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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彼得撇下所有跟從主，是要等到耶穌返
回加利利，進西門家治好了他岳母的熱病之
後。那天耶穌在革尼撒勒湖邊，借用了彼得
的漁船教訓眾人；講完了，大概耶穌沒有錢
付船租吧，於是他對彼得說：「把船開到水
深之處，下網打魚。」﹙路五4﹚彼得是否
一肚子氣我們不大清楚，但他的回答可真不
亢不卑：「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

著甚麽。」意思說：你是老師，講道你在行；打漁嘛，是我的專業，要你來
指指點點？捕魚應在夜裡，現在光天化日，哪來甚麼魚？彼得心直口快，
話才出口已覺不妥，只好急急收回：「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結果如
何？兩隻漁船滿載而歸。彼得看見，俯伏在耶穌跟前說：「主阿！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是在這一刻，耶穌呼召他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
如得魚一樣。」﹙太四19﹚

同樣是提比哩亞海邊、同樣是整夜打魚、同樣是主的吩咐、同樣是一網千
斤；耶穌最後對彼得說的，也是同樣最早的那句話：「你跟從我罷。」﹙約
廿一22﹚不過這一次卻是主再三詢問彼得「你愛我麼」之後；不！是彼得
發誓願意為主捨命，卻又在鷄叫以先、三次不認耶穌以後。

耶穌呼召我作祂的門徒，不是因為我根正苗紅、天資敏悟、白手興家、出人
頭地；其實，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我是罪人。我們跟從耶穌，正如馬丁路得
所說：都是「蒙恩的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

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從此一生要見證的，就是神在基督裡所啟示這愛的福
音。我們再也不需要避重就輕、文過飾非、歌功頌德，把有血有肉、敢愛敢
恨的生命，約化成為一個塑膠革命樣版的屬靈英雄人物，因為這位呼召我的
主，「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來四15﹚。在祂捨身十架的愛中，我
們才可以坦然無懼：忘記背後、努力面前；打過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路、
守住所信的道。

神學教育，正是為了接受整全的裝備，謙卑認真跟從我們的恩主。

院長的話 李思敬博士
林高傑德教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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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一  學院簡史

上世紀60、70年代是火紅的年代，也是亞洲人才大量向北美流失的年代。在
1966至1968年間，四位在美國費城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就讀的華人神學生受
上帝的感召，注目神洲，矢志學成要回歸亞洲，建立一所本色化、超宗派、
福音信仰、專門訓練大學畢業生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培養人才，以期有一
日可以服侍中國教會。

1975年6月上帝為我們預備了九龍塘德雲道4至5號的校舍，學院於9月28日
舉行開學慶典。十年前的異象開始實現，為華人神學教育掀開新的一頁。

在首十年（1975-85），學院的焦點放在訓練全職事奉的工人。隨後不久，為
裝備信徒更有效的在教會中事奉，學院開始發展延伸課程，更開設基督教研究
文憑課程，以鞏固信徒在職場中的事奉。與此同時，為了回應心靈輔導的需
要，於1981年與突破輔導中心合辦輔導課程。在1982年，也為了配合當時華
人教會在宣教方面的發展，與美國福樂神學院世界宣教學院合辦華人宣教系。

在第二個十年（1985-95），學院穩步邁前，在發展中追求更新與創新。
1986年出版學術性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並開辦神學碩士課程，訓練
神學人才，開拓釋經、神學的研究，特別是本色神學的探索。90年代，本院
透過訪問和交流，與國內神學院及大學接觸，加深對國內基督教的發展以及
神學教育的實況的了解，以期能在適當時候作出點滴貢獻。

跨越二千，面對多元文化的衝擊以及中國的開放，穩健而適切的神學教育更
形重要。面對極其龐大的神學教育的需要和契機，學院於2002年9月開辦博
士課程，為華人神學院培養更多本土的神學人才。並加入東南亞神學教育協
會，亦獲該會認可所頒發之學位。三十週年院慶之際，學院購置多實街10
號，與位於12號的校舍一併拆卸、重建，並計劃增添師資，積極迎接神學教
育的契機，繼續成為華人教會人力資源的培訓努力以赴。

同時，堅守聖經啟示的神學立場，亦勇於面對當代文化的衝擊，學院積極而
開放地探索，教會應如何回應這洶湧的文化潮流，福音如何顯出其時代的適
切性。為此，學院於2009年開設職場神學課程，為在職信徒提供聖經和神學
訓練的整合課程；2010年開辦基督教研究碩士（主修婚姻與家庭輔導）及基
督教研究文憑（主修關顧與培育）課程，把培育重心聚焦於「婚姻與家庭輔
導」。2012年成立「基督教信仰與公共價值研究中心」，目的是回應香港社
會公共價值的失落與混亂，將福音信仰演繹成生命價值，讓基督教倫理進入
公共空間。2013年與愛丁堡大學開辦聯合頒授哲學博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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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命宣言

植根香港、委身中國
 
中神聽命於神的引領，建於香港、立於香港，以服侍香港教會為當然，堅決
與香港教會共渡歷史轉折，同塑特區教會之明天。如此定向，乃因中神之異
象始於對中國之承擔，故以探索福音如何植根中國文化，促使文化更新為長
遠之目標，以協助中國及廣大華人教會作有效宣講、牧養為己任。

持守福音信仰、確立宣教使命

中神以福音信仰為立校之根基，以發揚福音信仰神學為使命之根本。於此信
仰紛亂、相對主義流行之世代，中神堅持聖經啟示及基督救贖之絕對性。福
音信仰的一大特色，乃在其對宣教之熱忱。福音之為福音，是必須宣告、與
人分享。故中神積極尋求，訓練同學成為對宣講福音有熱切承擔之工人。

孕育整全牧人、塑造屬靈領袖

中神深信要成為聖潔之工人必先有整全之性格，中神盼能為華人教會孕育一
批穩定、成熟、敏銳、開放的牧者。同時，我們亦深信神學院是塑造領袖的
地方，除領袖才幹、恩賜的發展外，屬靈生命的培育至為重要。因此屬靈操
練及性格之修剪乃訓練課程重要之環節，盼能塑造出一群敬虔、聖潔、肯犧
牲、願吃苦、有承擔的屬靈領袖。

追求學術卓越、切合時代需要

中神成立使命之一，乃為華人教會之神學反省、探索建立優良之學術傳統，以
致華人教會不單能繼承基督教傳統先賢之絕學，亦能回應時代思潮，參與文化
批判、創建，為社會開太平之局面。因此，中神極之重視嚴謹、開放的學術探
索，以開展華人福音信仰之思想體系，亦關注信仰如何能落實於處境中，成為
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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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團

神學科

研究興趣
教義神學；當代思潮；中國文化；基督教信仰與公共價值

余博士確信神學是生命的學問，將神的道演繹為轉化生
命的福音，使基督教信仰在當代思潮、倫理及各種精神
價值中成為一股改造、重建的力量，讓神的道解人之困
惑與迷失。因此，多年來從事教義神學鑽研的他，在致
力確立福音信仰的同時，無忘與文化對話，使信仰可以
在當代文化，特別是後現代文化，並公共空間中，成為
轉化的動力。余博士是資深牧者，多年在金巴崙長老會
參與牧會工作。近期著作有《聆聽：上帝愛的言說》及
《攀生命高峰─與偉大心靈同行》。

研究興趣
公共神學；對話與共融；科學、神學與認知；性與創造；
給予與寬恕

江博士多年來致力推進跨科際以及跨宗教對話，
為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	
(Cambridge)	創會會員，並於1992年至2006年代表
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	 (Geneva)	參
與改革宗聯盟與東正教會之間對話。近年來特別關注
公共神學在香港的發展，以及信仰群體在公共空間的
參與和公共價值塑建的角色。先後擔任多個國際學術
期刊和出版的顧問編輯，及國際學術講座主題講員
（keynote	 speaker），包括法鼓山人文講座(清華大
學，2006年)等。論文刊載Evangelische Theologie, 
Neue Zeitschrift für Systematische Theologie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等重要國際期刊。近期著作有B r ü c k e n  b a u e n : 
Naturwissenschaft und Religion（合編），《科學與宗
教對話在中國》（合編）及《宗教價值與公共領域：公
共宗教的中西文化的對話》（合編）。

余達心博士 Rev.	Dr.	Carver	T.	Yu
榮休院長、主恩澤森教席傑出教授
Dip, MDiv, ThM, DPhil, DD

江丕盛博士 Dr.	Kang	Phee	Seng
趙叔榮．霍佩芳教席教授
BSc, BSc (Hons), MDiv,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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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基督教倫理：神學倫理、性倫理、政治倫理
當代思潮：解放神學、後現代思想
對話：耶儒對話
教義神學：人論、死亡學、巴特神學等

鄭博士對當代神學的掌握，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
探索，有很深的造詣。他近年致力於倫理學的研究，對
當代倫理作神學反思與回應，著述甚豐。他思考神學，
恆將釋經、傳統教義、中國文化及當代思潮融會在一
起，並重視神學思考如何與信徒生命成長和事奉裝備配
合。近期著作有《天理人情：基督教倫理解碼》。

鄭順佳博士 Dr.	Kevin	S.	K.	Cheng
教授
BEng, MCompSci, MDiv, ThM, ThD

研究興趣
加爾文研究；宗教改革歷史及思想；基督教倫理

李博士認為神學乃信仰群體對上帝恩典的雀躍回應，它
被基督的愛激勵，慇懃地審視自己的宣講和實踐，務求
能在處身的時代中為基督作活潑的見證。李博士期望
神學院的訓練，能讓信徒和傳道者體會神學思考的重
要性。李博士致力於將宗教改革神學家的屬靈遺產化
成今日教會的信仰資源。近期著作有The Holy Spirit as 
Bond in Calvin’s Thought 。

