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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望同福聖經學院能大大的被神使用，
也希望她能成為眾教會所認可的聖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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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滌牧師博士
院 長 分 享
過去一年，因為全球都受新冠狀病毒的影響，整個世界經濟都

面對很大的挑戰。各國都不斷謀求新的經濟方案，希望不會進

入更嚴重的衰退。香港這彈丸之地也不能幸免，香港的失業率

已經達到7%，可能會繼續的上升。而香港教會因這疫情，實體

崇拜的日子可以說是寥寥可數，對教會奉獻的影響也很大。感

恩的是各國都在努力的研發疫苗，目前已經有好幾個國家都研

究了不同的疫苗，而世衛已經認同了某些疫苗的可靠性。

同福聖經學院除了面對過去兩年的衝擊，同工層面也有所變

動，包括教務主任邵樟平老師因個人需要離開崗位，目前仍然

是我們的老師之一。另外，呂宗榮博士因家人的需要也回歸美

國。只是學院並沒有因此而放慢腳步，反而有新同工的加入，

包括：謝又生博士、林以諾博士、羅錫堅博士、莫樹堅博士、屈

偉豪博士、梁燕城博士、譚文耀先生和王啟恩傳道等。我們有

新的方向，就是增多一個「道學碩士」學位。不過，學院並沒有

改變初心，仍然強調「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學制

也維持晚上授課，鼓勵同學不只追求知識，也看重在職場內應

用所學到的一切。學院更要感恩，就是過去一年新同學的加入

比以往增加。

面對新常態，學院也不斷利用科技，使學生更方便與老師和同

工溝通，也禱告期望疫情快點過去，回復實體的授課。不過，就

算全面回復實體，我們也繼續會利用網上授課，以能祝福更多

信徒。

請為學院禱告，我相信你們的禱告成為我們同工的動力，繼續

求主讓我們知道祂心中的神學教育的方向，以能祝福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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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復興中孕育和誕生

學 院 簡 介

同福聖經學院的成立，是回應神在播

道會同福堂的感動。

1998年聖靈沛然臨在，教會經歷了不

可思議，興奮莫名的復興更新；會眾

彼此認罪寛恕，心靈誠實投入敬拜，

渴慕讀經禱告，熱衷傳揚福音，追求

聖靈恩賜服事造就教會。

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教會憑信心於

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復活節聯合

崇拜，牧師發出獻身事奉主的呼召，

竟然有數百位弟兄姊妹走到台前回應

呼召。教會認真思量如何跟進裝備這

群熱心獻身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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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同工、執事和信徒領袖認真禱

告了三年，亦進行各方面籌備的功

夫。同福聖經學院在2005年正式成

立，2006年2月開學。首屆招生，約有

30位信徒報讀。

為服事多元教會而存在

同福堂於1998年經歷復興更新，領

受要服事貧苦大眾；同時亦深信教會

並不等如建築物，她不受四幅牆所限

制。教會乃是神揀選的一個獨特信仰

群體，蒙召在教會所處的不同處境人

群中，為主作見證。

同福聖經學院目的，是在這多元幻變

和充滿挑戰的時代中，替教會訓練裝

備僕人領袖。我們尊崇聖經的權威，

鼓勵運用恩賜服事，活現天國價值的

人生。同福聖經學院的畢業生相信敬

拜神的神聖，重視禱告的能力，渴慕倚

靠聖靈，回應呼召，建立一群屬靈信仰

群體，熱愛神話語，真實經歷神的實

在，活出敬畏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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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回應教會的需要

同福聖經學院提供的課程，是要切

實回應教會的實際需要。

聖經科目的設計，是針對牧者在教

會教導聖經的首要重任。因此，聖經

科目會由闊至窄、自淺至深，幫助同

學層層深入地掌握新舊約聖經的重

要信息。

神學、牧養和領袖等科目，都不會停

留於理論，而是力求理論與實踐穩

妥的結合，以回應多元教會的實際

需要。

例如：

基礎教義：以具體的牧會處境，來思

考教義對教會重要；

禱告神學與實踐：教導禱告的神學

及不同屬靈傳統，同時會重視禱告實

踐操練；

聖靈與屬靈恩賜：從聖經、歷史、神

學角度論聖靈的真理，亦從教會具體

處境落實聖靈工作的具體途徑。

學 院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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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度的實習

