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感恩2019-20學年共有12位新同學入讀，課程包括道學碩
士、神學學士、基督教研究文憑，願主賜福他們和家人在
學習和生活上的適應。

•	2018-19年度事工報告經已出版，詳情請參閱《2018-2019
年度事工簡報與展望》，或到學院網頁www.cms.org.hk
下載。

•	截至2019年6月，學院累積不敷接近HK$600萬，請記念
學院在經濟上的壓力，求主預備。

•	感恩本院獲得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撥款資助香港及內
地「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第二年之營運。

教職員消息
•	實習部主任林榮樹牧師已於7月離職，在此感謝林牧師過
往在學院的服侍。感恩蒙日昇牧師於8月接任實習部主
任，而校友林雯英傳道會擔任部分時間實習導師；求主祝
福蒙牧師和林傳道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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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經常費奉獻 986,633	

宣訓奉獻 250,324	

學費及其他收入 425,648	

總收入 1,662,605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389,914)

宣訓支出 (339,911)

行政及課程支出 (1,021,370)

總支出 (2,751,195)

本期不敷 (1,088,590)

將投資淨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31,562)

累積不敷 (5,894,242)

購置設備 	

2018年7月份-2019年6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19,994)

財務報告 2019年5月至6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若然一個人能夠尋著主所命定的職分 
並且一直努力地去實踐使命 
他/她就是在宣告上主對世界及對個人的主權



禮崩樂壞
數年前開始，已聽見有人以「禮崩樂壞」來形容香
港的社會狀況，可悲的是數年以來，情況不但沒有
好轉，還出現了令人更痛心的崩壞！灰色社會瀰漫
著無奈、迷茫與沉鬱，社會不安，人心求去，既無
法撤回甚麼，只好選擇離開，有人撤資、有人撤退	
（移民）⋯⋯令人痛心的是，專業人才的流失，會令
社會失去一群真正有心有力，能夠作出貢獻的人；恐
怕那些無心之失的「專業失德」，或別有用心的「專
業地失德」，1	將越來越多，對社會及人心造成更大
的傷害。在這樣的情境下，到底我們需要甚麼？或許
我們需要的是，人們能夠重新認定自己在世生活的使
命，並且以真誠無偽、堅毅不屈的態度處之！失序、
沉鬱並非只是今天的社會境況，加爾文處身的中世紀
歐洲社會，工商業開始發展，但社會民生、宗教制度
的轉變卻令人們陷在矛盾當中。加爾文鼓勵信徒要認
定自己的使命，過「在世，而不屬世」的生活。加爾
文的使命觀或許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提醒。

使命人生：
一場宣告上主主權的旅程
在《基督教要義》中，加爾文指出，基督徒在盼望終
末永生之同時，應該善用現世的生活。2	加爾文提醒
信徒們不可過度追求世上的物質，以免心靈被世俗佔
據，甚至高過上主的位置；然而，加爾文同時也說，
過分嚴苛的克己生活亦有違聖經教導。為了避免過分
嚴苛和過分鬆懈的生活，加爾文指出，基督徒應該視
在世生活為一場走向天國的朝聖之旅。3	在世的事物既
是上主在這旅途中，為著人的好處而創造和命定，人
們自然應該好好善用這些恩賜。4人生在世，應當如何
處卑賤和富足，關鍵在於認定一切事物都出於上主，
並且心存感恩來領受。5	換句話說，信徒的人生旅途，

就是要在生活中不斷宣告上主對世界及個人的主權。
加爾文坦言，人很容易迷失，在人生旅途中飄泊無
定，所以創造主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劃定了職分，
這就是人的召命，是人活在世上要去履行的使命。6	若
然一個人能夠尋著主所命定的職分，並且一直努力地
去實踐使命，他/她就是在宣告上主對世界及對個人的
主權；召命成為人生目標，實踐使命亦讓人生變得充
實和有意義。