李耀坤博士 Dr.	Daniel	Y.	K.	Lee
副教授
BSc, MDiv, PhD

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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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基督教信仰與生活之整合：職場神學與牧養、工作神學、
職場倫理、財富觀、社會文化、神學與經濟跨學科研究

李博士是少有能結合經濟學、創業經驗及神學的神學
家。她的負擔是讓神學適切地應用在信徒的生活上，尤
其於職場領域及社會文化中，通過思辨和實踐，使信
仰化成具體的生命特質。她認為神學教育就是生命的
塑造，在過程中老師和同學一同追求真理，並且一起掙
扎成長。神學教育除了訓練委身教會的傳道者外，也需
要為被差進世界的信徒提供裝備，幫助他們在職場和工
作裡活出召命，在文化的衝擊下建立思辨的能力，以充
滿感染力的信仰生命為主作見證。近期著作有The Two 
Pillars of the Market 、《市場聖約──神學與經濟學的
對話》及《職場繁星》。

李適清博士 Dr.	Jean	Lee
助理教授
BComm, CA, PcPsych, MDiv, PhD

研究興趣
歷史神學： 靈修神學、亞奎那研究、改革宗傳統、
 二十世紀的福音派運動
神學與西方思潮：中世紀、啟蒙運動、後現代主義
文化與信仰：美學、經濟社會制度

雷博士因其早年所受的經濟學訓練，對社會結構性的問
題有敏銳的觸覺；與此同時，因他在歷史神學的浸淫，
特別是亞奎那的神學及改革宗的神學，讓他可以穿梭於
古老傳統與當代文化處境。他認為神學是學習如何以信
仰審視自己和世界，並以今日的語言去宣揚整全的福
音。雷博士的研究環繞昔日和今天的信徒如何採納世
界的思潮去表達信仰，和信仰如何批判世界的思潮，從
而探討信徒如何能轉化文化和個人的生命。近期著作有
The Beauty of the Triune God 和《睇電影，學神學》
（合著）。

雷競業博士 Rev.	Dr.	Kin	Yip	Louie
副教授
BA, MA, MDiv, PhD

神學科



研究興趣
新約書卷： 馬太福音、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猶大書
早期猶太教；基督教起源；舊約典外文獻

張博士是資深的新約研究學者，對保羅書信以外的新約
部份及兩約之間的文獻有深入的鑽研，且著述頗豐。他
認為生命建立生命，神學訓練不只是傳授聖經知識和牧
養技巧，也注重生命的塑造。這對老師來說是個重大挑
戰，因為老師本身也需要不斷成長，然而這也正是在本
院事奉蒙福的地方。張博士也是一位資深的牧者。多年
來在金巴崙長老會參與牧養工作，在教學以外堅持繼續
肩負牧養工作，深深體會到神學教育與教會實況配合的
重要。近期著作有《雅各書註釋》、《希伯來書、大公
書信與啟示錄要領》（合著），以及《使徒教父著作》
（審校）。

張略博士 Rev.	Dr.	Luke	L.	Cheung
周永健教席教授
BSc, MDiv, ThM,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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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

研究興趣
舊約聖經神學；希伯來聖經文學；舊約釋經講道

李博士專長於舊約釋經，治學嚴謹，教學認真。他對經
文深入而獨到的研究，加上在香港及加拿大多年的牧會
經驗，令他常為信徒帶出扎實的聖經教導及發人深省的
時代信息。近期著作有《詩裏藏真：聖經文學技巧與詮
釋》（主編）。

李思敬博士 Dr.	Stephen	Lee
院長、林高傑德教席教授
BA, BD (Hons), ThM, PhD



研究興趣
保羅神學；馬可福音

黃博士是資深的新約研究學者，對保羅書信的鑽研尤有
心得。他以幫助信徒明白聖經為己任，使信徒在閱讀新
約書卷的時候，能夠掌握書卷的中心議題、作者的思想
發展和論據；在閱讀福音書的時候，能夠領悟到福音書
作者如何藉著敘述耶穌的生平，把耶穌基督救贖的信息
傳遞給讀者。近期著作有《以弗所書：在基督裡合一的
新群體》。

黃浩儀博士 Dr.	Kasper	H.	Y.	Wong
教授
BA, STB, PhD

研究興趣
舊約書卷： 利未記、民數記、約書亞記、歷代志、
 先知書卷
被擄時期的神學；舊約聖經與身障研究

黃博士是一位資深的舊約釋經學者，對先知書和舊約祭
司傳統的研究尤有興趣。他亦著力於推動發掘、參照古
代教父的釋經資源，以燃亮今日的釋經。他希望透過聖
經教導，幫助信徒和傳道者熱愛聖經，能夠以嚴謹的態
度研經解經，讓自己被神的道所轉化和折服，並以之
來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這個學習過程並不容易，
但應視之為一個屬靈操練的過程，讓自己被神的話語所
塑造，以致更有基督的樣式。近期著作有《舊約先知書
要領》（合著）、《在曠野中與上帝同行：民數記析讀》、
《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約書亞記析讀》、《以賽亞
書1-39章》及《以賽亞書40-66章》（古代基督信仰聖經
註釋叢書）（編審）。

黃嘉樑博士 Dr.	Ka	Leung	Wong
陳朱素華教席教授
BA, BA, STB, MA, STL,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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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舊約與聖地研究；語言學

雷博士認為神學訓練乃一生之久的事，訓練的場所亦不
限於神學院，教會領袖、家中長者、團契導師等其實
都在參與神學教育。神學院的教育只是協助教會短期
培訓（由數天的密集到一至三年的課程）全職教牧及
信徒領袖。神學教育應配合「知」(cognitive)、「做」
(behavioral)、「感」(affective)及「群」(relational)等
訓練，引領學員在「為」中成長。這並非人為可帶動
的，我們只能營造一個環境及氣氛，以便神能透過這幾
方面的訓練，塑造「為」的生命素質，使信徒成為神重
用的器皿。近期著作有《舊約先知書要領》（合著）、
《聖地靈旅（二）、（三）》（合著）。

雷建華博士 Rev.	Dr.	Wallace	Louie
教授
BA, MA, PharmD, MDiv, ThM, ThD

研究興趣
新約書卷： 約翰福音、約翰書信、啟示錄、加拉太書、
 腓立比書
聖經詮釋學：釋經史、現代及後現代釋經、新約中的舊約

吳博士精於福音書的研究，特別是約翰福音，以至啟示
錄。此外，她對詮釋學的鑽研亦甚有心得。她解經的特
色是精闢、清晰而平易。在投身神學教育之前，她曾在
遠東福音廣播事奉。期間看到人才訓練、神學研究及文
字著作對中國教會未來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她的願望和
自我挑戰是認真鑽研聖經，將上帝的話語深入淺出地解
說明白，以造就信徒。近期著作有《聖經通識手冊》
（合著）。

吳慧儀博士 Dr.	Wai	Yee	Ng
副教授
BA, MTS, ThM,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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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彼得前書；啟示錄；新約神學；兩約之間及新約時期猶太
人歷史；早期基督教歷史；基督徒身份；早期教父著作

辛博士大學畢業後在律師行工作，有機會跟社會不同階
層人士接觸，漸漸培養出對社會政治及民生的關注，對
基督徒與周圍世界的關係尤其時有所思。在她深造期
間，她選擇了主修新約研究，藉此思考早期基督徒如何
理解自己在希羅世界的身分，以及在地上的存在意義。
她博士論文的一個主題，就是早期基督徒如何基於他們
對主耶穌釘十架事蹟的反思，以及對自己身分的理解，
釐定與周圍不信世界相處的策略。辛博士盼望這樣的研
究有助教會思考她在香港社會的位置和使命。她甚願透
過教學，與同學一起探索一套既符合聖經教導又適切香
港處境，基督徒社會參與和見證的模式。她亦盼望能參
與訓練一群有時代觸覺和成熟視野，敏於覺察社會的福
音需要，能祝福香港教會和信徒的神的工人。

辛惠蘭博士 Dr.	Joyce	Sun
助理教授
LLB, PCLL, MDiv, PhD

研究興趣
舊約原文；詩篇；智慧文學；文類研究

張博士是一位年青的舊約學者，近期專注詩篇的研究。
他認為教會若要讓現今的世代、信徒群體或個人明白上
主在他們當中的作為，便必須引導信徒透過上主的話語
去解讀祂的作為，帶領他們、與他們共同掙扎去尋找、
踐行信仰的真義。認真研讀聖經，成為牧養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張博士希望透過深入研究，身體力行，活
潑教導，為香港、為華人教會造就時代的工人。

張智聰博士 Dr.	Simon	C.	C.	Cheung
助理教授
BBA, MDiv, MPhil,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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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保羅書信；福音書；新約中的舊約（文本互際）；第二聖
殿時期猶太文獻；早期基督教；語言學和文本互際；研究
方法論；解釋學

薛博士於本院就讀期間進一步清楚上帝的呼召是要投身
神學教育，參與培育牧者傳道。她後來獲選為本院的
「儲備師資」，於2009年赴加拿大麥克馬斯特神學院修
讀哲學博士課程，從事新約研究。2014年成功完成其關
於羅馬書9-11章的文本互際研究的博士論文口試，同年
8月加入本院教授團，擔任助理教授一職。