同福聖經學院高舉聖經，也重視天國生

命轉化，這轉化包含了知識、價值觀及

關係。同福聖經學院志在訓練同學效法

基督、靠著聖靈成為轉化生命的領袖。

因此，學院的同學們需要從教會及其他

致力於生命轉化的基督教機構學習，非

僅於事奉的技巧方法，而在於師法他

們如何在不同事奉中，經驗各階層人士

靈、魂、體的需要，以生命活出福音大能

的轉化。

我們相信 「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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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發光

同福聖經學院最早期的目標乃在

於為同福堂訓練人才，進而放眼

社區及職埸的需要。經過多年的

進化，學院亦積極裝備來自其他

多元教會及基督教機構的工人，

我們也 鼓 勵同學除了教會事奉

外，也走出教會四幅牆，向那些天

國價值相近的屬靈先鋒學習，被

他們的生命感染，成為感染別人

的僕人。學院特別鼓勵與我們理

念相同的教會及機構，向我們推

薦合適的學生報讀，同時我們也

鼓勵無論在教會、機構或職場事

奉而對學院有興趣的弟兄姊妹直

接向我們查詢及報名，讓我們可

以一起在神國為主發光。

學 院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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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董

行政人員

陳瑞盛先生  Mr. Chan Shui Shing, Owen

江建業先生  Mr. Kong Kin Ip, Bruce

潘展聰先生  Mr. Poon Chin Chung, Philip

梁健德先生  Mr. Leung Kin Tak, Allen

謝又生牧師博士  Rev. Dr. Tse Yau San, Kennedy

主席：

院長：

副教務主任：

行政主任： 

行政幹事：

何志滌牧師博士  Rev. Dr. Ho Chi Dik, Peter

張力輝博士  Dr. Cheung Lik Fai, Alex

黃陳靄賢女士  Mrs. Wong Chan Oi Yin, Phyllis

鄭馮慧芝女士  Mrs. Cheng Fung Wai Chee, 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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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團

何志滌牧師博士

院長及講師

Rev. Dr. Ho Chi Dik, Peter

何志滌牧師博士 (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長老、同福

聖經學院院長)

畢業於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後在安省神學研究院

(Ontario Theological Seminary) 獲

道學碩士學位(MDiv)，伯特利神學

院（Bethel Bible Seminary) 教牧

學博士（DMin)；曾任播道神學院、

伯特利神學院及中華神學院特約

講師。

李偉建牧師

講師

Rev. Li Wai Kin, Stewart

獲中國神學研究院(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道學碩士

(MDiv)；曾任香港工業福音團契幹

事，香港基層教會創會傳道人，中

國神學研究院基福部導師，禧福

協會副會長，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

福屯門堂堂主任；現任同福聖經

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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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伯平牧師

講師

Rev. Au Pak Ping

擔 任宣 道會康 怡堂牧職 近 二十

年；期間曾當選為宣道會香港區聯

會主席，至退休獲委任為義務牧

顧長，亦為香港宣道差會榮譽顧

問，在多所神學院講課，撰寫專欄

及網上廣播，有著作十餘冊；曾擔

任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

馮永和博士

講師

Dr. Fung Wing Wo, Benjamin

獲哥頓 康韋爾神學院(G o r d o n -

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道

學碩士(MDiv) 及神學碩士(ThM)，

西北大學(North-West University)

哲學博士(PhD)；曾於哥頓康韋爾

神學院教授「新約希臘文起步」及

「新約綜覽」等課程；曾在 Beverly

西人教會Pilgrim Church 及波士頓

西區華人宣道會擔任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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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錫堅牧師博士