使命觸發生命的躍動
加爾文的使命觀隱含一份在主裡面的穩妥，而這份穩
妥可幫助人們面對生活的挑戰。7	在實踐使命的道途
上，困難是在所難免的。一個人若是為了個人的野心
或是為了瞬間的成就感去行事，一旦有阻滯出現，或
者只要有某些與個人心意相違的事情出現，出於保護
自己的本能，人在面對困難和痛苦時，很容易會選擇
逃走或退縮；因為沒有把握、害怕失敗，容讓變得膽
怯，因而局限了自己的發展。然而，若然能夠認定自
己所做的事，乃出於上主的命定時，這人就會有能耐
和勇氣去面對個人和環境的挑戰，突破裡裡外外的限
制，觸發生命的躍動，生命的境界亦不再一樣！

加爾文本身就經歷著這樣的生命躍動。在其著作《詩
篇註釋》的序言中，加爾文分享了他在實踐使命過程
中的掙扎，讀來有血有淚。他自言天生膽怯、委婉和
懦弱，在改教時期，卻被迫面對一場又一場的激烈風
暴；8	按他的心意是要一直隱姓埋名，不求聞達，惟
上主的手一直引導他經歷不同的轉折，不容許他按己
意停留，反將他置於公眾的目光下。9	縱然多次逃避
退隱，他卻經驗到「神從高天伸出大能的手來逮捕我
⋯⋯」10	雖多番掙扎，但在面對艱鉅的牧職時，加爾
文仍然願意委身：「出於對本分責任莊重而謹慎的檢
視，我還是說服了自己回到曾經令人痛苦的羊群，只

崩壞．使命．躍動．感動

有主可以見證我是如何以哀傷、眼淚、焦慮與苦痛來
服事。」11	在紛亂和失序中，加爾文若然沒有認定上
主劃定給他的職分，單單按個人意願行事，加爾文就
不會是加爾文，教會歷史就不會出現約翰加爾文這名
字，新教的教會或許也難成氣候！

當我們能夠認定上主劃定給我們的職分時，我們就是
以行動來宣告上主在我們身上的主權，我們的生命也
不再受限；上主不一定會挪開眼前的困難，但這些困
難卻不能攔阻我們承擔使命！在履行使命的那一刻，
上主的恩惠會讓生命有突破性的躍動，並且讓我們經
驗到使徒保羅所體會的：「靠著那賜給我力量的，甚
麼情況我都能應付。」（腓四13，新漢語譯本）

使命帶來生命的感動
加爾文的使命觀讓人們在困難和挑戰中，培養出一份
堅持不懈的毅力；這份堅毅更可成為一股感染力量，感
動，也帶動其他人，一起去持守個人的使命和呼召。加
爾文提到，當一個人明白到他/她肩頭上的重軛乃是由
上主所賦予時，心中就會冒起一份單純的安慰─沒
有甚麼工作是卑微與污穢的，只要遵從上主所命定的
呼召，這一切在上主眼中都是珍貴和有價值的。12

在這個紛亂失序的社會裡，人性的自私自利顯得更明
目張膽、堂而皇之，有人會嫌棄沒有利用價值的工
作，也有人會為求自保，不惜犧牲身邊的人！然而，
一個以生命來見證上主的人，在努力踐行主所命定的
使命時，並不會將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反而會去尋求
上主的引導，並嘗試以上主的眼光去看待人與事；不
論擔任的工作是高尚，抑或卑賤，都會以真誠待之。
在自私自利的人群中，這不一樣的表現，會成為一股
感染的力量，不但讓身邊的人重新發現生命的真善
美，亦會感動他人以同樣的心思去實踐使命。

加爾文處身的教會，充滿著各樣的逼迫和困難，不少
信徒甚至要承受殉道的威脅。加爾文致函安慰和勉勵
幾位坐監的弟兄：「在現今的時刻，你們需要把整個
心思轉向屬天的方向，更甚以往。我們仍然不知道至
終的結局如何，但因著神似乎決定要使用你們的血來
見證祂的真理，你們最好先為這樣的結局作準備，祈
求祂按其美好旨意使你們順從，以致沒有任何事情可
以攔阻你們來跟隨祂的呼召。⋯⋯我個人深信，若父
神喜悅以這種方式將你們接到祂那裡，祂直到如今的
保守，目的便是使你們長久以來所受的監禁，可以甦
醒祂定意要藉著你們的結局來造就的人。」13	對有些人
來說，要實踐主所托付的使命毫不容易；以人有限的
智慧，或許至終也無法明白；不過，當人願意順服上
主的帶領，甘心實踐主所交付的使命時，在意想不到
之中，上主就藉著他們去造就和感動許許多多的人！