研究興趣
城市宣教；病態沉溺；宣教伙伴與網絡

陳博士不單是一位宣教學老師，更是宣教的實踐者。在
斯里蘭卡宣教五年以後，就不斷地在香港推動跨文化宣
教及城市宣教。她認為神學不是知識份子的學術專利；
草根階層為主導的信仰論述，也應該是神學的重要組成
部份。神學的治學方式除了靠哲學思考討論以外，也有
賴社會科學的田野觀察和實踐反省。神學不僅要與知識
份子對話，也要與貧窮人和邊緣人交流，才能正確地闡
述真理。陳博士對此身體力行，以部份時間在本院教
學，其餘部份時間積極參與近文化的服事。

薛霞霞博士 Dr.	Xiaxia	Xue
助理教授
LLB, MPhil, MCS, ThM, PhD

莫陳詠恩博士 Dr.	Wing	Yan	Chan	Mok
副教授
BA, DipTh, MPhil, PhD

實踐科

聖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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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神學反省與使命實踐的互動（宣教、苦難、殘障）

關女士認為每位信徒都是門徒宣教士，而使命實踐必須
與神學反省、生命更新同步進行。關女士多年來在香港
及海外實踐整全福音使命，包括六年駐阿富汗國際救援
組織之復康工作及在港開展「無障礙敬拜」事工，推動
教會關注特殊需要群體。關女士在戰亂、貧窮、殘障各
種看似苦難之場景中，對信仰及生命有深刻的體會，她
嘗試藉著寫作陳述當中的故事，展示神在這些場景中之
工作，希望帶動信徒靈命的更新。近期著作有《迎向苦
難的呼召》（合著）、《無障礙敬拜——照顧智障人士
的靈性需要》（合編）。

陳關韻韶女士 Mrs.	Wance	Chan
助理教授
PDOT, MA, MCS

研究興趣
教會領導；小組事工；家庭牧養；門徒訓練；教牧輔導；
靈修神學

郝牧師累積二十多年的牧會經驗，對裝備未來的傳道人
向有負擔，樂於與神學生分享他的牧會經驗及事奉心
得。郝牧師受過專業輔導訓練，有豐富的教牧輔導經
驗，期盼同學能把輔導、屬靈導引、關顧與宣講結合，
牧養會眾。感受教會在靈命培育與門徒訓練的需要，郝
牧師努力於門徒訓練方面的研究，其博士論文專注探討
如何透過小組事工進行門訓。

郝繼勇博士 Rev.	Dr.	Joseph	Kok
副教授
BMath, MA, MDiv, 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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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基督教靈修學與靈修經典；不同靈修傳統的對話；教牧輔
導與心理輔導的整合；靈修指引；靈命培育與塑造；都會
人的退省與避靜；女性全人成長

潘博士早年在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服事，特別對年青人與
學生的生命培育有負擔，多年來也一直參與在海外中國
學人與專業人士的門徒訓練當中。她曾有六年在德國牧
養海德堡華人團契並協助歐洲華人宣教事工，過去她也
曾擔任本院的副校牧，目前也致力於香港聖經教會的靈
命塑造與中國宣教事工。她認為神學教育是要和教會的
牧養與宣教的使命緊緊互動，神學的反思要在時代的場
景與大公教會的歷史向度中進行。她期望日後能繼續在
整合實踐神學與靈修學上多些反思與研究。

伍潘怡蓉博士 Dr.	Annie	Y.	J.	Pan	Ng
助理教授
BA, MDiv, MCE, MA, MAAS, PhD

研究興趣
家庭禮儀；祭祖匯通；牧養輔導；宣教差傳；靜修操練

歐牧師認為宣教是包括親友佈道、本地宣教、外地差
傳，他篤信「牧養」與「宣教」緊扣相連，故一直在堂
會實踐兩者的結合，如多年致力開展不同的「家庭禮
儀」。這不單為了整合信仰與生活的結連，更為牧養與
宣教提供有效的平台。由於在社區積極推展本地宣教，
歐牧師促進了「旺角區教會網絡」之成立。後因著基督
國度之觀念，又與同道推動「同一教會．同一使命」的
異象，聯繫本港不同地區的教會網絡，互相呼應，以期
在各區作基督合一的見證。

歐醒華牧師 Rev.	Timothy	Au
助理教授
BSc, 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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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整全福音與語言發展及母語聖經翻譯
跨文化研究：被壓迫的群體、種族身份與上帝的宣教使命

葉女士參與宣教事奉多年，能夠看見「各邦國，各支
派，各民族，各語言」的人來敬拜上帝，是她在回應上
帝的宣教使命中最感歡愉的事。她在蘇丹及南蘇丹服侍
達十七年，與被壓迫的群體同工，主力參與語言發展及
母語聖經翻譯的工作，同時亦從事跨文化的研究。在酷
熱、風沙與內戰的處境中，她與被壓迫的群體一同思考
上帝的說話，並經歷祂的同在與信實。葉女士剛回港年
多，盼望在神學教育工作中，以多年的跨文化事奉經驗
祝福香港的教會。

（2015年2月上任）

葉美𡣖女士 Ms.	May	Yip
助理教授
Dip Nursing, DipCS, MAICS

研究興趣
實用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傷殘神學；邊緣群體的牧
養；基督教教育；堂會研究；跨學科神學研究

佘博士於2014年在於蘇格蘭阿伯丁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deen)	畢業，博士論文研究嚴重智障人士靈性關
顧。她採用了實用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	研究方
法，從多角度探討本地福音信仰堂會關顧事工。她早在
祟基學院神學院進修時，已對傷殘神學感興趣，她的碩
士論文探討巴特以基督為本的人觀，如何幫助信徒從神
學角度理解傷殘。

葉佘枝鳳博士 Dr.	Sarah	C.	F.	Shea	Ip
助理教授
BSS, MEd, MCS, MTh,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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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情緒健康；創傷治療；抑鬱哀悼；共依存與性侵犯康復；
原生家庭；家庭輔導；單身與教會群體；小組動力；信仰
與輔導整合

陳女士曾於社會福利署工作多年，後於突破輔導中心服
事。期間，除提供心理輔導外，亦主領講座及統籌服
務。九十年代在美國期間，先後出任三藩巿華埠青年
中心輔導員及亞裔青年防毒計劃統籌，又曾於基督徒
心理治療中心私人執業，具豐富的中外輔導經驗。回港
後投入本院的事奉行列。除教學外，陳女士亦注重理論
實踐。陳女士深信教學理論不能與現實脫節，而輔導亦
須與神學訓練緊密結合，以更本色化的形態植根華人社
會。她樂於朝這方向盡力而為。

陳幼莉女士 Ms.	Ellie	Chan
副教授
BSocSc, MA, MFCC (Calif)

輔導科

研究興趣
個人成長；男性成長與輔導；父親培育；婚姻輔導；
靈性與輔導整合；正向心理學

區博士對裝備參與輔導事工的信徒向有負擔，區博士為
九龍城浸信會會友，多年來參與教會輔導事工的顧問。
區博士相信神會用我們不同的人生經歷作為我們事奉的
基礎，也看重生命影響的果效。他樂於將個人生活體
驗、輔導、教學所得化作文字與更多人分享。近期著作
有《教好孩子－－父母的7個角色》、《讓心意可以更
新》、《恩愛關係的22道考題》，以及《但願40歲前就
知道怎樣造就豐盛的下半場人生》。

區祥江博士 Dr.	Raymond	Au
副教授
MCS, MS, 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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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
抑鬱哀悼；強迫症；性沉溺；切割和自我傷害；牧養、
事奉的健康界線；健全的回彈力

楊博士累積豐富的臨床經驗，她提供個人與婚姻輔導，
擅長於青少年心理和職青性沉溺治療。過往除全時間執
業外，她在教會也致力於門徒訓練，專注青少年事工，
並主領講座及工作坊，包括親子關係、靈命培育、衝突
調停、情緒智商等。

萬楊婉貞博士 Dr.	Jane	Mann
助理教授
BSW, MSW, MAR, PsyD

研究興趣
心理學和基督教的整合
家庭暴力丶受虐兒童丶人口販賣所帶來的創傷和復甦
依附和教育兒童；遊戲治療；女性個人成長
人際關係的神經生物學

何博士為美國華盛頓州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及認可臨床督
導，對曾經歷家暴和受虐的兒童及家庭有特別負擔。除
了輔導員的角色，她過往亦多年在教會任青少年團契導
師，幫助年輕信徒在信仰和心靈經歷成長。她返港加入
本院，參與裝備信徒成為盧雲所謂「負傷的治療者」的
事奉，是神給她一個新的挑戰。她深信神能夠用得著輔
導，使人在聖靈的引導下得到醫治和成長。

李何秀婷博士 Dr.	Donna	Ho	Lee
助理教授
BSc, MA, Ps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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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訪問教授
 楊錫鏘牧師  聖經科

二 客座教授
 伍山河牧師  教牧課題

 蔡譚秀薇女士  面談輔導技巧、婚姻與家庭輔導

 陳謝麗婷女士  自我管理與人際關係

 葉約翰博士  新約選修：馬太福音

 葉美 女士  文化與轉化

 蕭麗霞女士  傷痛與危機輔導

 賴建國博士  舊約選修：申命記

 楊慶球博士  普通話密集課程

三 牧職實習督導
 陳誠東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油麻地基道堂

 鄧達強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長沙灣基道堂

 陳熾彬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張偉昌牧師*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何少玲牧師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蔡宗正牧師*  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

 李海平牧師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袁麗珠牧師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馬漢欽牧師*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孫同芬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天霖堂（荃灣堂分堂）

 李明德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洪恩堂

 麥耀安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愛民堂

 周君善牧師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林少琼傳道  九龍城浸信會

 麥漢勳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黃家輝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本院校友

