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
訊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 提後二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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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的話

培訓。「主任」是單單管理辦公室的行政，還是要推
動整個堂會的行政運作？堂會是議會主導還是牧養隊
工主導？不同的理解增加了「主任」與長執之間的張
力。相反，「牧師」則明顯是從事牧養的工作。牧養

陸輝院 長

領導及靈命塑造

要求有愛心、耐性、主動關懷和建立人際關係等等，
而行政則要守則、程序、效率、制度等等。主任牧師
有兩重職分—行政和牧養，二者的融合是極高的藝
術。當牧者缺少行政管理的培訓，結果一是長執接受
一個打了折扣的行政管理者，二是索性由長執主導了
堂會的行政管理，讓牧者專心地牧養。

筆者是一位十分傳統的傳道牧師。這裡「傳統」的意

其實牧養還有另一向度：找到異象，引導群羊朝目標

思是指由「紅褲子」出身，從基層開始一直按部就班

進發，這就是近代領導學的焦點。牧者需要將堂會的

承接新的事奉。筆者打從團契職員的事奉開始，繼而

異象及使命勾劃出來，激勵肢體一同參與，達到既定

擔任營會主席和負責堂委事奉。直至入讀四年制專門

目標。否則，牧者只能以「照常營業」的心態，只看

培訓教會傳道人的神學課程，畢業後開始全時間的事

顧受託牧養的群羊，而不理會群體的發展方向。加上

奉工作，首先是作傳道人，然後是助理堂主任，再獲

不同的長執也有不同的訴求，因此不易分享一致的異

按立為牧師，相繼擔任署理堂主任和主任牧師。之後

象，以便同心合意各盡其職地建立堂會。不幸地，神

應邀成為一個福音機構的總幹事，開始擴闊自己為全

學院也未能提供太多這方面的課程及科目，結果還是

港事奉的視野。繼而擔任一個宗派的總幹事，工作策

需要牧者在事奉中來學習。

劃及會議成為每天的工作日程。現在則擔任神學院院
長，從事培訓新一代的傳道人。

在越來越專業化的社會中，培訓傳道牧者的挑戰也很
大。時間是一個主因。無論是四年或三年的全時間訓

從培訓角度來回顧，筆者的第一個學位是培訓作為傳

練，也是不足夠的。因此較理想的方式是分階段培

道人，第二個學位是研究聖經神學，第三個學位是城

訓：首階段是基礎、次階段是專門，才能讓未來的傳

市宣教的專門訓練。在三個學位的培訓中，筆者只上

道牧養得到更深更廣的裝備，面對牧養的挑戰。傳道

了一門「教牧學」，便膽粗粗地擔任各類事奉崗位的

牧者也得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雖然不一定需要進修

行政管理及領導的工作，結果只能從經驗中累積，也

一個學位，但卻要不斷進修。

有從錯誤中學習。期間只能參加一些研討會、管理課
程，和閱讀一些管理學的書刊來尋找答案。當中的重

本院有見及此，兩年前開始了一個碩士課程，可以主

要觀念如目標管理、預算主導、追求卓越、會議常

修領導及靈命塑造。領導是融合了領導及管理的概

規、學習型機構、轉化型領導等等，往往需要加上聖

念，有較多科目來學習及實習，讓同學可以明白及經

經原則的引導及神學的反省，才能適切地運用在教會

驗在牧養過程中抓緊上帝給予各人的異象，激勵肢體

及機構的事奉。

一同努力及實踐。靈命塑造則是生命的建立，發展及
保持與上帝的健康關係，在這基礎上才可較理想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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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牧會多年的體會，「主任牧師」一職不易為。