我們需要甚麼？
在禮崩樂壞的社會裡，我們需要甚麼？或許今天我們
需要的，並非一些強人領袖，而是一群又一群能夠認
定上主呼召，並以謙卑和堅毅的精神去活出使命的神
國工人。在失序之中，透過這些忠心僕人的默默努力，
讓上主的國度和秩序彰顯在地上，並以天國文化更新
世俗文化。而教會則需要協助信徒們重新認定自己
在主裡面的使命，並勉勵他們以謙以誠在社會中作見
證。若是這樣，相信在上主美好的旨意下，必能看到
更多精采與躍動的生命；並且一群主所愛的神國工人
會帶著驚人的感染力量，感動更多人投入在神國使命
之中，更可以為這個我們心所愛的地方，注入希望。

有些時候，留下比離開更需要勇氣和毅力！不過，若
然心知這是出於上主的召命，也因為愛這片土地，或
許苦楚就變得不足介意了！

陳凱欣
副院長兼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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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境況

今天香港人面對很多社會不義與不安的情況：修訂逃
犯條例引發「一國兩制」被破壞的恐懼和社會被撕
裂；房屋、醫療及教育等社會服務政策失誤，引致
「劏房」湧現，地產霸權以「納米樓」巧取豪奪；教
會「離地」的牧養，充斥著人事、財務與性醜聞；學
校、家庭、教會與及工作間屢屢出現欺凌和不義的事
情。惡人、狂傲人及不負責任等人好像凡事亨通，縱
然被發現犯錯或失職等行為，只要以一句「按行之有
效的機制處理」便可開脫。最令人髮指的事情莫過於
食水含鉛量超標，沙中線不合規格施工等草菅人命的
罪行，涉案者仍可逍遙法外，無人問責！無權無勢的
市民有冤無路訴，任人魚肉⋯⋯，不禁問：還有盼望
嗎？信徒更可能會問：神在哪裡？

先知的宣講

先知的其中一個職務是宣講神的信息。神透過先知的
宣講表明祂與人同在，關切世人的生活，並賜下「盼
望」。然而，不是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是從神而來，有
些假先知擅自托神的名說話。申命記提供分辨真假先
知的兩個原則：一是看其預言是否應驗（申十八20-
22，大部分預言是在短期內實現）；二是看其信息是
否引誘人拜偶像或離開神（申十三1-5）。申命記十三
章警告神的子民，不單要滅絕那些煽惑人背棄神的假
先知，甚至連家人和摯友等，若引誘自己去拜偶像，
不遵行神的道，也要除滅他們。若鄰近城市的「無
賴」引誘神的子民離開神，便要滅絕該城及所有人、
畜與物（申十三12-18）。

虛假的先知/盼望

假先知常常宣告「平安」及「中聽」的「盼望信
息」。如400個假先知和西底家向亞哈王宣告出戰必勝
的「吉語」（王上廿二5-12）。先知哈拿尼雅預言兩
年內巴比倫將敗亡，被擄之民及器皿可以回歸（耶廿

八1-4）。依靠假先知的「假盼望」，就如飲鴆止渴一
樣，最終只會賠上生命。

先知終極的盼望

摩西作為神面對面所認識，是後無來者的先知（申卅
四10），他預示了以色列人入迦南後的君王與先知
制度（申十七、十八章）。神藉他領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透過他與百姓立約，並頒佈誡命律法，他是實現
神向亞伯拉罕應許（創十二1-3）的「領頭羊」。

集祭司、士師和先知三個職份在一身的撒母耳，膏立
了以色列國首兩位君王：掃羅和大衛，開展了王國歷
史－是盼望與失望交織的歷史。先知主要在王國歷
史的被擄前期、中期及被擄回歸後期宣講信息。神透
過先知回應每一個時代的需要和禱求。