特約教授（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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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及科目
本院為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東南亞神學教育協
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及香
港神學教育協會（Hong Kong Theologic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會員，
所頒發的學位及文憑為亞洲神學協會及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所認可。現時開
設的課程有：

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為中國及亞洲培育治學嚴謹、學識卓越的神學人才。

神學碩士（Master of Theology）
栽培神學人才，鼓勵跨科際整合反省，提供全職同工進修機會，加強在傳
道、教學及研究等各方面的發展。同學可主修聖經、神學或聖工研究，課程
完成期限為五年。

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
訓練全職事奉屬靈領袖，投身牧養及福音事工。不設任何主修，力求在學術
訓練（聖經、神學）、實習教育和靈命培育等範疇中同步並進。課程完成期
限為全時間三年。

基督教研究碩士（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訓練福音機構同工，裝備信徒領袖。日間課程的同學可選擇綜合課程（無主
修），或自選主修範圍基督教與文化、聖經詮釋，或婚姻與家庭輔導，課程
完成期限為兩年全時間或五年部份時間（日間）。晚間課程的同學可主修職
場神學，課程完成期限為八年部份時間（晚間）。

基督教研究文憑（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訓練有志接受基礎神學訓練的信徒，同學可以選擇綜合課程（無主修）或
主修關顧與培育。課程完成期限為一年全時間（日間）或五年部份時間
（日間或晚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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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A.   聯合頒授哲學博士（Jointly-Awarded PhD degree）

目　標 為中國及亞洲培育治學嚴謹、學識卓越的神學人才。此學位由中國
神學研究院及英國愛丁堡大學聯合頒授。

學　制 全時間修讀，36至48個月內完成

 1 首12個月內提交論文綱領和研究專文，合格後方可繼續修讀並撰
寫論文。

 2 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及英國愛丁堡大學各修讀最少18個月。

 3 兩 院 校 為 各 研 究 生 分 別 委 派 一 位 指 導 教 授  ( P r i n c i p a l 
Supervisor)，兩位指導教授將緊密聯繫，以達最佳效果。

 4 論文以英文撰寫，提交論文及通過論文口試 (Oral Examination) 
後方可畢業。

 5 畢業生可選擇參加其中一間院校的畢業典禮。 

資　格  1 持道學碩士(MDiv)或相等學歷，GPA 3.5或以上。
 
 2 具良好英語能力﹙如：IELTS 7.0; TOEFL iBT 100﹚，以及與研

究相關的其他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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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目　標 為中國及亞洲培育治學嚴謹、學識卓越的神學人才。此學位由中國
神學研究院頒授。

學　制 全時間修讀，36至48個月內完成

 1 首12個月內提交論文綱領和研究專文，合格後方可繼續修讀並
撰寫論文。此階段必須全時間留校修讀。

 
 2 獲通過論文綱領後，學院會委派一位教授出任論文督導，也可

按需要委派多一位教授為副論文督導。在得到委員會同意下，
研究生可以部分時間形式修讀。

 
 3 若以全時間模式繼續修讀，研究生必須多留校一年，期間離港須

請假。並在四年屆滿前呈交論文（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通過
論文口試（Oral Examination），方可畢業。

 
 4 若以部分時間模式繼續修讀，則需於六年屆滿前呈交論文（可用

中文或英文撰寫）；通過論文口試（Oral Examination），方可
畢業。

 

資　格  1 具道學碩士 (MDiv) 或同等學歷，GPA3.5或以上。
 
 2 具良好英語能力﹙如：IELTS 6.5; TOEFL iBT 80﹚，相當程度的

希伯來文及希臘文，以及與研究相關的其他語文能力。

 3 未獲頒授神學碩士 (ThM) 學位的申請人，可給予有條件取錄。

 3.1  該生需先註冊為ThM學生，並於首學期內完成指定的三個科
目，GPA達3.5或以上，方獲正式取錄。

 3.2  若該生未能於首學期內完成指定科目或成績未能達標，仍可
繼續完成 ThM；若能於18個月內完成課程要求，GPA達3.5
或以上，也可獲正式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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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學碩士（Master of Theology）

目　標 栽培神學人才，鼓勵跨科際整合反省，提供全職同工進修機會，加
強在傳道、教學及研究等各方面的發展。

學　制 課程完成期限為五年共32學分，可以選擇考試或論文模式修讀：

 1 考試模式：
• 修課七科（共28學分）加考試（4學分）
• 七科中最少一科為專題研討，最少四科為主修範圍的科目。
• 考試內容屬主修範圍，由各科系提供參考書目。

 
 2 論文模式：

• 修課五科（共20學分）加論文 / 企畫（12學分）
• 五科中最少一科為專題研討，最少兩科為主修範圍科目。
• 論文 / 企畫的字數需在三萬至五萬字之間。

主　修  聖經研究﹝分新約及舊約﹞
 （兩約背景、詮釋歷史、原文釋義、聖經神學、解經講道等）

 神學研究
 （教義詮釋、歷史神學、中國文化、應用倫理、當代思潮等）

 聖工研究
 （宣教佈道、城市事工、領袖模塑、牧職更新、靈命培育等）

資　格  持道學碩士（MDiv）或相等學歷。申請人若只具基督教研究碩士
（MCS）學位，須補修指定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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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

本課程乃全職事奉者的基本訓練，注重本土文化元素，不設主修。科目編排循序
漸進：首兩年從入門定向導引提升至獨立批判思考，到第三年進深專題及跨科際
研討，以兼顧作為神學訓練的第一個學位，但同時符合研究院程度的要求。課程
結合聖經原文與釋義，裝備同學在聖經權威下教導宣講；又強調教義、歷史與當
代處境的互動，幫助同學建立福音信仰神學思維；更嘗試貫通課堂理論與工場實
踐，透過嚴謹的實習督導，啟發同學應用聖經真理、神學反省及事奉技巧於教牧
職事之中。三年學習也包括在群體生活、小組團契和個別關懷等不同層次的靈命
培育，讓同學在心志、品格和見識上能穩步成長。

目　標 訓練全職事奉屬靈領袖，投身牧養及福音事工

資　格  具學士或相等學歷又清楚蒙召作全職事奉的基督徒

學　制 三年全時間共 95 學分

聖經 Biblical Studies                         30

聖經研究導引：新約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New	Testament	 3

聖經研究導引：舊約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Old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新約 Biblical	Theology	:	New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舊約 Biblical	Theology	:	Old	Testament	 3

聖經原文： Biblical	Language:

 希臘文 (1)(2)  Greek	(1)	(2)	 6

 希臘文 (3)或聖經書卷選讀   Greek	(3)	OR	Bible	Elective	 3

 希伯來文 (1)(2)  Hebrew	(1)	(2)	 6

 希伯來文 (3)或聖經書卷選讀   Hebrew	(3)	OR	Bible	Elective	 3

     

神學 Theological Studies                      24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歷史中教會： The	Church	in	History	:

 （1）早期教會和中世紀  (1)	Early	to	Medieval	 3

 （2）改教運動和現代史    (2)	Reformation	to	Modern	Age	 3

 （3）中國和亞洲史  (3)	China	and	Asia	 3

基督教倫理 Christian	Ethics	 3

福音與中國文化 The	Gospel	and	Chinese	Cult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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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Practical Studies                         19

教牧事奉導引 Orientation	to	Pastoral	Ministry	 2

教會的培育事工 Christian	Nurture	in	the	Church	 2

教牧關顧與輔導 #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ling	#	 2

面談輔導技巧 Basic	Counselling	Skills	 3

教牧神學與堂會領導 # Pastoral	Theology	and	Leadership	#	 3

講道及崇拜學 # Homiletics	and	Worship	#	 3

教會使命導引 The	Church	in	Mission	 3

教會考察 # Church	Visits	#	 1     

實習 Practicum / Placements   13

宣教實習 Mission	Placement	 4

牧職實習(1)(2)(3) # Pastoral	Placement	(1)	(2)	(3)	#	 6

講道實踐(1)(2)(3) # Preaching	Practicum	(1)	(2)	(3)	#	 3
[詳情參閱『實習』部份]

選修 Electives  7

* 不可選擇「研經與釋經」。

* 可選擇「輔導」之「個人成長」、「家庭系統動力」、「傷痛與危機輔
導」、「性別與性」、「兒童成長與家庭發展」或「婚姻與家庭輔導(1)」，
唯須按有關科目的次序修讀並留意先修科要求。

* 可選擇「專題研討（Seminar）」、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及選修科。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備註

1  同學於完成二年級修課或畢業後可申請參加一年「海外宣教實習體驗」，或於完成
二年級修課及牧職實習後向牧職實習主任申請參加一年「全時間牧職實習」。

2 # 不開放給非道學碩士生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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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教研究碩士（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目　標 本課程為福音機構同工及教會信徒領袖而設，提供基本的神學訓
練，裝備他們在福音機構事奉或在教會及職場中帶職事奉。同學可
選擇綜合課程（無主修）或自選以下主修範圍：基督教與文化、聖
經詮釋、婚姻與家庭輔導、職場神學。

資　格  具學士或相等學歷的基督徒。如主修婚姻與家庭輔導，須先修畢
「心理學概覽」、「異常心理學」及「輔導理論」。

學　制 同學可以選擇綜合課程（無主修）或以下主修:

