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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中神是一個教學相長、富有活力的聖徒群體。以傳承基督福音信仰為經，關切當下時代處境

為緯，致力拓展神學教育運動，裝備神國僕人，與華人教會協力承擔整全使命，遍傳福音， 

轉化世界。

植根香港、委身中國

中神聽命於神的引領，肩負對中國的承擔，立足香港，以服侍華人教會為己任。我們致力培

育神學教育人才及教會和信徒領袖，探索福音如何植根中國，促使文化更新，協助廣大華人

信徒群體更有效地實踐福音信仰。

持守福音信仰、確立宣教使命

中神以福音信仰為立校的根基。於此紛亂失序、惶恐焦躁的世代，中神堅持聖經啟示的真理

和基督救贖的恩典乃世界唯一的拯救與盼望。福音之為福音，是必須忠誠宣告、落實踐行。

我們努力培育胸懷普世、對宣講及實踐整全福音有熱切承擔的僕人。

孕育整全牧人、塑造屬靈領袖

中神深信，聖潔敬虔的牧者和屬靈領袖應具備整全的生命。藉著學術、靈命、實踐並重的裝

備，我們矢志為華人教會孕育一群成熟有遠見、慎思而果敢、睿智而恩慈、敏銳而謙卑、有

承擔、肯犧牲的僕人。

追求學術卓越、切合時代需要

中神重視嚴謹、開放及具前瞻性的學術探索。我們繼承基督教先賢的學術精髓，致力建立

華人福音信仰的思想體系， 推動信仰落實於處境中，回應時代需要，開拓新的思維和實踐

模式。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Facebook、Instagram

李思敬  院長

「使命宣言」的內容，我們嘗試以扼要清晰
的詞彙，表達出教授團對神學教育的承擔委
身和異象願景；這份歷史文獻既融會了中神
治學的理念與實踐，也同時把老師豐富的反
省思考整合起來，成為下一個二十年繼續努
力的目標和方向。

cg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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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研究院新課程設計著重理念與實踐整合，目

標就是要培養能夠進深反思、具協作能力的

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

誠然，面對當今錯綜變化的時局，未來牧者

及教會領袖需要時刻反思，整合學術知識與

生命經歷，以化成合乎真理的實踐行動，

回應當下社會文化、家庭問題以至職場處

境。再者，現今的文化氛圍，不管是在堂

會裡，還是在社會上，已不再擁抱單一權

威，而是更看重團隊領導，各按上主所予

的召命及位分，當中有學人牧者（scholar 

pastors），也有其他專長恩賜的使命實踐

者，互相配搭協作，包容彼此意見差異，

朝著共同目標邁進，發揮更大影響力。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 www.cgst.edu/grad

李適清   神學科副教授、教務長
	 MDiv	2006

課程介紹
聯合頒授哲學博士

哲學博士

神學碩士

道學碩士

基督教研究碩士

基督教研究文憑

普通話神學碩士課程

普通話基督教研究碩士

普通話教牧學碩士

普通話基督教事奉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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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數年在外國深造，我更體會到中神的獨特，在於

其在學術訓練中強調靈命培育和小組生活，以及不

同的學術範疇之間的不斷對話。」

楊思言  MCS	2010	學院儲備師資

思言自少喜愛思考信仰，很感恩能於2008-10年入

讀中神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並於2015年踏上外

國深造的路。兩年在中神，她感激有機會從老師

身上學習對聖言嚴謹和執著的研讀，提醒她神學

不能離開聖言，以及在學識以外體會群體中互相

聆聽、接納和支援，畢生受用。

「感謝神讓我進入中神學習，重新反省自己的信仰，也

開拓我的眼界，看到自己生命更多的可能性，看到神如

何使用我的工作去祝福其他人。」

馬若蘭  MCS(MT)	2015

Iris身為會計及人事部的主管，每日的工作是處理冰

冷而複雜的數字，時常要制訂原則去規範和提升員

工的工作表現。一個偶然冒起的意念讓她毅然進入

中神修讀職場神學課程，最初以為是自討苦吃的決

定，卻讓她經歷神極大的恩典，生命被修理滋潤，

更讓她重新肯定自己工作的意義並認定自己在職場

中的使命。

「身處躁鬱的世代，青年人前路茫茫。我們只願與他們共同

尋覓方向，在不可能中解放更多的想像，重新看見上帝的應

許與盼望。」

謝建邦  MCS	2016

阿邦曾於大專校園團契服侍，雨傘運動後，更希望與青

年人共同摸索前路。2016年中神畢業後，投身牧養大專

青年，深感青年人最需要被聆聽與接納。他坦言與青年

人同行，課堂上所教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正好提醒他需時刻保持開放，按處境及對象調教自己

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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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