客席講師

Rev. Dr. Law Sheck Kin, Kenneth

現任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總幹事及

播道會香港差會董事會主席。獲加拿

大艾伯塔省 University of Calgary 機

械工程學士、美國維珍尼亞州 Liberty 

Baptist Seminary 宗教文學碩士、美國

印第安納州 Trinity Seminary 教牧學

博士；全職事奉前曾在北美能源公司任

工程師，被委任主領加拿大最大及跨越

北極的油氣管道設計工程，後在跨國公

司管理階層工作、義務參與 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的工作多年並獲

頒成就獎。

曾任北美的華人教會及西人（英語）教

會執事、長老及全職傳道、香港播道會

一所堂會的堂主任。

導 師 團

林以諾博士

客席講師

Dr. Lam Yee Lok, Enoch

自2003年在全球巡迴大型演講會

擔任講員，常被邀請在各大保險、

地產公司及大學主講激勵大會、

正向思維等講座，是一位激勵演

說家及生命設計工程師。獲美國柏

祺大學「城巿宣教學」博士學位及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牧輔導」碩

士、國家高級(認證)心理諮詢師，於

2019年榮獲美國格林威爾大學國

際榮譽院士及2017年榮獲世界傑

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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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樹堅牧師博士

客席講師

Rev. Dr. Mok Shu Kin, Joseph

獲 美 國 福 樂 神 學 院 ( F u l l e r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牧學博

士(DMin)、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道學

碩士(MDiv)。在北美和香港牧會已

有三十多年，同時熱衷於神學教

育。倡議以創意不斷更新牧養模

式，達到有效地在城市中宣教。現

任播道會得勝堂主任。

梁燕城博士

客席講師

Dr. Leung In Sing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一級榮

譽文學學士，其後專研中世紀哲學

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美國

夏威夷大學哲學博士（專研中國儒

學與易學）、中國神學院特別研究

生、加拿大維真神學院榮譽訪問學

者，曾任教浸會學院十年成為高級

講師。1994年在加拿大創辦文化更

新研究中心，及《文化中國》學刊，

今是加拿大西三一大學客座教授、

北京大學人文宗教學院宗教基督教

研究項目主任、中國浙江大學客座

教授、中國中山大學博士指導教授

等;曾為四川大學985工程宗教與社

會研究新基地海外優秀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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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 團

邵樟平先生

講師

Mr. Sao Cheung Ping, Calvin

獲 中 國 神 學 研 究 院 ( C h i n 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道學碩士(MDiv)、威斯敏斯特神

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學碩士(ThM)；曾任

香港神學院、播道神學院、中華

神學院講師、同福聖經學院教務

主任、宣道會坪洲堂傳道人及義

務堂主任，及多年任播道會恩福

堂特約同工。

譚文耀先生

講師

Mr. Tam Man Yiu, Matthew

現任播道會香港差會總幹事、播道會

傳道同工、同福堂宣教委員；曾任中華

神學院及牧職神學院特約講師，教授

與輔導及宣教有關之科目；曾任香港差

傳事工聯會(2008-2018)宣教士服務部

義務特約同工，專責宣教士職前評估系

統設計、宣教士輔導團隊領導、工場人

際危機介入輔導、跨文化宣教訓練CCT 

(人際關係與衝突管理)課程設計及教

授；早年曾在歐洲地區作宣教士，也積

極參與亞洲地區本土宣教同工領袖培

訓及網絡式宣教策略設計工作；並擁有

多年企業輔導顧問及心理治療師之執

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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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偉豪博士

客席講師

Dr. Wat Wai Ho, Benjamin

獲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 r y)婚姻及家庭治療哲學博士 

(PhD)、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MA)、香

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MDiv)。擁

有美國加洲執業家庭治療師執照，亦

為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

暨檢定臨床督導，美國牧關督導及心

理治療學院院士，香港專業輔導協會

院士暨認可督導暨認證輔導員，香港

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認可督導，於多

所大學任教家庭輔導課程，亦為多所

輔導中心之顧問及督導；現任伯特利

神學院院長及教牧輔導教授。

謝又生牧師博士

同福堂主任牧師及講師

Rev. Dr. Tse Yau San, Kennedy

畢業於香港大學歷史系，後於香港

中文大學獲得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曾於銀行金融業服務十六

年；2003年蒙召全職事奉，在美國

獲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牧學博士；2009年建立

同福柴灣堂，並於2018年底接任同

福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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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啟恩傳道

講師

Ps. Wong Kai Yan, Larry

現任播道會同福堂傳道，教會核心

團隊成員，約書亞牧區區牧；獲建

道神學院(Alliance Bible Seminary)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伯特利神