 1 主修基督教與文化或聖經詮釋：須修畢60學分，可選擇兩年全
時間或五年日間部份時間修讀。

  
 2 主修婚姻與家庭輔導：須修畢64學分，可選擇兩年全時間或五年

日間部份時間修讀。
 
 3 主修職場神學：須修畢60學分，可八年晚間部份時間修讀。全部

科目於晚間上課，部份課堂教學需於週六進行。
 
 4 同學須完成學院所規定之靈命培育。

綜合課程（無主修）

基礎  Foundations                         20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或 聖經研究導引  OR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聖經神學：舊約 Biblical	Theology	:	Old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新約 Biblical	Theology	:	New	Testament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選修  Electives                          40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教會使命導引」及
「宣教實習」。

*  不可選擇「輔導」之必修科目，可選擇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 
及選修科。

*  若修畢聖經原文：希臘文 / 希伯來文(1)及(2)，可選擇新約 / 舊約專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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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基督教與文化（日間課程）
目標  提供基本的神學訓練；藉著聖經、神學、靈命培育與及對社會文化的反

思，幫助學員在事奉上，有效地見証真道、推動事工。

基礎  Foundations                         20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或 聖經研究導引  OR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聖經神學：舊約 Biblical	Theology	:	Old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新約 Biblical	Theology	:	New	Testament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必修  Core                          18

基督教信仰與當代思潮 Christian	Faith	&	Contemporary	Thoughts	 3

   或 基督教倫理 				OR	Christian	Ethics 
文化神學與流行文化透析 Theology	of	Culture	&		 	 3

   或 公共神學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OR	Public	Theology	  				

教會使命導引 The	Church	in	Mission	 	 3

福音與中國文化 The	Gospel	&	Chinese	Culture	 	 3

歷史中教會(1)/(2)/(3)  The	Church	in	History(1)/(2)/(3)	 	 6
〔任選其二〕 [Any	two]

選修  Electives                          22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教會使命導引」及
「宣教實習」。

*  不可選擇「輔導」之必修科目，可選擇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 
及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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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聖經詮釋（日間課程）
目標  提供聖經原文和釋經的訓練，幫助學員在釋經方面進深。

基礎  Foundations                         23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聖經研究導引：舊約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Old	Testament	 3

聖經研究導引：新約 Orientation	to	Biblical	Studies:	New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舊約 Biblical	Theology	:	Old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新約 Biblical	Theology	:	New	Testament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必修  Core                          15

聖經原文：希臘文(1) (2) Biblical	Language:	Greek	(1)	(2)	 	 6

聖經原文：希伯來文(1) (2) Biblical	Language:	Hebrew	(1)	(2)	 	 6

聖經原文：希臘文或 Biblical	Language:	Greek	OR	Hebrew	(3)	 3

   希伯來文(3)

選修  Electives                          22

* 不可選擇「研經與釋經」。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教會使命導引」及

「宣教實習」。
*   不可選擇「輔導」之必修科目，可選擇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 

及選修科。
* 若修畢聖經原文：希臘文 / 希伯來文(1)及(2)，可選擇新約 / 舊約專題研討。



30

主修職場神學（晚間課程）
目標  為有志在職場中事奉的信徒，提供基礎的聖經和神學訓練，並透過科際

整合的神學反思和靈命的更新，裝備他們回應上帝在他們工作崗位上的
呼召，見證基督。

基礎  Foundations                         20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聖經神學：舊約 Biblical	Theology	:	Old	Testament	 	 3

聖經神學：新約 Biblical	Theology	:	New	Testament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必修  Core                          18

門徒召命與生活 Christian	Discipleship	 	 3

自我管理與人際關係 Self	Management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3

職場及工作倫理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3 
信仰與財富 Wealth	&	the	Christian	Faith	 	 3

當代宣教使命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3

領導與管理 Leadership	&	Management	 	 3

選修  Electives                          22

* 可選擇日間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教會使命導
引」及「宣教實習」。

* 不可選擇「輔導」之必修科目，可選擇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及
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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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婚姻與家庭輔導（日間課程）
目標  訓練基督教輔導者和教牧，投身婚姻家庭事工，肩負牧養、關顧和輔導

的工作。

基礎  Foundations                         17

教義神學： Doctrinal	Theology	:

 (1)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3

 (2)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3

 (3)聖靈論和教會論  (3)	Pneumatology	&	Ecclesiology	 	 3

基督教倫理 Christian	Ethics	 	 3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2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必修  Core                          34

家庭系統動力 Family	Systems	Dynamics	 	 3

性別與性 或 Gender	and	Sexuality	OR	 	 3

   兒童成長與家庭發展    Child	and	Family	Development 
信仰與輔導整合導引 Introduction	to	Integration	 	 3

信仰與家庭輔導整合 Integration:	Faith	and	Family	Counselling	 3

整合論文 # Integration	Paper	#	 	 2

婚姻與家庭輔導 (1)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ling	(1)		 3

婚姻與家庭輔導 (2)  #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ling	(2)	#	 3

進深輔導技巧：心理評估與介入 #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	 	 3

傷痛與危機輔導 Grief	and	Crisis	Counselling	 	 3

小組治療 # Group	Therapy	#	 	 3

面談輔導技巧 Basic	Counselling	Skills	 	 3

教會的關顧與輔導 Caring	and	Counselling	Ministry	in	Church	 2

選修  Electives                          5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教會使命導引」及「宣
教實習」或 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 / 文憑之必修科。

備註： 1.  # 不開放給非輔導生選修。
 2. 另加「成長小組」兩學期及自費接受至少30-40小時的個人輔導。

輔導實習  Practicum / Placements              8

輔導實習(1) (2) (3) # Counselling	Practicum	(1)	(2)	(3)	#	  8
〔詳情參閱『實習』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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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督教研究文憑（Diploma in Christian Studies）

本課程為有志接受基礎神學訓練的信徒而設，加深他們對信仰的認識及反省，裝
備他們日後在其工作崗位上更有效地見證基督，及在教會帶職事奉。同學可以選
擇綜合課程（無主修）或主修關顧與培育。

目　標 裝備信徒投身教會事奉，並在專業崗位見證基督。

資　格  具學士或相等學歷的基督徒。如主修關顧與培育，須修畢先修科
「心理學概覽」。

學　制 共30學分。同學可以選擇主修關顧與培育或綜合課程（無主修）。

 1 主修關顧與培育，可選擇一年全時間或五年日間部份時間修讀。

 2  綜合課程（無主修），可選擇一年全時間或兩年至五年日間或
晚間部份時間修讀。選修科共17學分。

 3  部份課堂教學需於晚間或週六進行。
 4  同學須完成學院所規定之靈命培育。
 5  同學可在修讀期間（一月底前）來函申請轉入碩士課程，任何

與碩士課程相同的學分將可獲豁免（成年學生例外）。

綜合課程（無主修）

基礎  Foundations                         13

門徒召命與生活 Christian	Discipleship	 	 3

教義神學(1)/(2)〔任選其一〕 Doctrinal	Theology	(1)/(2)	[Any	one]		 3

 (1) 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2) 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教會使命導引 或 The	Church	in	Mission	OR	 	 3

 當代宣教使命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1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選修  Electives                         17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及「教會使命導引」或 
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之必修科（婚姻與家庭輔導必修科除外）及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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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關顧與培育（日間課程）
目標 裝備信徒投身教會事奉，參與教會關顧和培育事工，並在專業崗位見證

基督。

基礎  Foundations                         13

門徒召命與生活 Christian	Discipleship	 	 3

教義神學(1)/(2)〔任選其一〕 Doctrinal	Theology	(1)/(2)	[Any	one]		 3

 (1) 上帝論和創造論  (1)	God,	Revelation	&	Creation

 (2) 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  (2)	Anthropology,	Christology	&	Soteriology

教會使命導引 The	Church	in	Mission	 	 3

研經與釋經 Bible	Study	&	Hermeneutics	 	 3

靈命培育 Spiritual	Formation	 	 1
〔詳情參閱『靈命培育』部份〕

必修  Core                          10

面談輔導技巧	 Basic	Counselling	Skills	 	 3

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	 	 3

教會的關顧與輔導	 Caring	and	Counselling	Ministry	in	Church	 2

教會的培育事工	 Christian	Nurture	in	the	Church	 	 2

選修  Electives                          7

* 可選擇道學碩士之神學 / 聖經科 並「教牧事奉導引」及「教會使命導引」
或 其他基督教研究碩士之必修科及選修科外，還可選擇「異常心理學」、
「輔導理論」、「傷痛與危機輔導」、「性別與性」或「兒童成長與家庭
發展」。

* 「異常心理學」及「輔導理論」乃本院延伸課程，同學如曾修讀可申請學分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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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Electives) 

以下所列科目為近年開設的選修科目，只作參考用。本院將因應需要開設不同
的選修科目。部份科目以英語或普通話授課。

神學科選修科目 馬丁路德及其神學
 加爾文神學
 市井信徒：市場鐵律中的召命與見証
 性：神學與倫理
 基督教性倫理
 中國神學家
 聖約與生活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the Holy Spirit
 職場神學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

聖經科選修科目 《箴言》析讀 
 典外文獻與新約研究 
 舊約祭司傳統研究
 約書亞記及士師記研讀 
 聖地歷史及地理考察
 聖經中的比喻 
 詩篇選讀 
 登山寶訓
 路加著作 
 以弗所書 
 加拉太書
 歷代志上、下 
 羅馬書 
 約翰福音的歷史與文學剖釋
 舊約中的彌賽亞預言
 猶太聖經神學

實踐科選修科目 當代家庭的面貌及危機
 靈修經典選讀：「七寶樓臺」
 Empowering the Whole People of God
 Conflict Navigation
 Business as Mission
 教會中的男士事工
 教會、政治與社會關懷
 教會小組牧養