研究先知盼望的其中一個進路是探討天啓文學，如以
西結書和但以理書。天啓文學預告終極的盼望包括：
末日神的拯救，列國被擊倒，大衛的苗裔興起，彌賽
亞國度，錫安、餘民、復興等信息。本文將從以下兩
個角度探討先知的盼望。

（一）從警告和審判信息看先知的盼望

警告、審判的信息是舊約先知共同宣講的課題。不論
大、小先知或是沒有著作的先知，如指責大衛王犯姦
淫的拿單先知（撒下十二），指責亞哈王出賣自己
的以利亞先知（王上廿一），都宣講警告和審判的	
信息。

先知警告和審判的信息不單是對神的選民，也包括其
他國族。先知藉警告和審判的信息帶來兩方面的盼
望。一方面盼望惡人從罪惡中悔改回轉，以獲得神恩
慈的赦宥。例如約拿先知警告和審判的信息帶來即
時的悔改和赦免。可是，警告和審判信息的盼望達
成—尼尼微全城人悔改，蒙神赦免，卻引起約拿先
知的失望和忿怒之情（拿三、四），這是何等弔詭的
事啊！

先知的盼望

另一方面是盼望義人精忠堅忍，等候神公義的審判。
警告和審判的信息不一定保證帶來像尼尼微城人的即
時悔改。在面對不義的人與事，有些人可能會心懷不
平，失望，甚至想以惡報惡。正如哈巴谷先知質詢神
為何容讓惡人橫行霸道（哈一2-4），用更惡的迦勒底
人對付惡人（哈一12-17）？神向他啓示迦勒底人的
結局，同時向迦勒底人發出警告和審判的信息（哈二
4-19）。最後，先知以信心盼望神的拯救和公義的審
判。

（二）從救恩歷史看先知的盼望

神藉先知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開展救恩歷史的
新一頁；神分別在西乃山和摩押平原與第一代和第二
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立約。這約的關係是建立在誡命
和律法之上：守約與守誡命的便蒙福；反之便受咒詛
（利廿六申廿八）。

先知盼望與警告的信息常常環繞在「救恩歷史」和
「盟約忠誠」這兩個課題上，並且使用「永約」來形
容神人的約（賽廿四5，五十五3，六十一8；結十六
60；卅七26；耶卅二40）。耶利米先知更提出「新約
的盼望」（耶卅一31）。

神在重寫十誡，與以色列民再立約前，向摩西宣告祂
的屬性：「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
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
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
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卅四6-7）神的宣
告，成了先知宣講神恩慈信息的藍本（賽六十三7，珥
二13，拿四2，彌七18，鴻一3），也是我們盼望的基
石。

在行動中盼望

佛洛姆認為盼望是一種追隨生命與成長的精神力量，
並包括達成生命成長的行動。1	沙田的望夫石就是「盼

望變化石」的一個象徵標誌：她只是「等」丈夫回
來，沒有行動，可憐背後的骨肉也變為化石。所以，
在等待盼望實現之時，信徒可以考慮作以下的行動：

1. 分辨真假
先反省、分辨自己盼望的本質和真假，更要判斷給予
盼望者的真假。曾在社交媒體看到一份「教會與政
治立場指引」。第一項指引是教會要保持政治「中
立」，避免分黨、紛爭、撕裂。「中立」只可應用在
沒有是非對錯的事情上。牧者和信徒在等候先知盼望
時要用智慧和勇氣分辨真假對錯。

2. 悔改回轉
當聽見或看到先知警告和審判的信息，要反躬自問，
是否要獲得真先知警告和審判信息中赦罪復和的盼
望？若自覺有不守約或不守上主誡命的行為及心態，
要把握時機悔改回轉。

3. 警醒守望
面對不義、欺壓等情況，除了禱告和等候上主公義審
判外，還要作一位守望者。若果見不公不義之事而不
指責行惡的人，不勸其回轉，罪也歸在「中立守望
者」頭上（見結三17-21）。但教會和信徒在宣講真警
誡，真盼望信息時要準備付上代價，如先知米該雅被
打及被囚（王上廿二13-28）和先知烏利亞被殺（耶廿
六20-23）。