由中神創校至今，延伸部每季均開辦不同科目供信徒進修。自 1990 年

推出了第一個有系統的證書課程起，經多年發展，現時共有七個證書課

程可供主內弟兄姊妹報讀。這些課程各有焦點，目的都是幫助信徒深化

信仰、更認識神、更敬愛神、更委身事奉祂，更有效地與傳道同工合作，

推動福音事工，讓教會經歷成長。

課程介紹

信徒神學證書

網上普及神學

信徒心靈關顧證書

婦女普及神學證書

信徒生命更新證書

「最初接觸中神延伸課程，被聖經經卷

科目吸引。由舊約的五經、詩歌到新約

的書信，扎實的課程讓我一步一步踏進

聖經的世界裡，幫助我解開神的話─

『你的話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

人有悟性』（詩篇119:130）。為此感

謝主！」

林鎮輝  延伸課程同學

「這課程幫助我自然而然，心甘情願地邁進更

新之路。它牽動我內裡無以名之的感動，認真

與神建立關係。令我得益最深的是在各單元中

安排的靈修操練，給我這個從來只懂『刨』

聖經的人一帖開眼藥，使我一窺身等候的甜

美。內心踏實的感覺，讓我知道自己走上了

蒙福的窄路，感恩不盡。」

黃小蕙  生命更新證書課程同學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 www.cgst.edu/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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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今世情幻變，信徒十分需要對他們所認知的神和基督信仰有更

深刻和具體的領會，藉以面對各樣衝擊，「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中神盼望能善用多年來神所賜下的資源，提供適

合華人，尤其香港所需要的查經配套，藉此回應時代需要和服侍華人

教會。透過每次的查經作業、小組分享、專人講解，讓信徒親身經歷

查經的樂趣，藉此激發查考聖經的風氣和動力，從而讓信徒在家庭、

教會、職場和社會中，活出信仰、活出豐盛生命。

生命之道

進入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的事奉，於我是具顛覆性……過往，在教會或對社會的事奉，

是建基於神已建立的恩賜才能。生命之道的事奉，卻建基於自己手上僅

有的、遠較小男孩還要少的餅和魚；叫我不單有事奉上的喜樂，也讓我

再次感受到「道」進入生命的活力、威力、跳躍力……老師以「摸著石

頭過河」的態度開展「生命之道」，也正影響我的處事態度：謙卑、謹

慎、探索……

陳肇賢  生命之道場地主管

對於一個每週返三天「生命之道」的我來說，聽得

最多的一定是：「你會不會太累？」誠然，身體都

會偶有覺得疲累，但每一次可以跟組員一起祈禱、

學習、討論、分享，神就透過話語讓我靈命長進，

為疲乏的心靈重新得力，為屬靈的生命充電、加

油！讓我身心靈每一天都得以健壯。

鄭潔玲   生命之道場地主管、司事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 www.cgst.edu/bibl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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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事工 「2010年起，我在中神接受正規神學訓練。剛開始時並不容易，發現自己許

多時候只從經驗和感受出發，缺少對信仰更全面、更理性的思考。感謝主！在

我還未特別意識到時，就為我預備了這樣一個既注重理性思考，又注重生命培

育的學習機會，獲益可說是一生之久。老師們在課堂上訓練我們對聖經、對

神學、對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都有更多反思，我也從只在教會參與敬拜、服

侍、聽道，到開始操練講道，餵養弟兄姊妹的生命。」

基督教研究碩士，堂會義務同工

「中神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進修機會。系統神學科目建立了我們的正

統神學思想，同時也感到中國神學教育的任重道遠。釋經科目讓我在釋經上

大步提升，對帶領教會查經小組有很大幫助。其他課程如靈命的培育與宣教

課程，都具實踐性，非紙上談兵；而教會的牧養與管理，則幫助我們為自己

本地教會建立異象與團隊合作能力，更好服侍教會。這課程體系既有系統，

亦十分完整，感到非常受益。」

教牧學碩士，堂會牧師

「三年的神學栽培，不單讓我學到非常豐富的神學理論知識，更

是讓我經歷一個深入建立我與上帝、我與自己、我與同學們之間

關係的一個過程。在此期間我還得以安靜主前，借中神所學到的

知識，重新梳理之前十多年的教會服侍經歷，拓寬自己的視野，

明晰未來服侍的方向，受益匪淺。」

張莉   基督教研究碩士，堂會義務同工

張莉現任北京基督教會崇文門堂牧師，於2014年來到中神，就

讀道學碩士課程。「特別感謝上帝的恩典給我這樣學習的機會；

感謝老師的諄諄教導使我更認識上帝和自己；感謝同學的一路同

行，讓我感受到被愛和被接納。」

研究院全時間課程

2000年至今超過30位學生 遍佈內地13個省市

遍佈內地26個省市2004年至今超過200位學生

普通話神學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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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讀神學就是在閱讀生命。不單是自己的生