學院(Bethel Bible Seminary)教牧

學博士-城市領導課程(DMin) 準博

士生；多年積極參與及策劃基層

服侍事工。

導 師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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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仰

1. 我們確信神是自有永有的獨一真神，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而一

體，是萬物的創造者，是掌管宇宙的主宰。

2. 我們確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有完全的神人兩性，由

聖靈感孕，藉童貞女馬利亞而生，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替人贖

罪，使人脫離罪的刑罰和權勢，三日後從死裏復活、升天，現今坐

在父神的右邊，作中保及大祭司，代聖徒祈求，又為教會元首，將

來必親自顯現，從天再臨，建立國度，審判活人死人。

3. 我們確信聖靈是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在五旬節降臨，為要榮耀基

督，使罪人知罪悔改，得獲重生，並居住及運行在信徒心中，使信

徒藉以得勝成聖，又在基督裏聯為一體，成為教會。

4. 我們確信人是按照神的形像而造，因悖逆神喪失靈命。自始祖犯

罪，世人就成為罪人，伏在神的忿怒之下，唯有誠心悔改接受救

恩，賴主耶穌基督寶血潔淨罪污，藉聖靈重生，方能進入神國。

5. 我們確信新舊兩約聖經為神所默示，是神的話語，絕對真確可信，

是活潑的生命之道，是信仰和行為的最高準則。

6. 我們確信世人死後都必復活，信主的人復活得生，可享天堂永福，

不信的復活定罪，必落地獄受火湖永死，天堂地獄都是永遠的。

7. 我們確信魔鬼乃是邪靈，運行在悖逆之人心中，是一切罪惡的根

源。將來必受永刑。

信 仰 與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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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

道 就 是 神，帶 著 能 力 和 權 柄，並

能 啟 示 我 們 活 出 屬 神 的 生 命。 

(希4:12)

神今天仍然向我們說話，堅固我們

的信心，使我們活出得勝的生命。 

(弗6:17；羅10:17)

神的道滿有能力 神仍與我們說話

敬拜是全人的獻祭，生命的呈獻，靈

裡的結連，陶造我們活像我們敬拜的

主。(約4:24；羅12:1)

神賜給我們不同的屬靈恩賜，有使

徒、先 知、傳 福音、牧 養 和教 導，

讓我們彼此服事配搭、建立教會。 

(林前12:7；弗4:11-12)

我們禱告帶著權柄，成就神的心意，

得著屬天的智慧和能力，彰顯神的榮

耀。(約14:12-14)

神 賜 給 我 們 天 上 地 下 所 有 的 權

柄 去 遵 行 祂 的 大 使 命，將 福 音

傳 遍 大 地，使 萬 民 作 衪 的 門 徒 

(太28:16-20)

敬拜的能力

屬靈恩賜與教會

禱告的能力

傳講福音

同福聖經學院的使命是要裝備一群尊榮聖經真理，發揮屬靈恩賜，活出天國生命

的僕人領袖。

使命宣言

信 仰 與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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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藏書： 多於5000冊

• 研經軟件： 2款 – BibleWorks;  
Logos Bible Software

• 周刊及月刊：4份

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時30分至晚上9時30分

•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6時30分

*如沒有同工當值，同學可自助使用有關設施

圖 書 館

19



入學資格

開 辦 課 程

1. 已重生得救，接受洗禮，及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2. 已領受神的呼召，願意以各種形式牧養和建立信徒

3. 現於教會或機構擔任領導性事奉(2年或以上)

4. 已獲取學士學位

5. 獲得教會牧者或機構主管全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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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修讀年限

核心科目收讀安排

• 總修科目： 90學分

• 核心科目： 21學分 (7科)

• 必修科目： 9學分 (1科原文 + 2科教會歷史)

• 實習科目： 12學分 (1學分 = 1學季：共12學季實習，可於4年內完成)

• 選修科目： 48學分 (16科)

- 聖經： 不少於21學分 (7科)    - 神學： 不少於9學分 (3科)

- 牧養： 不少於3學分 (1科)      - 領袖： 不少於6學分 (2科)