4. 與神同行
不論是在等候現世公義的彰顯或終末審判的降臨，彌
迦先知告訴我們要「不斷」行公義、好憐憫，心存謙
卑與神同行（彌六8）。先知的盼望在既公義又慈愛、
聖潔、信實、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與人同
在和同行的神。我們是否正在與祂同行，還是偏行己
路呢？

蒙日昇
舊約講師

1.	 Erich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3.

講師園地



不忘初心

2015年的以色列聖地考察之旅，成為了我的蒙召之
旅，更是我的人生轉捩點。幾個月後，神便把我帶入
了中宣，去年完成了三年的道學碩士課程，那是艱辛
但又充滿恩典的三年。

記得進入中宣以後，很多人問我為何選擇中宣，我當
時無法回答，因為我沒有答案。但我很清楚神呼召我
事奉祂，服侍祂的子民。直到去年，也就是我即將畢
業的那一年，恰恰又是中宣建校三十周年。在中宣
舉辦三十周年校慶的一連串活動中，有機會聽到建
校元老們的分享，更加清楚了當年趙天恩牧師領受的
異象，他在建校的過程中所表現的信心，深深感動了
我，神把中國福音事工的感動放在我的心中，特別是
中國神學教育的需要。這時我終於可以回答我一直無
法回答的問題，就是為甚麼選擇中宣，其實不是我選
擇了中宣，而是神在其中的安排，是神把我帶入了中
宣，讓我在中國的福音事工上有份，讓我在祂所賜給
趙天恩牧師的中國事工的異象中有份。

道碩畢業後非常榮幸地加入了中宣的環球神學教育
部，開始了內地的神學教育工作，神的安排就是這樣
的奇妙。

當我滿懷熱情投入事奉的時候，正值內地宗教政策
收緊，基督教受到打壓，教會受到衝擊，聚會受到
限制，信徒受到迫害。環境的嚴峻無疑給我們的事

工帶來諸多的挑戰，但是，起初的那呼召，起初的
那回應，並沒有受到環境惡化的影響，反而日日都在
更新，要讓我學會如何做到「靈巧像蛇，馴良像鴿
子」。福音環境的惡化更讓我在異象中體會到恩主呼
召我的心意，讓我看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上帝子民的
屬靈需要，他們對上帝話語的饑渴和對主的渴慕，每
一次來到他們當中都被他們的饑渴慕義所感動，看到
學生們如此珍惜每天的學習機會，給自己的教學帶來
極大的激勵，越發感到自己肩上所擔負的使命有何等
的殊榮，為自己能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被上帝使用而	
感恩。

轉眼間道碩畢業整整一年了，在中宣的事奉也整整一
年了，在事奉中雖然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和艱辛，但是
同時也深深經歷了主的恩典夠用，想起那將來無比的
榮耀，所有的困難與艱辛都變成了至暫至輕，不知前
面的路如何，只有謙卑聆聽主的聲音，帶著那異象向
前走，在主的大使命中做祂忠心的僕人。

在寫此文的前一天，剛好再次回到了四年前的蒙召之
地，也是主耶穌堅固使徒彼得的地方，就是主耶穌連
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多嗎？彼得三次回
答：是的，主。然後主耶穌將自己的群羊交托給了這
位愛祂的彼得，說：你要餵養我的羊。昨天主耶穌再
一次帶我到了這裡，也再一次帶我回到昔日回應主呼
召的那一刻。無論前面的路如何坎坷，不忘初心。

生命故事

周曉玲
中宣校友／神學碩士同學		

課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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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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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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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兆成牧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院長：馮兆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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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瀏覽本院網頁，詳細了解課程內容及下載申請表。
截止報名日期︰2019年9月6日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是為教會培植有生命力及持守聖經真理的信徒。透過教導及小組導引，幫助學員在四方面成長。
2.	門徒培訓證書課程（一年制）

講師 上課地點 時間 第一季開課日期
基礎門徒培訓證書課程
鄧心寧女士 基督教宣道會宣德堂（元朗） 晚上7:30至9:30 		3/10（逢週四）
陸惠芬女士 南亞路德會深恩堂（深水埗） 晚上7:30至9:30 15/10（逢週二）