二　實習
本院之使命是為華人教會訓練合神使用之工人，修讀碩士課程的同學，除了
在聖經、神學、實踐學科及靈命培育等方面的學習外，也可實地參與教會牧
養及不同的福音事工，藉觀摩、體驗，冀能達到學以致用，在實踐中成長。
本院非常重視實習工場導師 / 輔導督導老師之角色，務求同學得著妥善和有素
質之督導。

1 實習教育的重要和目的

 實習是神學教育重要的一環，能為神學生提供渠道把學到的知識原則，
運用在實際處境中。實習的體驗，能加深神學理解，激發學習興趣，刺
激研究反省，對神學之融會，必有所增益。此外，同學們在富經驗的工
場導師 / 督導老師指導下，了解工場環境，學習事奉實務，雕琢個性生
命，為未來的事奉奠下美好的基礎。

 實習教育的目的有六方面：

生命成長： 透過與資深牧者和神的僕人生命的接觸，讓同學在愛心、信
心以及委身的心志上得著激勵、啟導，靈命和品格得著雕琢
陶造。

人際操練：  透過觀察和參與，讓同學在待人接物、處事應變上有所磨練
和體會。

發掘恩賜：  藉事奉發掘同學之潛質，肯定並發展同學之恩賜。

確立呼召：  實習是日後事奉的模擬訓練，讓同學在實習的場景內再次檢
視自己的呼召和未來的方向。

技巧運用：  在事奉中探索方法、操練技巧，藉督導、回饋，改善事
奉質素。

觀摩體驗：  透過不同類別的實習、不同工場的體驗，增加對不同教會傳
統的欣賞，增廣對天國事工的認識。

2  實習安排

本院的實習訓練，多年來蒙各教會與機構支持，接納同學前往學習，又
讓資深牧者及同工擔任督導，給予同學各方面的指導，成為神學訓練上
的伙伴。具體的安排分牧職實習、宣教實習、和輔導實習三大部份，緊
密地配合實踐科之課程，以收最大之學習果效。同學需經老師評估及推
薦才可開始在指定教會/機構實習。

2.1   牧職實習：修讀道學碩士的同學必須完成以下三年實習

第一年 教會考察： 探訪不同宗派傳統和事工模式的教會，體
驗其敬拜並與牧者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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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實習： 參下面「宣教實習（暑期）」一項。

第二年 牧職實習： 以學徒方式在指定之教會，跟隨特約之牧
者，學習牧會實務，內容包括講道、教
導、列席會議、籌辦聚會、栽培、佈道、
協談、探訪、治會等工作；學年之週末和
主日，以及暑期全時間六至八週。

第二、三年 講道實踐： 撰寫講章、試講，期間有導師的指導和
評估。

2.2   宣教實習（暑期）：修讀道學碩士的同學必須於一年級的暑期內完
成六至八週的全職宣教實習，修讀基督教研究碩士的同學亦可選讀
此科。

 暑期宣教實習分兩大範圍，第一是六星期的本地城市宣教實習，第
二是八星期的境外跨文化宣教實習。

 本地城市宣教實習 旨於讓同學體驗城市宣教事工；學習服侍弱勢
及邊緣群體，及有異於教會主流的人士；實踐踏出教會，進入群眾
的整全使命。近年合作的機構包括各區醫院院牧部、基督教靈實協
會、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基督教榕
樹頭之光協會、基督教正生協會、新福事工協會、基督教牧愛會、
基督教更新會、禧福協會、城市睦福團契、飲食業福音團契、基蔭
家庭服務中心、新希望團契、工業福音團契、愛網、天梯事工、公
義樹、商區福音團契、新造的人協會、同心圓福音敬拜平台、世界
福音動員會（香港）等。

 境外跨文化宣教實習 旨於讓有志進深認識跨文化宣教的同學選擇
一個模擬宣教的歷程，從禱告、等候、溝通、聯絡差會、集資、籌
劃、上路、學習、交流、適應、服侍、報告等等項目上淺嚐初作宣
教士的經歷，並藉此探索將來長期事奉的方向。近年來同學參與學
習之範疇除了佈道與植堂外，亦包括教育、醫療、社區發展、營商
與宣教支援等，各地不同的場景提供多元化使命實踐的機會。

2.3   婚姻與家庭輔導實習：修讀基督教研究碩士（婚姻與家庭輔導）的
同學必須完成以下實習安排。在整個實習過程中，教會或機構負責
人是校方的聯絡人，負責在機構中工作的分配，評估接見個案的種
類等，而學院輔導科老師則負責提供督導，其方式包括個人、小組
及個案研討會等。面談時數要求為不少於100小時，而面談個案類
別中需包括不少於三個婚姻或家庭的個案。

暑期實習： 在教會或機構主領與輔導和信仰相關的講座，帶領成長
小組，並處理個案；也會深入探討與牧養、關顧和輔導
有關的課題；暑期期間八週、每週五節。

輔導實習： 同步處理三個個案，及有關個案記錄整理；學年期內每
週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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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靈命培育
靈命(Spir i tual i ty)所指的可以是一個人基於對信心對象的委身關係，與
信心內容的確認，在他/她的人際關係與生活及服事或工作中，活出對神
呼召的回應。「靈命培育」（下簡稱「靈培」）並不是神學訓練的其中
一門學科，它也不只是人的內在生命，而是整個人生命效法基督的成長
與塑造。

靈命培育是讓基督的愛轉化生命，我們誠懇澆灌，上帝使其生長。我們
相信透過對聖經既嚴謹又開明的學術研究、對生命勇敢且深切的自我反
省、在群體中積極開放並彼此尊重的分享交流、對讀經禱告的操練和反
省，以及對福音使命的實踐和反思，能幫助同學學習建立和培育四方面
的關係：

		

這是一段在群體中體會神奇妙作為的旅程。雖然每個生命處於其不同的狀
況中，但在神的恩典裏，這歷程是我們每人獨有卻又能與這群體共享的成
長空間。我們希望透過整全的神學訓練，使學生在知識、技巧、品格及性
情各方面的發展和成長，成為合乎主用的時代工人。學院非常重視每位同
學的生命成長，以下是本院對「靈培」安排的扼要說明。

全時間同學

在學期間，同學透過指定修讀的學科研讀、實習教育及共同參與午會、小
組、營會，以及切合福音與當代文化和牧養的講座，讓生命的土壤得著翻
鬆、灌溉和滋養。除了校內老師與校牧之外，學院也鼓勵同學物色個人導
師，並在城市宣教、海外宣教及教牧實習的工場，安排督導給予實地陪伴與
指導，使同學透過實習，對課堂知識有更深入的領會，生命亦得成長。整體
而言，「中神」靈命培育的具體模式，可歸納為三方面的安排：

（1）個人 

 每位全時間的同學，在入學的首學期，校牧/本院老師都會安排個別面
談，了解及幫助他們適應神學生的生活。校牧/本院老師會就他們在入
學時曾做的心理測驗，與他們傾談，讓同學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在
畢業之前，校牧/本院老師也會與同學約談，協助他們整理在學期間的
體驗，也讓學院更多了解同學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支援。校牧/本院老
師也會因應同學的個別情況，鼓勵他們接受心理輔導或屬靈導引，協
助他們在成長成熟的歷程上前進一步。與此同時，同學也可按需要與
校牧、個別老師約談，尋求指導。在學習期間同學需自費接受性格分
析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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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組

 首年每位全時間同學都會被編進靈培小組，每星期聚會一次，發揮彼
此認識、互相支持的作用。二年級的道學碩士同學則有牧職實習小
組，參與牧職實習的同學，除了有工場上的督導外，校內還安排另一
些教牧透過小組作督導，而其他學系的同學亦有靈培 / 成長小組的安
排。此外每年亦為同學的特別情況和需要而安排不同的聚會，包括
「家庭相聚在中神」、「夫婦日營」、「單身聚會」等，讓同學按需
要自由參與。

（3）整體性活動

 整體性活動包括三方面：

(a) 敬拜： 每星期三次的午會，全體師生一起敬拜。

(b) 營會： 每年兩次，上學期開課前有導向營，讓新舊同學預備融入
校園的生活；下學期開課前則有退修營，內容包括學習操
練安靜、聆聽及默想神的話語；探討個人成長及良好人際
關係的建立；以及畢業前的反思、整理及前瞻。

(c)  學生會是學校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他們安排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各種球類活動、參與毅行者、旅行、慶祝會、校園祈禱會、
社關行動、及時事議題的神學反省座談會等，藉以凝聚同學，增
加歸屬感，激勵一起學習和裝備。

部份時間同學

部份時間同學必須修讀部份時間的靈命培育課程，形式包括講授、閱讀、小
組分享、及三日兩夜在週末進行的營會，學院極力推薦新同學在入學後首年
完成有關科目，以便盡早打好屬靈操練的基礎，在群體的扶持下恆常實踐操
練，不斷深化個人與神的關係。學院也可因應部份時間同學在學期間的需要
或特殊情況，作出適切調配，及增設校牧協談與群體活動。

校牧團隊 榮譽校牧 楊錫鏘牧師
  校牧 區祥江博士

   任敏兒牧師

   周陳慶玲女士

    梁錦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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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入學資格
1  重生得救、生活有見證、男女關係合乎聖經教導、有良好事奉表

現，獲教會牧長推薦。

2  具本院認可大學、神學院學位或同等學歷；三十歲或以上之申請
者，本院會考慮豁免其正規學歷要求，詳情參下面「成年學生」
一項。

3  具良好中、英文水平，並能聆聽理解粵語、普通話及英語之授課。

二　申請表格及須知
申請者可親臨本院索取或從中神網址內下載「入學申請表」，詳情
請細閱中神網址內「入學申請須知及指引」及「課程概覽」(www.
cgst.edu/tc/edu4a.html)。