5 - 8年 (在合理的情況下，學員可以縮短或延長修課年限)

第 1 年

• BB1： 研經及釋經原理 (Principles of Biblical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 BO1： 舊約背景及信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 BN1： 新約背景及信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第 2 / 3 年

• L2： 牧者的靈性 (The Minister's Spirituality)

• T1： 基礎教義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 

或 T1.1： 基礎教義(1)聖靈觀與教會觀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1) - 

Pneumatology and Ecclesiology)

• M1： 現代講道技巧 (Preaching to a Contemporary World)

• M7： 教牧學 (Pastor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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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1. 已重生得救，接受洗禮，及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2. 已領受神的呼召，願意以各種形式牧養和建立信徒

3. 現於教會或機構擔任領導性事奉(2年或以上)

4. 已獲取學士學位

5. 獲得教會牧者或機構主管全力推薦

開 辦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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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修讀年限

核心科目收讀安排

• 總修科目： 70學分

• 核心科目： 16學分 (5科 + 1營會)

• 實習科目： 9學分 (1學分 = 1學季；共9學季實習，可於3年內完成)

• 選修科目： 45學分 (15科)

- 聖經： 不少於18學分 (6科)    - 神學： 不少於9學分 (3科)

- 牧養： 不少於6學分 (2科)      - 領袖： 不少於6學分 (2科)

5 - 8年 (在合理的情況下，學員可以縮短或延長修課年限)

第 1 年

• L1： 靈命建立 (Spiritual Formation)

• BB1： 研經及釋經原理 (Principles of Biblical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 BO1： 舊約背景及信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 BN1： 新約背景及信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第 2 / 3 年

• T1： 基礎教義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 

或 T1.1： 基礎教義(1) 聖靈觀與教會觀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1) - 

Pneumatology and Ecclesiology)

• M1： 現代講道技巧 (Preaching to a Contemporar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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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1. 已重生得救，接受洗禮，及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2. 現於教會或機構擔任領導性事奉(2年或以上)

3. 已獲取學士學位

4. 獲得教會牧者、長老或機構主管鼓勵

開 辦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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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修讀年限

核心科目收讀安排

• 總修科目： 33學分

• 核心科目： 12學分(4科)

• 實習科目： 3學分

• 選修科目： 18學分(6科)，其中最少6學分(2科)需是聖經科

3 - 6年 (在合理的情況下，學員可以縮短或延長修課年限)

第 1 年

• BB1： 研經及釋經原理 (Principles of Biblical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 BO1： 舊約背景及信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 BN1： 新約背景及信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第 2 / 3 年

• T1： 基礎教義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 

或 T1.1： 基礎教義(1) 聖靈觀與教會觀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1) - 

Pneumatology and Eccle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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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1. 已重生得救，接受洗禮，及積極投入教會生活

2. 現於教會或機構擔任領導性事奉(1年或以上)

3. 中學畢業或以上

4. 獲得教會牧者、長老或機構主管鼓勵

開 辦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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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要求

修讀年限

核心科目收讀安排

• 總修科目： 15學分(5科)

• 核心科目： 9學分(3科)

• 選修科目： 6學分(2科)

2 - 3年 (在合理的情況下，學員可以縮短或延長修課年限)

第 1 年

• BB1： 研經及釋經原理 (Principles of Biblical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 BO1： 舊約背景及信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 BN1： 新約背景及信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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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聖經 Biblical

開 辦 科 目

BB1*

BL1

BL2.1 

BL2.2

BO1* 

BO1.1 

BO1.1.1

BO1.2

BO1.2.4

BO1.2.7(g)

BO1.3

BO1.3.2

BO1.4

BO1.4.1

BO1.4.5(g) 

BN1*

BN1.1

BN1.1.3

BN1.2

BN1.3

BN1.3.1

BN1.3.2

BN1.3.6(g)

BN1.3.10(g)

BN1.4

BN1.4.1

BN1.5

BNFT1

研經及釋經原理 (Principles of Biblical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活學活用希伯來文 (Elementary Hebrew: Learn and Use)

活學活用希臘文 (Elementary Greek: Learn and Use)

中級希臘文 (Intermediate Greek)

