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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忽略別人權利和需要的人，
休想能夠在默觀之中得著亮光而知道當走的路，
因為他離開了真理、憐憫，並因而離開了神。」
梅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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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教職員消息
• 教務主任陳凱欣博士由7月開始兼任副院長，以協助院長
馮兆成牧師管理學院及處理行政工作。求主加力給陳博
士，在承擔更重職責時，神的恩典加倍的覆庇她。

• 感恩第三十屆畢業典禮於6月9日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
龍堂順利完成。本屆，包括校本課程、校外進修碩士課程
和信徒神學培育課程，共34位同學畢業。是次畢業禮由
副院長（宣教）余雋瑞牧師訓勉。

• 副院長（拓展）蔣賴玉芳老師將於7月底退任副院長職
務，以專心推動屬靈導引課程及教會中靈修交談的文化。
賴老師並於2019年8月至12月支取安息假期，期間將到加
拿大進行40天退修，主領靈修講座和退修營會。願主賜
她有美好的休息和服侍。
• 靈修神學講師黃韻妍博士新作《讓明光透現：邁向整全的
靈命塑造》，於6月由天道書樓出版。

代禱
• 暑期短宣在7月期間陸續進行，求主賜福同學們的學習和
服侍，及行程上的平安。

中華民族福音化

華人教會國度化

中國文化基督化

專題文章

梅頓：默觀中的社會關懷
聖經中沒有「社會關懷」（social concern）這個詞

彭順強

靈修神學講師

梅頓提醒我們，在我們面前要作的事情，和要做的工

從作經濟或政治的奴隸、無知及疏離之中被釋放出

「神的國」了。修士理應可以調和事物的內在靈性部
份。但若果他不去聆聽，又不發聲，那麼整體上的更

彙，較為接近的是「公義」（justice）這詞。「公

作上，都要常尋求符合「神的道」（logos）或真理，

1

義」是聖經的中心主旨， 為貧窮人和受壓迫者爭取

或符合神所賦予我們的本質。默觀者無論是順服或放

公義，在聖經中不斷出現。聖經中的「公義」，可

棄神的旨意，也不應漠視神在人生命或工作上所賦予

對於1960年代的梅頓來說，「默觀」在很多方面上

形容為「對一段關係要求的忠誠」，這尤其是對寡

的天然價值。「漠不關心」（insensitivity）不應與

關係到種種困擾美國和全世界的社會問題。如果「默

梅頓批評基督教已變作靜態的道德概念，忘卻了神其

婦、孤兒及窮人而言；聖經將「公正」、「公義」

「抽離」（detachment）混為一談。梅頓指出：「默

觀」使人意識到（默觀必然使人意識到）自己與神合

實在歷史之中活生生地啟示自己：

2

及「平安」緊密連繫著。 本文會簡介著名修士梅頓

觀者必須要抽離，但永不可以容讓自己對於真正的人

一，並在神裡面與神所創造的一切合一，那麼，困

在馬克思的理念中，萬事的關鍵其實都可以在歷史中

（Thomas Merton;1915-68）對「默觀」與「社會關

類價值漠不關心，這無論是在社會上，在其他人身

擾美國和全世界的問題就必然是人們需要關注的。

找到，而稀奇的是，這其實是《聖經》的基本概念。

梅頓在1963年6月25日寫信給大衛貝里根（David

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已忘記了這點。我們早已將我們宗

Berrigan），寫道：「人若不在默觀中聆聽神，這又

教思想縮小成一些靜態的本質，和抽象的道德價值。

算是怎樣的默觀生命？人若忘了人的權利及神在世界

我們失去了神在歷史中啟示祂自己的動感性。 13

上，或是在自己身上，也當如此。」

懷」之間關係的看法。

6

「默觀」
是理性和靈性的最高境界

社會關懷之義

何謂「默觀」？「默觀」這詞譯自英文字

社會行動看人的工作本身為一種『屬靈的』真實體。

"contemplation"。梅頓在其有關默觀的著作《默觀的

或應說它正視一些狀況，在這些狀況中，人的工作能