三　聯合頒授哲學博士學位課程申請手續
1  申請人須分別向兩院校遞交「入學申請表」。

2  入學資格、手續及截止報名日期均須符合兩院要求。

3  本院審核申請後即通知申請人結果。

4  有關指導安排，會在協議書﹙Memorandum of Agreement﹚確定。

四　哲學博士、神學碩士課程申請手續
1 申請表格內夾附諮詢表格，申請者須親身交給有關諮詢人填寫。

2 填妥後連同有關費用及所需文件並學術專文寄交本院「哲學博士
及神學碩士課程委員會」收。

3 經委員會審核各項文件及諮詢表後，認為適合者將獲通知取錄，
申請者可能需要參加面試。

五　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及文憑課程申請手續
1  申請表格填妥後連同有關費用及所需文件寄交本院「入學甄別委

員會」收。

2   經本院初步審核申請人資料，認為符合申請資格，即會進行品格
諮詢。申請者需要接受心理測驗，亦可能需要接受面試。

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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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能來港參加面試之海外申請者可作個別安排。

4  經審核各項文件及諮詢表、並通過所需面試及測試後，合適者將
獲通知取錄。

六　成年學生
1  成年學生指未有學士或相等學歷而年齡在三十歲以上者。申請人

須在事奉心志和經驗、靈命和性格成熟等方面有特出表現。

2 成 年 學 生 可 報 讀 本 院 全 時 間 或 部 份 時 間 基 督 教 研 究 文 憑
（DipCS）課程，唯錄取人數不會超過全班十分一。

3  成年學生日後如要報讀本院基督教研究碩士（MCS）或道學碩士
（MDiv）課程，必須先獲得本院基督教研究文憑（DipCS），平
均積點在2.7以上。

4  成年學生修畢本院基督教研究文憑（DipCS）課程任何科目，若
與碩士課程科目相同，其學分不能豁免，但可以同系科目取代。

5  申請者除按文憑課程申請手續辦理外，須達中五程度，並提供英
語水平達滿意程度的成績證明，及連同所屬教會堂議會（例如：
執事會、理事會、堂委會）推薦信一封，寄交本院「入學甄別委
員會」，推薦信必須詳列申請者的教會參與情況及事奉經驗。

七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
1 本院為在職教牧同工提供進修機會，加強並更新其事奉。

2 申請者須持神學士（BTh）或相等學歷，有兩年全職事奉經驗。

3 申請者須於六年內完成道學碩士（MDiv）共95學分。

3.1  其中需要一年全時間修讀；若曾修畢本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MCS）課程，可獲豁免一年全時間修讀要求。

3.2  視乎同學個別情況，教牧進修的同學可獲豁免／承認實習或
某些科目，最終由教務長審定。

4 申請者任職之教會必須具函推薦，並承諾提供進修所需假期。

5 申請者除按道學碩士「申請手續」辦理外，須連同教會推薦信一
封，寄交本院「入學甄別委員會」。

八　特別進修
1 本院為在職教會及福音機構同工、資深教會信徒領袖提供進修機

會，加強並更新其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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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者須持學士或相等學歷。

3 修讀學分者須辦理一般碩士及文憑課程申請手續，旁聽生則只須
提供學歷證明文件，而兩者皆須由教會或機構具函推薦，推薦信
必須詳列申請者在教會 / 機構的參與情況及事奉經驗。

4 修讀期限一般不得超過兩年，在修讀期限內最多可修讀12學分。

九　截止報名日期

*  不包括中國內地。中國內地申請者請電郵至cgst_dean@yahoo.com.hk 索取入學申
請表及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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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分制度
每學年分成2學期 (上、下學期)，每學期以14週計算。另每學期之間設
冬令、夏令密集課程。每3學分相等於40小時上課（講授及考試）並70
小時閱讀及作業。

二　註冊入學
除哲學博士、神學碩士及特別進修外，新生必須於每年9月註冊入學。
入學後同學若擬轉課程/轉主修/轉修讀模式，須按院方規定辦理所需
申請手續。

三　轉校及學分承認
教務長可按同學個別情況，或是豁免指定科目學分，同學則須選修其
他科目代替，或是承認有關科目學分，同學則無須選修其他科目代
替。有關手續可於入學後向教務處查詢。

四　全時間與部份時間修讀
全時間同學每學期必須最少修讀 8 個學分；除須出席有關課堂外，亦
須出席其他院方規定之活動（包括午會、小組、營會及講座）。部份
時間修讀學生則每學期最多只可修讀 8 個學分。

五　上課
學生必須出席所有選定課程的課堂及院方規定之活動，凡缺席者須向
院方請假，任何科目缺席達節數五分之一者，該科學期分數可以作不
及格計。

六　畢業
畢 業 禮 於 每 年 6 月 底 舉 行 ， 同 學 總 平 均 成 績 不 能 低 於 C +
（GPA2.3），同時所有基礎及必修科目必須及格，始准畢業；道學
碩士課程同學須在三年內通過「聖經內容」考試方可畢業。 

七　學費
 （如有任何調整，以教務處公佈為準，恕不另行通告。）

1 哲學博士課程學費 ：
A  聯合頒授哲學博士

於兩院校修讀期內，需分別向各院校繳交一年半學費。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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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學費為每年HK$64,000。愛丁堡大學2014-15
年度學費為每年£12,600。如學費有任何調整，以院校公
佈為準。

B  哲學博士
a  需繳交三年學費，2015-16年度學費為每年$64,000。

b  完成第一年後，如果獲批准以部分時間繼續修讀，則第
二至五年學費為每年HK$32,000。

2 碩士及文憑課程 (按學分收費)：
 修學分 / 旁聽費用：  每學分HK$1,760

八　助學金
本院積極鼓勵同學在入讀神學院前，在經濟方面早作籌劃預備，並
尋求親友、教會及主內弟兄姊妹的支持。惟全時間學生若有特別困
難，學院亦會酌情盡量提供援助，有關手續可向教務處查詢。

九　研究生津貼及獎學金
已獲取錄之博士研究生可申請研究生津貼及獎學金。學院將根據申
請人的學業成績及經濟需要作審批基礎，研究生需按教務處分派擔
任教研工作，有關手續可向教務處查詢。

 
十　獎項

1   課程優異獎
 頒予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及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總平均

積點達 3.7 或以上最優秀同學

2   學科優異獎

 頒予以下學科類別總平均積點達 3.65 或以上之同學:
 教牧科、神學科、輔導科、教會歷史及文化、聖經原文、釋經講

道、及職場神學

3 「中神」大家庭獎

 由全院老師、同工及同學投票選出畢業班同學中，於在學期間敏
於助人、具謙卑服侍的僕人氣質、且對建立維繫學院群體有不可
或缺的貢獻者兩名。

4 華人基督教聯會獎學金

 由教授團審核推薦，升讀道學碩士課程畢業班全時間同學中品學兼
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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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1975年創校開始，校址即設於九龍塘，先為德雲道校舍，後增設
多實街校舍。兩所校舍均於過去十年間完成重建。校舍的設計不但為同學
提供上課的地方，更提供多樣化的室內外空間。同學在校園內可以有個人
獨處、安靜默想的角落，亦有與其他同學老師相交、溝通和建立群體的場
地。同學在校園裡藉著小組禱告，彼此關顧和守望；透過輕鬆的球類運
動、節日慶祝、在飯堂享用飯餐茶點，學習彼此分享、服侍和建立互相支
持關顧的群體。

本院多實街校舍於2008年10月重建完成，連同2001年落成的德雲道校舍，
兩所校舍均為配合中神訓練特色而設計的現代化校舍，包括禮拜堂、圖書
館、多用途課室、膳堂、教授辦公室、學生活動中心等。校園設計特別著
重為同學提供休憩安靜及課餘交流的空間，以加強群體生活的建立。

一　學生會
學 生 會 是 推 動 群 體 生 活 的 重 要 單 元 。 學 生 會 由 同 學 擔 任 不 同 職
位，副校牧擔任顧問。學生會藉著不同的活動和事工，服侍學生
和凝聚同學，讓每位同學都能享受在校園內的群體生活。

由於學院同學無須留宿，故此由學生群體自發推動、以增強彼此
聯 繫 的 活 動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學 生 會 也 參 與 這 個 引 導 與 促 進 的 角
色，提高同學的群體意識，發掘群體生活中的樂趣，促進生命成
長及對中神大家庭的歸屬感。

學生會設有推動禱告操練和代禱守望的屬會和小組，為同學的需
要、各地的宣教呼聲、本港的民生情況及內地的福音異像守望。
年中開設的各類運動小組及進行班際比賽，既可幫助同學舒展身
心，又可建立關係。在學習方面，學生會的書會為同學張羅訂購
每學期所需用的教科書和推介神學書籍；負責學術推展的同學又
藉著出版刊物及舉行研習活動，協助同學適應校園生活和提升學
習能力。學生會亦在生活上協助同學適應校園生活，例如節日的
活動，接待和關懷外地同學的安排，都是同學們彼此關顧和建立
群體關係的體現。

二　圖書館
中神圖書館座落於德雲道校舍一樓及二樓，隨著學生人數增加，圖
書館亦擴充至兩層的空間， 面積約六百四十平方米（包括五十平方
米室外閱讀空間），提供約六十四個閱讀座桌可供讀者使用。自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起，本圖書館採Aleph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Primo 
(Easy Search)探索工具，本館網址為：http: / /www.cgst.edu/
Library/，圖書館現有藏書75,500冊、期刋雜誌共842種(現刊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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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館藏亦包括於二千年購得「文化特藏」約8,000多冊書及舊期
刊300多種。