命；也是別人的生命。中神是一個可讓我安全

地進入自己和別人生命的群體，看到上帝奇妙

的作為。也讓我在這群體中學習主耶穌的捨

己，提醒我不單顧念自己的事，也顧念上帝和

別人的事。」

池俊文  MDiv	2008		校友會主席

俊文畢業後回到母會事奉，繼續於群體中學習

捨己，以主耶穌的愛來接觸每一個生命。在忙

碌的事奉中，也不忘記顧念中神大家庭的需

要。2014年開始投入校友會職員會的事奉，身

體力行的支持學院的發展。深信校友正是學院

的寶庫和資產。希望透過聯繫校友回饋學院，

讓中神的神學運動能夠延續和向前。

「從沒想到，『神學院』可以是一個如此落地

的信仰群體，讓我們一齊去回應上帝給予我們

各人不同的人生召命而作出信仰實踐的機會！

『中神可以俾到我！』」

郭美霞 DipCS	2014

「職場神學」這個概念相信可以話是中神帶

給美霞在信仰上的一個嶄新角度去闡釋信仰之

實踐。畢業之後美霞在「邊青的外展工作上」

更多的反思，如何在社工生涯注入信仰的元

素！更加因為MAC talk，讓她有機會接受訓

練，如何把信仰的真實體驗在短時間內向別人

說得清清楚楚！就是這一個職場網絡把MAC 

（Marketplace Alumni Club）連繫著一起，彼

此間就像一支軍隊，為主在職場隨時候命，亦

更像漫天星火中的其中一顆繁星，結集在一起

為主發光！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
www.cgst.edu/alumni 

歡迎研究院校友加入中神 Facebook 群組
www.facebook.com/groups/cgst.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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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者

「老師無私的奉獻，熱誠的教學，成為我奉獻

的泉源，大受感動。」

吳慶懷  每月定額長期奉獻者

吳醫生伉儷長期奉獻支持中神，數十年如一日：

「記得青春剎那時，中神創校的一些老師是我們

所認識的。由於當時信徒一般學歷不高，神學訓

練只達中學畢業水平，我們實在深深認同有必要

成立一所訓練大專學歷信徒的神學院，以回應當

時教會的需要。」

在他們心目中，中神從來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築

物：「因我曾於德雲道校址隔鄰居住，她就如一

位常伴左右的老朋友。能夠見證你我成長四十年，

暖在心頭。」

「退休時，曾有一刻泛起不再奉獻給中神的念頭。但

想到中神猶如我的屬靈父母，不知不覺間彼此建立了

深厚情誼，無法忘卻。如今，繼續以信心回饋。」

梁璐如  每月定額長期奉獻者

中神的神學教育訓練為璐如的信仰歷程，帶來數之不

盡的寶藏，待她發掘：「神學於我而言，本是刻板，

滿是理論。但透過中神延伸課程和生命之道查經，以

及老師的身教言教，看他們竭力不懈追求聖經的真

義，將儼如深海的神學，如智慧文學對人生的剖析，

由淺入深地解讀，實在叫我眼界大開，深深地刻在心

上，對我影響至巨。」

璐如深信：「神學教育是一場運動，能夠帶教會進深於

信仰、演繹信仰，與時代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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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

「土地。想像」青年神學講場

「抗爭與靈性」公開講座

「流離	•	安身—從舊約被擄反思當下處境」公開講座

「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

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

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

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我們所

宣告的救恩應當在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各

方面都改變我們。」(洛桑信約〔1974〕第

五條)

李耀坤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MDiv	1996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www.cgst.edu/cfpv
中心文章專頁： magazine.cgst.edu/category/
 faith-and-public-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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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恆居其間，民將自化。基督信仰

要紮根本土，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

首要者是認識鄉土文化，本中心有志

於研究中國民間宗教，探討信仰如何

能觸及中國民眾的深層需要。另外，

也有負擔對建國後的中國教會進行深

入探索，以究明其現狀及成因。最

後，還希望能為內地神學教育作出貢

獻。」

宋軍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PhD	2016，MDiv	2010

「大信無畏」公開講座

「往事烙印：文革思維對中港社會與
教會的影響」公開講座

詳情請瀏覽中神網址 www.cgst.edu/c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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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學研究院
香港九龍塘多實街十二號
Tel: (852) 2337 4106
Fax: (852) 2794 2337
info@cgst.edu ｜ www.cgst.edu ｜ www.cgst.org.cn  
Facebook: facebook.com/cgst.edu
Youtube: youtube.com/+cgstedu
Google+: plus.google.com/+cgstedu 
Instagram: instagram.com/cgsthk
CGST Magazine: magazine.cgs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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