揮領導及牧養的功能。課程的目標是可以提供一個機

「主任」主要是從事行政工作。神學院的課程甚少

會，讓學員可以整理事奉、牧養的經驗，學習一些新

專門教導一個傳道人怎樣作一個稱職的「主任」。正

的知識，分享一些新的體會，建立信心及方向去繼續

如筆者的訓練，最多是一科起兩科止，未有更全面的

牧養群羊。

專題文章

呂慶雄

本院實踐神學講師（部分時間）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
靈風學者

領導，談心！
領導學與管理學常混為一談。的確，二者重疊之
處甚多，主要分野在於管理的焦點是「做事」，
領導的焦點是「做人」。華人教會傳統多傾向相
信領袖天成，由神親自揀選、培育及任命。然
而，今日較傾向相信先天與後天配合，除了一些
個人素質外，後天的培育更是不可少，因此，各
類領袖培訓的教材與課程隨處可見。就領導學的
研究而言，半世紀以來，西方領導學由商界進入
宗教界，並由只談技能、知識轉而強調道德心。
當華人教會漸漸意識到同工也需要努力學習來自
西方的管理及領導學理論時，我們需要察覺東西
方對理想領袖的期望漸漸走近。我們不能只談領
導技巧而忽略我們文化中非常重視的道德心。

領袖的責任是激勵人心
經過連串領導醜聞，西方（主要為美國）領導學
者意識到領袖因著能力固然能夠上台，但道德問
題卻必然使領袖下台。領袖下台並不只是個人權
位得失問題，連帶服侍的地方聲譽也受損，被逼
關門的例子也不少。因此，現代領袖培育的關注

已由注重能力轉而強調品格與為人。庫塞基（J.
Kouzes）和波斯納（B. Posner）認為領袖就是
那些擁有動員能力，能激勵別人甘心樂意跟隨
他／她的人。領袖的卓越，來自內心的感染力，
包括個人的品格、誠信以及與跟隨者的關係。 1 因
此，塑造領袖的最重要起點，是建立內在品格，
而領導力是指對內心的塑造，而不是增加知識。 2
若評價領袖是以其能否動員人心為指標，培育領
袖就是培育這種動員力，或更準確點說：感染
力。相信領袖天成的傳統認為，領袖的天賦就是
具備一種難以培訓出來的魅力（charisma）。而
近代西方學者則多相信領袖魅力是先天條件加後
天培育的成果，誠信便是這方面具體的特質，也
是魅力的來源之一。 3 回看今日香港整體的領導問
題，或多或少反映在領袖是否有誠信，是否值得
信任。信任領袖的跟隨者樂意把權力交出，讓領
袖為他們作決定。若領袖的誠信出現問題，自然
也不能動員人去按他／她的計劃而行。

1 James M. Kouzes and Barry Z. Posner,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How to Keep Gett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Done in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5), p. 30
2 Ibid., 原文是，”Leadership is an affair of the heart, not of the head.” p. 305.
3 「誠信」（integrity），多被視為一個人的內在生命素質，在眾多品格行為中最為重要。「誠信」可以被培育出來嗎？當然可以，但不是透過課堂學習，而是榜樣傳承。參甘陵敦（J. Robert
Clinton）著，劉如菁譯，《領袖的養成》（臺北：天恩出版社，2011），頁65-76；及Max De Pree, Leadership Jazz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92),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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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動員的角度看領袖，能有效動員跟隨者的領
袖，在跟隨者眼中會是個具有誠信，且是由心發
出他／她領袖魅力的人，因此更多的領導學在探討
「談心」。談心並不是談情緒感受，而是總合個
人的內在素質，包括了前述的品格，還有跟隨者
眼中的修養，即情緒及自我管理，這是別人能觀
察到的行為表現，也直接影響跟隨者對領袖形象
認知的行為表現。出色的領袖並不只是能力超卓
的人，還能保持身心靈的平衡。若發現個人自我
太強，以致影響與團隊的合作、與人的溝通等，
擁有自省能力的領袖便及時自我修正，這就是自
我管理。為了維持甚至提升個人對跟隨者的感染
力，領袖必須要敏感自己的心到底處於甚麼狀
況，免得失去人心。 4這期望無疑是有點理想化了
領袖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由看重管理技
巧，至看重內在生命素質的轉變，正好是今日華
人教會一直所強調的。

