，正正係你開始知道自己限制嘅時候。」就這樣，
我跟上主拉鋸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最終我仍是逃避不了
靈裏深處的呼喚，於今年4月起在澳門一間堂會重投牧
職服侍。

現在的我，像是少了一份衝勁，但同時也少了一份燥
動，更體會一切都在上主的時間之中（in	His	 time），
我只管好好地對待眼前的每一個服侍對象，好好地珍惜
有緣相遇的每一個生命。

偶爾回想自己的經歷，就想到：既然主耶穌是那真光，
那麼我們懷着一顆「平心」去做一條能襯托美麗夕陽的
生曬鹹魚，也算是在造福著這個世界吧！各位同道，互
勉之。	

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余俊德
澳門基督教會信心堂傳道／中宣校友

2022 年 5 月至 6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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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蔭宣道浸信會 9月 6日（逢週二）

整全的靈命塑造（二） 黃韻妍博士 中宣校園 9月 7日（逢週三）

歡呼收割——讓穆民沐主恩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實時教
授（其中 9月 28
日安排在九龍區上
實體課）

9月 7日（逢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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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修營地點：
長洲思維靜院

9月 19日（逢週一）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基督教靈修學及教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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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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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