新苖》（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中，清楚

夠『回復』一些屬靈和神聖的質素，以致它能夠成為

地為這詞作出定義：「默觀是人的智能和靈性生命最

人類一個屬靈更新和物質生計的資源。」

梅頓指出基督教的社會行動本質是屬靈的：「基督教

高層次的表達。它是生命的本體、全然清醒、全然活
3

躍，並全然意識到它是活著的。」 這可看出梅頓將

梅頓又指出基督教社會行動就是要在各社會範疇之

「默觀」看為是人無論在認知和靈性上可能達到的最

中，重尋其宗教性：「基督教社會行動首先就是要從

高境界。梅頓也指出，這默觀最為重要之處，是在於

政治、工作、更理想工資的社會計劃，及社會保障等

4

7

它使人「意識到源頭的真實性。」 梅頓在這裏說的

等之中，去發現當中的宗教。」 基督教社會行動目的

「源頭」（source）所指的當然是「神」。

並非是要人返教會，而是基於基督也曾成為人，因此
要在各人的需要上幫助他們：「這並非是要將工人帶

默觀者要能關懷他人
梅頓的默觀理念涉及強烈的道德倫理性，他指出，那
些不理會他人權利和需要的人，不可能在默觀中找到
神的旨意：「我如何能夠知道神的旨意呢？」「那些
忽略別人權利和需要的人，休想能夠在默觀之中得著
亮光而知道當走的路，因為他離開了真理、憐憫，並
因而離開了神。」 5

進教會去，而是因為神成為人，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

來。」

9

新便危在旦夕了，甚至會完全地廢去了作用！ 12

和祂教會中的真理，這又算是怎樣的默觀生命？」 10
梅頓認為默觀生命並非讓自己與世界隔離，乃是有責
任參與在世界之中：
默觀生命並不是，也不能只是離世、完全的不理會，
或是背向著世界的苦難、危機、混亂及它的錯誤。首
先，這種嘗試本身就是一種幻想。沒有人能夠從他同
伴的社會中完全地抽離出來。事實上，就算是修院群
體，也在無可避免地深受到當代世界的經濟、政治及
社會結構所牽連。忽略或不理會的辦法，並不會使修
士能免於參與在其中的責任。反之，他的緘默和『扮
作不知情』卻只會構成他的串通而已。

11

默觀與社會關懷之關係
「默觀」對梅頓來說，是一種操練、狀態、轉化、屬
靈力量及生命質素。他認真了解和體驗「默觀」之
後，便明白到真正的默觀，必然會帶來默觀者對身邊
的鄰舍，及身處的社會和世界，一份真摯的關懷，甚
至引發對不公義制度和政策的非暴力對抗。正如哈特
（Patrick Hart）所說：「梅頓的整個生命都能夠總
結為活出對獨處的深深渴慕，和對活著的神的默觀性
體驗。藉此也產生福音信息在基督徒行動中的實際果
效。」 14
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上，今天的世界大概要比昔日梅

成為基督，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弟兄，我們不應容讓我

社會關懷的必須性

們的弟兄活在缺乏之中、或在墮落之中、或是陷在任

梅頓相信教會有責任更新這個世界，故此有需要作出

的冒起，但問題是，這些主張要有「社會關懷」的

積極性參與：

人，並沒有「默觀」的生命在背後支撐。社會關懷產

教會的命脈主要在於靈性上的更新、是無中斷的、連

生了，但卻愈走愈極端，和愈來愈暴力，於是他們只

梅頓認為基督教在社會的生活是基督救贖的一部份：

續的，及有深度的。明顯地，這更新需要在歷史的處

成為了激進的破壞分子，卻欠缺生命質素！因此，今

「簡言之，若我們真的明白基督教在社會生活的意

境之中表達出來。這需要對歷史危機有一種真正的屬

天我們實在急需要有像梅頓這種「默觀」和「社會關

義，那麼我們便看得出，它其實是基督救贖工作的一

靈理解。這是以它們的內在重要性、人的成長，及人

懷」兼備的屬靈人。

部份，就是將人從痛苦、骯髒、非人的生活環境、

類世界中真理的進步來衡量的。換言之，這就是建立

何身體上或靈性上的悲慘狀況之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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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園地