華人教會傳統的道德心
西方所談的心是自我，而中國傳統所談的心則是
道德心。華人教會傳統強調屬靈領袖必須活出神
的形象，而道德行為就是這位領袖是否與神同行
的明證。當你細讀王明道的教導，不難發現他把
大量的儒家倫理教導結合在他的聖經教導之內，

4
5
6
7
8

4

而他的教導又大部分是基督徒生活行為守則的教
導。基督徒在社會的見證，主要是行為操守，即
道德行為。當時並沒有明顯用「領袖」一詞，但
較多用「教會工人」這身分來描述教會領袖。如
楊紹唐在《教會與工人》一書就明言，教會同工
需要以「基督的形象」來工作與生活，具體來說
就是在道德行為操守上活出基督，要以身作則，
言行一致。 5事實上，道德領袖的概念在上世紀二
十年代華人牧者的著作中頗為常見。
此外，被稱為中國愛任紐的賈玉銘，是上世紀初
舉足輕重的神學家。他認為人要活出神的形象，
發揮人被造而有的道德心。神的形象就是「神的
公義、聖潔、仁愛、良善的本相」，不這樣活出
來就是「無天良」、「無道德心」。 6教牧要成為
會眾的模範，要學會「牧己」、「教人」，目標
就 是 要 成 為 主 一 樣 的 完 全 人 。 7工 作 除 了 「 以 口
傳」外，還要「以身傳」，以行為見證作榜樣 8。
由於儒家傳統強調理想人格，即完美道德典範為
君子、聖人等觀念，明顯地，儒家的道德人格與
賈玉銘的屬靈領袖形象在這裡結合了。

Ron Roberts, The Well-balanced Leader: Interactive Learning Techniques to Help You Master the 9 Simple Behaviors of Outstanding Leadership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2), p.11.
楊紹唐，《教會與工人》（天津：基督徒福音書室，1939），頁129-139。
賈玉銘，《神道學（二）》（台北：橄欖基金會，1992），頁112-114。
賈玉銘稱之為「基督人」，參《神道學（三）》（台北：橄欖基金會，1992），頁278-282；另參謝龍邑，《基督人：賈玉銘的靈命神學》（台北：華神，2008），頁28。
賈玉銘，《聖經要義（卷六）》（香港： 晨星，1988），頁165-167、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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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追塑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不難發現，上
世紀特別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教會領袖奠定了今日
華人教會對領袖的期望基礎。其中最具體的看法
體現在對領袖道德行為操守的評價，因此，以道
德領袖來概括上一世紀華人教會對屬靈領袖的描
述應是恰當的。道德心，可以說是領袖培育的關
鍵所在。但如何培育？再看賈玉銘，他嘗試把儒
家傳統的「良知」結合在聖經教導當中。賈玉銘
看「登山寶訓」的教導，就是培育「天國子民之
心性」。 9而成聖的過程，就是要活出「上帝之神
性神德神象」，在聖靈的引導下，人可以活出神
所賜下的良知。 10與神有親密關係是首要，活出這
關係的行為，即德行，是自然結果。如此，聖經
教導就是品格教育，培育教會領袖，就是靈命與
品德的培育，其中又以人與神的關係排在首位，
與別人的關係則反映了這人的屬靈狀況。

重是看人的心，心主導了人的行為表現。而聖經
早已指出，人的心主導了人的行為，箴言強調：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生命的泉
源由心發出。」（箴四23）這和合本修訂版的譯
文強調了心作為生命的源頭，包括人的心思、與
神的關係、生活的動力等等，因此，心也是我們
屬靈成長的關鍵所在。我們期望一個真正被稱為
屬靈領袖的人，是裡外一致，活出神所造的這顆
「心」，並且是用心領導別人的真君子。
如此，領袖培育的起步，就是靈命塑造。不是領
導技巧不重要，但人心不正，又何以成為好領
袖？更不用說「屬靈」領袖了。