舊約背景及信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五經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Pentateuch)

創世記信息 (The Message of Genesis)

歷史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Historical Books)

撒母耳記信息 (The Message of Samuel)

以斯拉記 (The Message of Ezra)

詩歌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Poetical Books)

詩篇信息 (The Message of Psalms)

先知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Prophets)

以賽亞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Isaiah)

但以理書信息 (Guided Study – The Message of Daniel)

新約背景及信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and Message)

福音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s)

路加福音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of Luke)

使徒行傳信息 (The Message of Acts)

保羅書信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Pauline Epistles)

羅馬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Romans)

哥林多前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First Corinthians)

腓立比書 (The Message of Philippians)

提摩太前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First Timothy)

普通書信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General Epistles)

希伯來書信息 (The Message of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啟示錄信息 (The Message of Revelation)

聖地考察：新約篇(上) - 跟隨耶穌腳踪行 (Studies on the Holy Land: 
New Testament - part one: Retrace Jesus’Steps)

科目編碼B；之後，B=基礎、L=語言、O=舊約、N=新約、g=導修

(除特別注明外，每科均為3學分；有「*」者為核心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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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學 Theological 

3.牧養 Ministerial 

T1*

T1.1*

T1.4

T2.1

T2.2

T2.3

T3

T4

T5

M1*

M2

M3

M4

M4b

M5

M6

M7

M8/L8

M9/L9

基礎教義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

基礎教義(1) 聖靈觀與教會觀 (Basic Christian Doctrines(1): 
Pneumatology and Ecclesiology)

教會論：教會應該往那裡走？ (Ecclesiology：Where Should the Church 
Go？)

教會歷史(上) (Church History 1)

教會歷史(下) (Church History 2)

基督教來華史

基督教倫理學 (Christian Ethics)

宣教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Missiology)

中華神學課題的研究

現代講道技巧 (Preaching to a Contemporary World)

禱告神學與實踐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Prayer)

敬拜神學與實踐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Worship)

佈道與護教 (Evangelism and Apologetics)

基督信仰生根中國文化的研究

關懷貧窮事工 (Mission for the Poor)

基督教輔導 (Christian Counseling: Providing Counseling as a Christian)

教牧學 (Pastoral Care)

聖靈帶領的事奉 (The Spirit-led Ministry)

新媒體宣教與牧養 (New Media in Missionary and Pastoral Care)

科目編碼T

科目編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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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領袖 Leadership 

5.學徒實習 Mentored Ministry 

L1*

L2*

L3

L4

L5

L6

L7a

L8/M8

L9/M9

MM1-3

MM4-6

MM7-9

靈命建立 (Spiritual Formation) (1學分)

牧者的靈性 (The Minister’s Spirituality)

聖靈與屬靈恩賜 (The Holy Spirit and Spiritual Gifts)

門徒訓練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in a Postmodern World )

屬靈領袖 (Spiritual Leadership)

高效能的教會領袖 (Effective Church Leader)

領導策略 – 如何化解困難？

聖靈帶領的事奉 (Spirit-led Ministry)

新媒體宣教與牧養 (New Media in Missionary and Pastoral Care)

前線基層實習 (Ground Level Ministry)

非本區實習 (Non Own Zone Ministry)

本區實習 (Own Zone Ministry)

科目編碼L；之後，g=導修

科目編碼MM

開 辦 科 目

30



費 用
報名費

學費

碩士課程： 

文憑課程： 

證書課程： 

• 如課程與其他學院合辦，學費將會有所

調整。

• 若課程概覽內的資料有任何修訂或更

改，將以聖經學院公佈為準。

港幣 300元

港幣 150元

港幣 150元

每科(以3學分計)：

密習課程，每科 
(以1.5學分計)：

旁聽 :

港幣 2500元

港幣 1250元

港幣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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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英皇道 278-288 號 

新時代廣場 2 樓 C3-C4 舖

Shop C3-C4, 2/F., New Trend Plaza, 

278-288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K

電話 Tel: (852) 2570 2500

傳真 Fax: (852) 2510 1300

WhatsApp: 25702500

電郵 Email: tfbc@tfbc.org.hk

網址 URL: www.tf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