新酒新皮囊：內地服侍模式的回望與前瞻

凌望基

實用神學講師

「也沒有人用縮過水的布來縫補舊衣服，因為補上的

靈書籍也相當欠缺，需要被培訓的呼聲此起彼落；為

近年，內地城市教會急速發展與成長，對知識分子與

新皮囊，只會造成更大的破壞，但建立新的皮囊，需

布會把衣服扯破，破口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釀的

了滿足內地教會對更多屬靈知識裝備的需要，香港教

農村弟兄姊妹，在牧養上有明顯差別，具備學歷而委

要的是智慧與溫柔的心，且需要時日滲透，而非一蹴

酒裝在舊皮囊裏；要是這樣，皮囊也損壞了。相反，

會竭力趕赴內地，作更多的培訓工作。內地教會當時

身奉獻作傳道的弟兄姊妹也與日俱增；即使是農村教

即成。

人把新酒裝在新皮囊裏，兩樣東西都保全了。」

正值百廢待興階段，所需要的事奉人材十分短缺，所

會的同工，也要求更專業、有系統的神學訓練模式。

（新漢語譯本，太九16-17）

以任何種類的培訓幾乎都能迎合他們的需要；前往內

我們不可能坐視不理，所以開辦有系統的神學課程便

另一方面，內地同工重視學位的追求，這似乎是無可

地培訓的信徒，即或是未接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只

應運而生。

厚非的，但一個能牧養群羊的領袖，除了擁有知識

當我們思想到有關內地服侍的課題時，總會問：我們

要有心有屬靈經驗，都可以作為基督的「精兵」，運

應該作甚麼？不應該作甚麼？然而，在回答這些問題
前，我們需要先了解內地教會現今的需要。透過整理
過往服侍內地教會的經驗，可以更明白他們昔日的需
要；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知道，時代不斷發展，內地教
會也在成長，他們的需要也可能在改變中。內地教會
處於不同階段，需要自然有所不同；他們需要一個怎
樣的器皿去盛載新的東西？我們所給予的，又是否真
正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正是關鍵所在。以下筆者將
先回顧內地教會的成長歷程及當中的需要，繼而探索
未來的服侍方向。
（一）對聖經的渴求
文革剛過去時，內地教會最需要的是大量的聖經供
應。那時教會弟兄姊妹 用盡千方百計，絞盡腦汁，
想辦法將大量的聖經運進大陸，以滿足信徒對聖經的
渴求。直至內地官方正式承擔印刷聖經的責任，運送
聖經的服侍可以說告一段落。
（二）對任何形式、種類培訓的渴求
後來內地農村教會出現大復興，教會如雨後春筍般相
繼建立起來，極需要大量的事奉及領導的人材。有感
於此需要，不少香港教會便往內地提供很多不同範疇
的培訓課程；從教會不同崗位的服侍原則與概念，到
聖經教導、講壇事奉等，都一應俱全的在內地教會中
開辦起來。由於當時內地教會的資訊還十分貧乏，屬

用自己的恩賜與經驗，對內地信徒提供適時的幫助，
以解教會燃眉之急。

有系統的神學培育模式之
萌芽與發展
隨著內地教會邁向成熟，她們的需求也開始改變了。
對筆者而言，最深的印象莫過於有一次我帶同自己
的學生到內地與教會交流時，當地的領袖們這樣對我
說：「你來培訓我們，我們十分歡迎，但可否不要
再帶你的學生過來培訓我們的同工，他們所教的太
皮毛，不適合已經服侍多年的同工。」他這樣坦誠
分享，絕對沒有半點輕視同學努力的付出，卻說對
了一件事：「我們的同工大多數從老遠的地方跑來，
放下教會日常要處理的職事，為的是要接受更深的神
學知識裝備，一般平信徒式的教導，我們現在不需要
了！」他的意見正告訴我們，讓平信徒回內地作培訓
的時代要過去了！他們需要更專門的神學知識和教
導，來滿足他們現在服侍的需要。
於是，後來的神學裝備與訓練，大都由香港牧者和從
事神學教育服侍的弟兄姊妹一力承擔。但總體而言，
培訓仍停留在「散餐式」的狀況─ 他們要甚麼，就
教甚麼；還未建立一個正規的神學教育體系，讓他們
能夠更有系統地學習。

外，也需要有能夠承載知識的生命，讓知識轉化成為

神學訓練：
學位？生命塑造？
可否兩者兼得？

營養，餵養羊群。因此，神學教育不應該只是「搬字

內地同工對學位課程的渴望愈來愈大，有些教會甚至

性的課題拋諸腦後，取而代之是在教導知識的過程

不聘用沒有神學學位的同工。這與當初信徒只要有
心，就能在教會服侍的光景截然不同。所以現在要問
的，不是需要多少專業的神學工作者往內地作整全的
神學訓練，而是怎樣的神學訓練課程才是內地教會同
工的真正需要？
我曾經有過一段很慘痛的教學經驗，幼稚的我以為，
若果內地的弟兄姊妹要獲頒學位，那麼，他們也該仿
傚我取得學位的學習方式，即是需要在上課時及提交
作業時要能表達他們擁有「批判思考」等等。於是，
在教學過程中，我表達了不少對經文的批判，結果不
單無法培養他們有批判思維，還帶來質疑與排斥。當
時我心裡大惑不解：西方的神學訓練不是這樣的嗎？
要得到真正的學術認可資格，沒有批判精神如何了
得？其實他們反對的，是一些過分激烈的觀點，而非
思考方式；但我所接受的訓練，就是要開放地去聆聽
所有不合自己脾胃的觀點，再加以分析批判，而內地
同工卻誤會這是對聖經的不尊重！所以問題在於：我
的方法與他們真正的需要並不吻合。正如新酒若沒有