總的來說，西方的領導學研究由著重技巧到重視
內在生命素質，而華人教會早已在這傳統上建立
了一定基礎。今日我們談領袖培育，其實也在談
心。雖說東西方對心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同樣看

9 賈玉銘，《基督聖蹟》（香港：晨星，1990），頁78。
10 賈玉銘，《神道學（三）》，頁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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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出神家的利劍
周振邦 (道學碩士學生*)
周振邦（左二）就讀學士班時與同窗合照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廿七17)
進入神學院讀書，當然是為了裝備自己，將來在上
主所差遣的地方事奉。至於如何可以把自己磨成一
把上主使用的利刃？我發現在神學裝備期間，上
主不但增加我對祂話語的認識，並事奉的經驗和技
巧，更透過與同學的相交擴闊了我的視野，建立我
的靈命。
伯特利神學院是一間跨宗派的神學院，因此我有很
多來自不同派別教會的同學。大家來自不同背景，
各有特色，有的專注學術研究，有的對聖靈工作較
開放，又有的對禮儀和靜修存著濃厚興趣。在幾年
學習裡，我們一同學習、一同生活、一同事奉，有
時我們會在不同的傳統上彼此分享，讓我認識不同
教會對禮儀的看法和各自的神學特色。我們在主裡
相交，學習彼此接納，從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現
在他們成為了我重要的同行者。

另外，同學也讓我學到很多生命的功課。有一次，
我在神學院受傷入院，有同學毅然放下正忙著的功
課，主動陪我到急症室候診，我體會到何謂「真正
的鄰舍」。上帝的安排何等奇妙！幾年後，我有機
會到該同學事奉的教會講道，教會給我的主題竟然
就是服侍鄰舍，結果同學的見證成為了我那篇講章
的例子。
在伯神幾年的學習中，與老師、同學之間實在有太
多難忘的回憶，有哭、有笑、有爭執、有復和、有
拆毀、有建立，這一切塑造了我今日的性格。蒙神
賜福，我神學學士畢業後回到母會事奉至今，現在
又回到伯神進修道學碩士課程。伯特利是神的家，
師長、同學好像家人一樣，甚願伯神繼續保持這個
優良傳統，不斷為主培育更多愛神愛人的工人，在
教會、機構，並不同的地方成為別人的祝福。
*周同學主修領導與靈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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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物思人
馮浩樑

1998神學學士、2009年道學碩士
馮浩樑跟家人合照

膠箱：二樓其中一邊是男生宿舍，當時總放著幾個透
明大膠箱，主要是住宿同學用來收藏購得的書籍，包
括聖經注釋、神學、歷史和其他實用科。我學士畢業
時，就帶著八個膠箱離開宿舍，裏面全都是書本。對
我來說，這些膠箱能容納的只是四年學習得來的部分
知識，不過卻成為我日後繼續學習的重要基礎。

信格：一樓中間樓梯旁有一排排的信格，每位學生都
有自己的信格。信格不單是放置信件、學院資訊、批
改後之功課和成績單的地方，這裡更常出現書簽、零
食、水果、物品、不記名的奉獻支持等，都是同學們
透過信格彼此傳遞的關心、鼓勵和支持。我在這個細
小的信格裏，四年內收過很多的愛心和關懷。

白板：當時課堂都集中在一樓的三個小課室和三樓的
大課室，而師長用的工具主要是白板，白板上留下的
字句就是師長的教學。各師長的字體不同，更見各人
的教學風格和要求，白板不單見證著知識的傳遞，更
見證著生命的交流。書本的知識是死的，生命是活
的，四年課堂內外，我受益的不只是知識的增長，更
是師長對生命的啟發和榜樣。