隨著博士課程的設立，本館增設德、法、荷等外語藏書超過1,978
冊，並廣泛收藏巴特（Karl Barth）的原著及有關書籍超過758種。
視聽資料包括縮影膠卷及縮影膠片，並設有一部縮影膠卷及縮影
膠片閱印兩用機。在電子資料方面，圖書館現存507張光碟（CD-
ROM），網上期刊130種。 本館訂購個別全文期刊及資料庫之全文
期刊共超過4,024種，電子書共超過18,483本。

全文資料庫 包括4,024種電子期刋: 

Ebsco的《Religion and Philosophy Collection》300種全文期
刋 及《ATLA Religion Database & ATLAS》262種全文期刋，
內容包括逾1,746種期刊，800種期刊持續作索引；綜合資料庫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含多個不同學科全文期刋超
過3,055種，作為聖經神學研究以外的補充資源；還有多種文獻索
引資料庫，包括有 Old Testament Abstracts、New Testament 
Abstracts、Catholic Periodical and Literature Index、ERIC、
LISA，以及GreenFile。 

Cengage的《InfoTrac Religion & Social Science》提供176種全
文期刋及252種期刋作索引。

Sabinet的《SA e Publications - Religion Collection 》提供25份
非洲出版的全文期刊。

Archives Unbound (Cengage) 的《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67-1941)，
提供全文檢索的宣教期刊檔案，又名《教務雜誌》，共2種，被認為
是現今研究中國宣教運動、這運動對中西方關係的影響，以及西方
對遠東地區的瞭解的珍貴資源。

電子書籍包括18,483本：

Ebrary的《Religion, Philosophy and Classics e-books》電子書
11,715本。

Ebsco的《The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ebooks Collection》
含1,146本; Audio Book含19本。及《Publicly-Accessible eBooks 
Collection》含4,611本。

Cambridge Companion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電子參考工具書189本。

Cambridge Books Online含電子書69本。

Cengage的《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含11套有關各類宗



46

教研究的百科全書，本館亦增加選購電子書的使用。

TREN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下載了世界各國
有關基督教及神學研究的博士及碩士學位論文500本。

IPad (e-books) 含Kindle 57本 及 Olive Tree 166本。

本館今年續訂RefWorks線上研究管理軟體套件，以方便讀者寫作時
引用註釋及書目的管理；亦訂購OCLC first search service含美國各
圖書館的聯合目錄 WorldCat 及 ATLA Group Catalog供檢索。

本館另設有《圖書館資訊網》，透過《中神脈搏》，使用本館資
訊、資料庫、網上全文期刊、電子書、網上閱讀通訊，以及各種網
上資源。

圖書館是「教會資訊網」（EIN）的五個會員之一（其他會員包括信
義宗神學院、聖神修院、建道神學院和播道神學院）。「教會資訊
網」《圖書館聯合目錄》（Easy Search）在互聯網上即時更新，記
錄現有圖書三十八萬多冊，是全港最大的神學圖書目錄，讀者可使用
館際互借及文獻遞送服務。

三　資訊科技
學院為每位同學提供的學生証也是一張「智能卡」（即學生証），為
同學在校園的生活提供各種方便。同學可使用「智能卡」進出校園及
圖書館，亦可在飯堂購買食物。

學院在每所校舍均設有同學使用的電腦室供同學使用，同學亦可帶備
手提電腦、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使用學院的無線網絡在課室及校園
室外地方上網。而每位同學均獲派一個電子郵件地址，作為學院與同
學聯繫的重要媒介之一。

學院的「內聯網」是學院與同學聯繫的一個重要橋樑。同學既可迅速
知悉學院消息，亦可隨時下載教學資料、上載功課、並在網上進行討
論交流，同學更可透過「內聯網」重溫部份聚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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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2014-2015
趙德麟博士（主　席） 

袁海柏先生（副主席） 

羅乃萱女士（文　書） 

聶德權先生（司　庫） 

毛伍步嫺女士 曾宇佐律師

伍山河牧師 黃惠琪博士

朱永生牧師 廖亞全校長

呂元信先生 劉忠明教授

李盛強牧師 劉清清醫生

易嘉濂博士 蔡宗正牧師

章肇鵬長老 蔡映媚律師

陳恩明牧師 藍中港牧師

陳謳明主教 

主要部門  2014-2015

院長室 院長 李思敬博士

 副院長 江丕盛博士

 副院長 張　略博士

研究院 教務長 黃嘉樑博士

 副教務長 李適清博士

 註冊及學生事務主任 黎高穎怡女士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 主任 江丕盛博士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宋軍博士

延伸部 延伸課程主任 葉沛森博士

生命之道事工部 生命之道事工主任 梁國權先生

行政部 行政主任 黃程乃聰女士

拓展部 策略拓展主任 陳許多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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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仰
1  我們相信新舊約聖經是神所默示、無錯謬的話，是神拯救人類的旨意

和完全的啟示，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最終權威。

2  我們信賴獨一永活的真神；衪永恆地以父、子、及聖靈三個不同的位
格存在。

3  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神是整個宇宙的創造、維持、及治理者。

4  我們相信亞當由神按衪形像所造，但亞當因為得罪了神，從他原來的
情況墮落了，因而招致罪過，定罪與死亡臨到他自己和他所有後裔身
上。因此，全人類都需要拯救，但卻完全不能自救。

5  我們相信人墮落以後，神本著衪的憐憫與慈愛為人預備了救贖，就是
藉著應許及賜下救主耶穌基督，與衪的子民立下恩典之約；凡信靠耶
穌基督，就被稱為義，得著生命。

6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為父所差，由聖靈感孕，藉童女馬利
亞所生；主耶穌過了一個無罪及順服的生活，為擔當世人的罪而在十
架上受苦受死；神叫衪從死裡復活，將衪升高為主，並且為了衪的教
會把所應許的聖靈賜下。

7  我們相信人得救是本乎恩、藉著信靠基督，這種信乃是對藉聖靈的能
力而宣講（或以其他方式表達）的福音所作的回應；人類可以藉著聖
靈被贖成為神的兒女，得以承受永生。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與人之
間唯一的中保；也唯有藉著衪，信徒可以進到父面前。

8  我們相信每個信徒都是在基督裡新造的人，被呼召行在聖靈裡，藉此
顯明聖靈所結的果子；善行乃基督徒生命所結的果子，善行本身並非
得稱為義的方法。

9  我們相信只有神是我們的主，在信仰與行為的事上，信徒不受那些與
聖經相違或在聖經以外的人為命令約束。

10  我們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它是由所有真正的信徒組合而成。他們
是屬基督的，又有聖靈住在他們裡面。我們相信教會作為神的子民及
祭司的國度，被呼召要長進，直到長成基督之豐滿的身量，並要藉著
崇拜、聖禮、團契、紀律、及服事，用聖靈的恩賜完成宣教工作。

11  我們相信所有信徒皆有祭司的身份和職事。

12  我們相信到了末日，救贖之工要最後完成；基督會親自再臨到地上審判
活人死人；信徒會承受永生，不信者則被定罪，新天新地隨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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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上學期

8月	 28日（晚上）	 Fri	 晚間同學迎新夜
	 31日（上午）	 Mon	 日間同學迎新日/
	 	 	 新生交學費（上學期）
	 31日（下午）-	9月3日	 Mon-Thu	 導向營	(全時間同學)
9月	 6日	 Sun	 40周年院慶感恩暨開學崇拜
	 25日	 Fri	 冬令密集課程註冊
10月	30日	 Fri	 本年度下學期註冊
12月	11日	 Fri	 最後一天上課
	 14	-	18日	 Mon	-	Fri	 學期考試
1月	 4	-	15日	 Mon	-	Fri	 冬令密集課程
	 4	-	16日	 Mon	-	Sat	 普通話冬令密集課程
	 19	-	21日	 Tue	-	Thu	 「萬崇仁教牧學」講座週
	 21日	 Thu	 交學費（下學期）
	 25	-	29日	 Mon	-	Fri	 退修營	(全時間同學)

2015－2016年下學期

2月	1日	 Mon	 開課
	 8日	-	12日	 Mon	-	Fri	 春節假期
2月	26日	 Fri	 夏令密集課程註冊
5月	6日	 Fri	 下年度上學期註冊
	 13日	 Fri	 最後一天上課
	 16	-	20日	 Mon	-	Fri	 學期考試
	 23	-	6月3日	 Mon	-	Fri	 夏令密集課程
6月	25日	 Sat	 第39屆畢業典禮
7月	11	-	23日	 Mon	-	Sat	 普通話夏令密集課程
8月	24日	 Wed	 交學費（下年度上學期）

院  曆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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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本院各部課程，請參考以下資料：

一般查詢 電話：(852)2337-4106
 傳真：(852)2794-2337
 電郵：info@cgst.edu 
 網址：www.cgst.edu 

研究院課程查詢 哲學博士、神學碩士課程
 電話：(852) 2794-6769
 電郵：grad@cgst.edu

 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及文憑課程
 電話：(852) 2794-6768 / 6770
 電郵：admissions@cgst.edu

 普通話神學訓練課程
 電話：(852) 2794-2302
 電郵：pthintensive@cgst.edu

 教務處傳真：(852) 2794-6767

延伸課程查詢 電話：(852)2794-2300
 傳真：(852)2794-2337
 電郵：tee@cgst.edu 

生命之道事工查詢 電話：(852)2794-2374
 傳真：(852)2794-2337
 電郵：biblestudy@cgst.edu

（本院將定期更新資料，請參閱本院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