過紙」的知識傳遞，而是生命的轉化與塑造。老師在
教學時，不單是知識的傳遞，更同時是一種牧養與生
命的塑造；這才是應該有的神學教育。慘痛經歷後我
在悔改之餘，在教學時，我將他們暫時不需要的批判
中，引導他們有多一點反思，將學習的知識與生命結
連；寓教學於講道──既有對經文、神學理論的客觀
分析，也將分析的成果用於生命的反思與沉澱，這樣
一方面在教學的過程中牧養同工，同時也作了示範，
指引他們如何在教導中牧養弟兄姊妹。然而，這些只
是神學教育教導過程中的一小環節，更重要的是在設
計神學課程的理念與實踐上，讓同工們看重生命的塑
造，建立與神的關係。我們不能先假設同工們自然會
明白，其實這是需要學習和操練的。若神學教育的課
程沒有生命塑造的訓練，卻說自己如何看重同工的生
命培育也只是空談而已。
今天對內地教會的服侍，是需要提供有專業的神學裝
備、有牧者情懷的培育和有系統的生命重塑，這樣才
能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教會領袖，讓教會能夠有質又有
量的成長。

課程推廣
生命故事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財務報告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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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至4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經常費奉獻

208,055

學費及其他收入

413,693
總收入

秋季課程（2019年9月至11月）

支出

「圈外有羊」的呼召

霍燕虹

神學學士同學  

十年前，我領受從天父而來的呼召。回望這十年，重

三次短宣實習的機會。我在這三次短宣實習中，嘗試

整零碎的片段：工作轉變了，身份改變了，有挑戰、

參與聖經科、宣教科、敬拜等的培訓。在零下十多度

有困難、有歡笑也有眼淚，走上了一條不可知，卻充

的寒冬，看到那些從老遠地方走路過來，謙卑、專心

滿恩典之路。領受呼召的翌年暑假，被公司遣散，卻

地學習，或渴慕參與服侍而認真地尋求的弟兄姊妹，

成為我人生的轉捩點，可以參加人生第一次短宣，這

都讓我為之感動和受激勵，他們的態度堅固了我事奉

才發現原來服侍神可以這麼精彩、好玩，更激發起我

的心志。在有關「使命宣教」的課題中，我學習到宣

渴望全時間服侍的心。

教是可以很多元化，生活中可以製造很多宣教機遇，
成為宣教平台，開展福音事工。此外，聽到工場牧者

雖然當時父神未為我打開在宣教機構服侍的門，但那

的分享，他們在事奉中確實遇上不少困難與掙扎，但

次在台灣的服侍經驗，讓我看到自己面對艱難時的徬

仍仰望施恩的上帝，樂觀面對，找到最適合自己、最

徨無助，以及被偶像蒙蔽的地方。父神把我帶離安舒

能發揮恩賜的服侍崗位，是一件最感恩的事。

區，我的眼界被開闊了！後來我開始參加宣教禱告的
服侍，看見遼闊禾場的需要，也從宣教士的生命中學

我對宣教的心，是九年前在第一次短宣中燃點起來

習何謂委身、謙卑的服侍。2012年的日本短宣，與不

的；看到不同工場的福音需要，牧者同工們忠心及委

同國家的弟兄姊妹一起，經歷了語言不一，卻沒有溝

身的服侍，成為我的榜樣，使我更加堅持、有勇氣地

通障礙的合一服侍，體會到上帝恩典多而又多的奇妙

走這條恩典之路。父神沒有嫌棄我沒有學歷、不夠聰

作為。

明，便把我「框」起來，反而給予我在神學院學習
的機會，縱然學習對我來說甚為困難，然而「關關難

進入神學院接受全時間的神學裝備，至今是學習的第

過，關關過」，能夠完成每年難過的難關，感謝老師

三年。閱讀大量有關神學的書籍，亦需要理解和消

及同學們在我學習上的幫助與扶持。九月份，我將進

化，功課更是讓我絞盡腦汁。在苦無頭緒時，感恩老

入最後一年的學習，願父神繼續加力予我及中宣每一

師和同學們不厭其煩地解答我的疑難，讓我得以完成

位同學，並繼續引領我們當行的路，使用我們在任何

功課。在有關「宣教」的學習上，除了在課堂上學習

崗位上都忠心服侍祂、見證祂，願父神得着榮耀。

理論和頭腦上的知識外，學院更在實踐上為同學預備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
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了。」（約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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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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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886
(1,368,897)
(331,629)