長椅：地下禮堂有一排排長木椅，住宿學生於早上、
黃昏都會坐在長木椅上舉行祈禱會，這裡亦是每週全
校舉行禮拜的地點。在這個地方，主要聽到讚美、禱
告和神話語的聲音。每當因應付功課、實習而忙碌困
倦，或是生命遇到各樣挑戰，這個地方便提醒我，上
帝是我蒙召的源頭、事奉的對象、得力的根源和生命
的保障。

校
友

會 消息
1. 本會於6月8日（星期一）上午11時，原定在九龍城廣場好彩酒樓舉行迎新會，現
改為黃大仙新光中心三樓富臨漁港舉行，當天歡迎並介紹新校友，鼓勵新、舊校
友同參與分享，彼此交通認識，增進友誼。
2. 今年會員大會已於4月20日（星期一）舉行，並選出新一屆職員，其任期由
本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名單如下：
主席：李德榮
副主席：徐維僑
書記：康麗儀		
財政：王浠紋
出版：陳浩昌		
總務：胡珍		
聯絡：林炳參
義務執行幹事：蔡偉南、袁瑞蘭、陳光全（協助聯絡各屆校友）、
施德銓（協助資訊傳送）
3. 本會於4月20日早上率十位校友至九龍聯合道基督教墳場向已故師長、校友掃
墓，表達思念及情懷，已故師友分別是連惠芬老師、戎玉琴前教務長及馮熾強前
副教務長， 朱建磯、袁百英及萬玉燕校友。
4. 本會設立了網頁（www.bethelbsaa.org），內有校友會新消息及校友消息等，歡
迎瀏覽。若有代禱事項、文章、見證，請電郵給主席李德榮校友（takwing_lee@
yahoo.com.hk），或陳浩昌校友（pastor@vasbc.org），我們會為你們上載。

7

特別消息

伯特利神學院為『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會員（美國維吉尼亞州森林大道15935

號；電話：(434) 525-9539；e-mail:info@tracs.org），並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協會審查委員
會審查，得到第四類機構認證資格。此資格有效期限為五年。「美國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協會」是經「美
國教育部」、「高等教育認證協會」及「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聯盟」（INQAAHE）認可之認證機構。

第四類機構認證資格審查課程：
•教牧學博士

•轉化型領導學博士

•道學碩士

•神學研究碩士 		

•文學碩士		

•神學學士

•神學研究學士		

•基督教輔導及基督教教育學士

•基督教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

•延伸──證書、文憑、深造證書、深造文憑及臨床牧關教育證書
學院已獲得：
•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認證神學學士及道學碩士
•美國牧關督導及心理治療學院確定為認可訓練中心
•加拿大阿基狄亞大學聯合頒發道學碩士、神學研究碩士及文學碩士

學院進入九十周年，將籌辦不同活動，敬請預留時間。
冀在歡慶同時，繼續思考伯神的神學教育使命，一起完成
上帝的託付。
感恩崇拜 		

2015年11月22日下午3時

師友同享盤菜宴

2016年4月24日

詳情容後公佈。

8

學院事工

學
院
事
工

•

本院獲Raymond J. Bakke教授奉獻種子基金，加上配對捐款，經院董會通過設立「柏祺城市轉化
獎學金」，從今年起，每年為論文出眾、表現優異之博士學生，頒發三千元獎學金，為期五年。另
外，本院參與由港九培靈研經會舉辦的「釋經研究與講道之獎勵計劃」，所獲資助款項中之港幣
三千元用作設立一次性獎學金，以鼓勵在講道學科上表現突出的同學。除此，按臨床牧關教育科表
現，授予成績優異碩士級同學之獎學金，經院董會通過，易名為「譚月生牧師CPE紀念獎學金」。