基礎門徒培訓（婦女）證書課程

麥坤美女士 本院校園（元朗） 上午9:30至11:30 14/10（逢週一）

進深門徒培訓（婦女）證書課程

范美燕女士 本院校園（元朗） 上午9:30至11:30 30/9（逢週一）

投入屬靈操練

更深認識自己學習活出所信

經歷靈裏同行

神人關係

使命實踐

屬靈友伴

個人成長

門訓的四個核心元素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1.	普及神學課程 （2019年10至12月）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課程

以西結書：異象與復興 蒙日昇牧師 葵興 10月10日（逢週四）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列王紀選讀：
上帝的忍耐與民族靈命的興衰

陳之虎先生 旺角 10月10日（逢週四）

孩子的靈命培育 陳芝瑛女士 觀塘 10月25日（逢週五）
聖經木刻畫的神學世界——
釋經、默想與著色

葉沛森博士 元朗 11月5日（逢週二）

哭有時、笑有時——
人間的苦難與盼望

馮兆成牧師 本院校園 12月7日
（週六，上午）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啟示錄研讀——遙望將來，掌握今天 梁清恒先生 元朗 10月3日（逢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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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
—— 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秋季課程（2019年9月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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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課程推廣

 日期：9月2日至11月18日（週一）
 時間︰下午2:00至5:00
 地點：聖約教會遠東堂（尖沙咀）
 講師：彭順強博士

本科嘗試藉著介紹不同的「靈命成長模式」（當中包括心理學、
天主教及更正教），好使學員能對於基督徒的靈命成長有所掌
握，從而能幫助自己和別的信徒在靈命上有所長進。

靈命成長學

  內容
  1  簡介靈命成長觀的歷史和不同模式、
  保羅的靈命成長觀
  2  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
  Biopsychosocial approach、
  心理治療與靈性
  3  成聖三路：煉、明、合
  4  大德蘭
  5  Evelyn Underhill, William James  
  6  James Fowler
  7  Robert Guelich & Janet Hagber
  8  盧雲，潘霍華
  9  儒家的成聖觀
 10  綜合和總結

 日期：9月9日至11月11日（週一）
 時間︰晚上7:00至10:00
 地點：聖約教會遠東堂（尖沙咀）
 講師：黃韻妍博士統籌
  凌望基老師、葉沛森博士、蒙日昇博士
 退修日營日期：11月4日（週六）
 退修日營地點︰中國宣道神學院

本科幫助學員從神學、聖經及從靈命塑造的向
度，探討基督徒的禱告理念，幫助學員在其中作
反省及整理；同時提供機會予學員在課堂內外實
踐不同的禱告操練，進深與上主的關係，並認識
自己禱告生活的成長方向。

禱告理念與實踐

  內容
  1  課程介紹/禱告的迷思與障礙
  2  從舊約看禱告的理念與實踐
  3  從新約看禱告的理念與實踐
  4  禱告的神學基礎
  5  禱告與靈命塑造
  6  屬靈辨別與禱告
  7  枯井與黑夜
  8  群體與禱告

 日期：9月6日至11月8日（週五）
 時間︰晚上7:00至10:00
 地點：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太子)
 講師：鄞穎翹博士

本課程旨在概述初期教會、中世紀教會，以及十六世
紀宗教改革至當代的教會歷史，探討的範圍包括教會
組織、制度、宣教活動、神學思想、教義、屬靈模
式，以及教會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等，並認識過去的教
會發展對後世的影響。

教會歷史   內容
  1  使徒時代教會及初期教會的擴展
  2  早期教父及正典與教義的確立
  3  政教關係及教會制度的形成
  4  修道運動、東西方教會分裂及
  十字軍東征
  5  修院、經院哲學的發展及
  宗教改革前的改革運動
  6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
  7  改革宗的發展、英國的改革及
  清教徒運動
  8  天主教的改革運動、
  敬虔主義與啟蒙運動
  9  福音主義與海外宣教運動
 10  普世合一運動、
  福音派的發展及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