行政及課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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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修日營日期：11月4日
		
上午9:30至下午5:00
退修日營地點︰中國宣道神學院

靈命成長學

教職員薪酬
宣訓支出

禱告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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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138

宣訓奉獻

(282,929)
總支出

(1,983,455)
172,431

本期盈餘
將投資淨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累積不敷

(107,878)
(4,774,090)

購置設備
(19,738)

2018年7月份-2019年4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內容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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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簡介靈命成長觀的歷史和不同模式、
保羅的靈命成長觀
埃里克森（Erick Erikson）、
Biopsychosocial approach、
心理治療與靈性
成聖三路：煉、明、合
大德蘭
Evelyn Underhill, William James
James Fowler
Robert Guelich & Janet Hagber

盧雲，潘霍華
儒家的成聖觀
綜合和總結
內容

1		
2		
3		
4		
		
5		

使徒時代教會及初期教會的擴展
早期教父及正典與教義的確立
政教關係及教會制度的形成
修道運動、東西方教會分裂及
十字軍東征

		

修院、經院哲學的發展及
宗教改革前的改革運動
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
改革宗的發展、英國的改革及
清教徒運動

8		
		
9		
10		
		

天主教的改革運動、
敬虔主義與啟蒙運動
福音主義與海外宣教運動
普世合一運動、
福音派的發展及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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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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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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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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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學碩士課程
(全年收生)

中宣基督教靈修學課程宗旨
幫助學員︰
．嚴謹、整全地探索和了解神人關係的建立和發展(Knowing)
．帶來生命內在外在的轉化 (Being)
．在身處的環境中實踐屬乎基督的樣式(Doing)
．活出榮神益人的生命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對象︰持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的基督徒
特色︰對基督教靈修學有多角度的介紹和剖析；探討各種學問和基督教靈
修學之間的關係；探討信仰如何落實到生活當中，使屬靈生命能在
群體中實踐；探求如何在職場中以整全的生命見證神
課程包括︰藝術與靈命、後現代的文化與信仰挑戰、婚姻家庭與靈命、
職場與靈命、屬靈導引入門、默觀基督、生命整合營

����-����課程內容
秋

冬

春

教會歷史

舊約

默觀基督
( 附退修營 )

禱告理念與
實踐

神學人觀與
靈性牧養

心理與靈性的
關係與成長

夏
婚姻家庭與
靈命

後現代的文化
與信仰挑戰

必修科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對象︰神學學士畢業或同等學歷的教牧同工
學員須以開放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的靈命狀況，並參與課程中的
所有活動
特色︰訓練學員成為更有承載力和感染力的牧者，透過知識、靈命及事奉
三方面的互動與整合，達至深化與神、與人、與己關係的進深
課程包括︰人際衝突中的靈命塑造、情感與屬靈品格、禱告的理念與
實踐、教牧個人成長、整合退修營會︰靈命與事奉

����-����課程內容
秋
禱告理念與
實踐
靈命成長學

冬
神學人觀與
靈性牧養

整合退修營會

春
夏
教牧個人成長 婚姻家庭與
靈命
心理與靈性的
關係與成長

必修科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對象︰有心志投身於「屬靈導引」這牧靈方式的牧者或信徒領袖
特色︰課程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修讀科目，藉此裝備有關建立和發展神人
關係的整全知識；第二階段以五日四夜營會進行，深化理論學習及個人操
練，透過小組屬靈導引的培訓方式，內化聆聽與明辨的默觀態度，幫助學
員成為能切實地與神同工的導引者；第三階段是實習與督導，培訓形式以
個人實習、小組屬靈導引實踐，及個別督導來進行，藉此提升學員對屬靈
導引的技巧之掌握，以及進深明暸神、受導者與導引者在這屬靈導引中的
角色與責任。
課程包括︰默觀與聆聽的導引、依納爵靈修與屬靈辨別、
生命成長的動力與阻力、小組屬靈導引實踐、個別督導約見

����-����課程內容
秋
禱告理念與
實踐

冬
神學人觀與
靈性牧養

春
心理與靈性的
關係與成長

靈命成長學

生命成長的動
力與阻力
( 密集 )

默觀基督
( 附退修營 )

夏
導引者的角色
與生命持續
成長 ( 密集 )

必修科

詳情可瀏覽 www.cms.org.hk，下載課程簡介/概覽及入學申請表
或請致電 5802 5322 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