•

教務處與學生事務處於復活節前夕籌辦了不同活動，讓師生一起思索「祂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
的信息，包括3月30日在早禮拜中默想十架七言，並於4月1 日舉行尋找復活蛋活動。約300隻色彩
斑斕的復活蛋，由不同課程同學預備，一批放置在校園不同角落，讓其他學友尋找；另一批則送給
晚間上課的同學，表達彼此的友誼和關愛。

•

學生事務處在5月11日早禮拜後，為眾同學送上一杯涼水（自製涼茶），在學期尾聲衝刺的日子為
學生打打氣。

•

伯特利佈道團於4月7日復活節期間，到訪壁屋監獄，先後舉行四場佈道聚會，共19位老師及同學
參與，跟約300名在囚朋友分享福音，活動中有數位朋友決志相信主，同時有多位朋友表示回轉。

•

學院網站正進行重整工程，將有新面貌與大家見面。

•

今年首次伯神異象分享餐會定於7月2日晚舉行，下半年亦有計劃籌辦同類分享聚會，有興趣者可
與研究及發展部聯絡。

•

2016年的神學教育主日正接受邀請，歡迎垂詢。

色彩斑斕的復活蛋傳遞著師生彼此關愛的訊息

講
師
消
息

•

同學、老師與機構同工於監獄門外合照

2014-2015年兩位老師獲頒博士學位：
•吳靜華博士（論文題目：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raits, Religiosi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Protestants in Hong Kong）
•周美蘭博士（論文題目：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on Christian Seminarians
in Hong Kong）

•

汪善儀博士將於6月20至28日到沙巴及砂勞越地區介紹學院。

•

陸輝院長定於7月到馬來西亞神學院講授城市宣教及城市宣教神學課程。

•

本年8月至明年1月為屈黎懿堅教授的安息假期，以進行研究工作。

9

代禱事項． 財 務 報 告

代禱事項
•

自本年1月16日政府憲報刋登了嘉林邊道45-47號規劃大綱修訂，容許伯特利教會將現址重新規
劃，現正進行拆卸重建等招標，請記念跟進工作並為工程預備合適的時間。

•

學期完結，畢業班學生忙於尋找工場及畢業禮事宜，其他學生則在趕功課之餘，也忙著報讀夏季
密集課程、短宣、教會事工，以及種種繁忙工作，請為各人得著休息及重新得力禱告。又請為暑
假實習的學生代禱，求神賜予智慧及受教的心，讓他們在實習中多有得著。

•

請為今年秋季收生及註冊工作代禱，讓有志事奉而願意接受裝備的學生能找到合適的課程。

•

求主保守開學營、老師發展日、同工發展日及之前的籌備工作。

收入

財務報告 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 （審計前）

學費			
經常費奉獻		
伯特利輔導中心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其他		
總收入		

督印人：陸輝院長
編輯及製作：研究及發展部
電話：2336-9197
地址：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網址：www.bethelhk.org
電郵：seminary@bethelhk.org
設計：God-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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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000)
6,212
526
1,372
1,185
671
9,966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伯特利輔導中心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總支出		

4,794
2,495
2,969
1,419
1,121
12,798

不敷		

（2,832）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 柏 祺 城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1. 中心將於6月1日開辦「心之遠航」持續心理劇治療小組（初步為期25次），希望提供一個固
定、穩妥及安全的環境，讓參加者於這次較長時間的小組歷程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中心歡
迎願意開放探討生命的朋友一起啟航，並期望能持續開辦小組，每次名額八位。
2. 兩天的Kimochis兒童輔導執行師專業培訓課程將於7月18日及25日舉行。參加者凡出席率達
90%或以上，均可獲發課程聽講證書，而完成指定課業及實習後，可獲發Kimochis執行師認
證。本中心會員、輔導員可以優惠價報讀。
以上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bpc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 3586 0399。

1. 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教授將於6月16日（星期二）在上環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主持午間講座「帶你的靈魂上班」。
2. 中心將於9月9日 (星期三) 與福音證主協會合辦「教牧領導力發展日」，探討事奉者耗盡狀況
（Burnt Out）及從新得力的祕訣，歡迎教牧同工參加。
3.「非一般的聖地遊」考察團將於10月20日至31日由柏祺博士帶領，行程包括埃及、約旦和以色
列。歡迎旁聽，截止報名日期為7月15日。
4.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從江湖人，江湖事說起…」已於5月6日晚舉行，我們十分榮幸邀請
到「黑社會牧師」莫樹堅博士主講，並由禧福協會會長劉達芳博士作回應，當日超過30人
出席。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 2148 5577

柏
祺
城
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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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秋 季課程
學士課程編號

碩士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BS1053-12

BS5053-12

原文釋經 - 路得記

黃天相教授

BS1063-1

BS5063-1

大先知書研讀 - 以賽亞書

黃儀章教授

BS1073-2

BS5073-2

BS1503-4

小先知書研讀 珥、俄、拿、鴻、哈、番

黃天相教授

福音書 - 約翰福音

周詠琴講師

BS5503-1

福音書 - 馬太福音

李雋教授

BS1583

BS5583

其他書信

周詠琴講師

BS1903A

BS5903A

希臘文 I A

周詠琴講師

BS1963A

BS5963A

希伯來文 I A

黃天相教授

CE3703

CE7703

教會中的人際關係

譚司提反博士

CPE8506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一)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16

臨床牧關教育 (初級 單元二)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26

臨床牧關教育 (高級 單元一)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CPE8536

臨床牧關教育 (高級 單元二)

周美蘭博士、劉寶珠講師

GE1103

WR7113

寫作研究

何慶昌博士

GE1203

BS5003

聖經概覽

陸輝博士

GE1223

TH6043

教會歷史

陳廣培博士

GE1303

CE7503

基督教教育概論

王翠薇牧師

GE1333

PC8083

個人成長 (N組)

周美蘭博士

GE1333

個人成長 (A組)

吳靜華博士、李嘉慧講師、劉寶珠講師、
董愛莉講師

GE1353

輔導學理論

劉志遠講師

MF8213

家庭與精神病理

吳靜華博士

MF8303

系統觀點與家庭治療

屈偉豪教授

MF8403

婚前輔導

李嘉慧講師

PC4003

PC8003

輔導技巧

李嘉慧講師

PC4013

PC8013

輔導進階

吳靜華博士

PC4383

PC8383

網上沉溺輔導

錢鋒講師

PC4753

PC8753

醫院事工與教牧關顧

周美蘭博士

PC4913

PC8913

基督教歷奇輔導之程序帶領與解說

李德誠講師及其團隊

PC8073
MF8033

心理學與信仰反省

屈偉豪教授

PC8303

教牧與輔導員個人成長

屈偉豪教授

PT3023

PT7023

講道學

許開明博士

PT3033

PT7033

佈道學

汪善儀博士

PT3322

PT7306

教工實習

屈黎懿堅教授、劉寶珠講師

TH2013

TH6013

系統神學 I

李少秋教授

TH2033

TH6033

基督教倫理學

李少秋教授

TH2093-2

TH6093-2

基督教護教學 - 宇宙、進化

李少秋教授

TH2123

SP7013

基督教靈修學 ／靈命塑造

陳誠東博士

TR4803

TR8803

輔導實習 I (A組、B組、N組)

董愛莉講師

TR4813

TR8813

輔導實習 II (A組、N組)

黃葉仲萍教授

TR8823

輔導實習 III (A組、B組、C組)

黃葉仲萍教授、陳思穎講師、錢鋒講師

WR7016

畢業論文 I

WR7026

畢業論文II
開課日期：2015年8月31日（部分科目設有先修科及不設旁聽）
延伸課程截止報名日期：開課前兩星期（詳情請參閱單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