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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宇聖經學院課程發展部

聯宇聖經學院2013年成立以來，轉眼已過了5個年頭。回顧過去，學院從2013年秋季
開設6個科目、200多人次上課，到高峰期的2016-2017年度，共開設50個科目，接近1,900
人次上課，三個年度都有很好的增長。然而，隨著周邊地區政策的改變，加上一批學生畢
業，2017-2018年度開始，修讀人數下滑，上年度更跌至新低（見下圖）。

有見及此，學院覺得需要尋求突破、尋找出路，讓聯宇作更多元化的發展，讓我們的事
工伸展到更多範疇。

2019年5月從開荒
	 	 到發展

2014-2019年度學生修讀形式分佈表

修讀形式 2014-15年度 2015-16年度 2016-17年度 2017-18年度 2018-19年度

面授 1006 983 1030 881 637

網上 276 515 864 874 369

總人次 1282 1498 1894 1755 1006

健康教會課程

「健康教會文憑課程」的異象和使
命，是希望教會能有整全和健康的發展。
按聖經真理的教導，健康信徒生活應該包
括五大範疇，就是敬拜、裝備、佈道、相
交和使命。這個課程的核心理念，是透過
健康教會的五個指標(SWORD)來設計課程
內容，使參與計劃的教會更有能力為主作
見證，成為金燈台，影響社區以至世界。



五個指標 ( S W O R D )是健康教會的五
大原素，也是五個核心理念，包括：裝備
(Spiritual Life)、敬拜(Worshipful Life)、佈
道(Oratorical Life)、團契(Relational Life)
和門訓(Disciplinary Life)。對信徒，我們希
望他們的質與量都自然持續地增長。在事奉
團隊方面，我們希望透過教牧和傳道同工，
與執事、組長等信徒領袖一同接受裝備，建
立和諧、緊密的事奉團隊，善用恩賜互相配
搭，齊心建立教會。

透過這個課程，教會牧者與長執、導師
等，會有更多生命分享及交流的機會，從而
建立良好的團隊關係、彼此激勵，讓靈命成
長。透過在教會推動和實踐課程，教會能
夠整全健康地發展、造就信徒靈命、更新敬
拜，讓弟兄姊妹熱心佈道、彼此關愛，以及
培育接棒人。我們會與伙伴教會同行兩年，
包括：課堂學習、營會、探訪教會，同區教
會互訪等。

「健康教會文憑課程」將會分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先在屯門、元朗及天水圍進
行。盼望學院能與牧者及長執同行，建立神
的教會。

道學碩士課程(主修釋經講道)及 
聖經研究碩士課程

目前我們教牧學學士及教牧學碩士的課
程，已經相當成熟，所以我們需要發展新的
課程讓畢業生繼續進修，或者讓未有牧會負
擔，但想在聖經真理和神學上進修的信徒，
有更多選擇。

7月開辦的道學碩士課程，主要是為教
牧學學士或碩士畢業生，以及蒙召全職
事奉的信徒而設，所以我們特別加強
釋經講道的課堂，讓多數是牧者或
傳道人的學生，在講道上可以更進
一步，讓聽道者得到更好的靈糧。

道學碩士課程的特色，是透過修讀十個
主修科目，讓學生掌握不同的主題範圍，
並以下列三項原則宣講真理和證道：(一)經
文正意化：按正意解讀聖經；(二)經文原則
化：按釋經原則詮釋經文，讓聽道者明白
聖經原意；(三)經文生活化：按實際應用經
文，闡釋有關今天信徒的具體生活。

聖經研究碩士課程則為一般信徒而設，
除了神學科和聖經科，還有個人成長和教會
事工的科目。

聯宇佈道團

聯宇佈道團(Connect ALL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CALL)源起於院長蘇穎智牧師
對華人佈道團的異象，同工們同感一靈，各
人都以傳道、使人作門徒，以及建立健康教
會為目標，盼望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受差遣，
拓展天國。

我們會成立佈道團團契，也會邀請多位
教會及機搆的同工參與事奉，領導核心小
組及6個功能小組，包括：聖樂小組；對外
發展小組；祈禱小組；佈道、栽培及培訓小
組；福音才藝小組，及總務小組。

聯宇佈道團於2019年5月經聯宇聖經學
院董事局批准成立，現正接見及揀選團員，
將於下半年在各地展開佈道工作。

但願神賜我們更多異象，讓我們為祂興
起更多事工，造就更多神國工人和信徒。



劉忠明博士（劉）  採訪：黃英民（黃）

的探討
神學教育

劉：關於神學教育，我不會從神學的概念去
說，因為這些我不會說。但若從管理的
角度去說，我們要問的一個很重要的
問題，就是：「神學教育的目的是什
麼？」或者：「神學教育要幫助哪些
人？」換句話說，我們想要這些接受完
神學教育的人做什麼？傳統對神學教育
的理解，是「訓練工人」，或者訓練可
以服事教會的傳道人。我想，若我們今
天仍然這樣說，似乎是過於狹窄。神學
教育，不應只給服事教會、專職或全職
的牧者，教會信徒也應該是神學教育要
涵蓋的群體。特別當愈來愈多信徒要做
帶領工作的時候，他們的神學基礎便變
得十分重要。所以，今天我們若要開辦
神學教育，一方面當然是為了培訓教會
的牧者或傳道人，但更大部份要培訓
的，是信徒。信徒需要得到良好的神學
或聖經概念，以致無論他是擔任主日學
老師、團契導師或長執，都能夠有相關
的訓練。所以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神學教
育的對象，從而修訂教學的內容。

黃：是的，他們在網上可以找到資料，不
用自己去記。所以他們的問題包括聖
經根基不足、培育沒有從前那麼多等
等。我想問一下，你對香港神學教育
有什麼意見或心得呢？

劉：按照我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神學教育
在很多神學院都沒有太大改變，幾十年
來都是同樣的課程。當然，一些神學科
目、聖經科目或原文是不能少的。問題
是，修完這些必須的科目之後，基本上
已經滿足課程學分的要求，很難再修新
的科目。然而現今的社會跟過去的社會
有很大的不同，教會的「情景」跟以往
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專門培訓牧者的
課程，例如道學碩士，在實際牧養方面
的科目（例如：輔導），已經沒有空間
再修太多學分，這可能導致學生畢業後
未必能處理個別的問題。又例如領導方
面的科目，大多數神學院都不會開設。
另外，關於政治或經濟方面的問題，也
是很多神學院未能開設的科目，然而這
些正正是會友常常面對的問題。換句話
說，由於牧養方面的科目開設的空間不
大，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神學院跟
社會脫節。

黃：這個我很認同，因為我們在香港開辦課
程時也發現，可能現時教會對信徒的
培育沒有那麼著重，所以我們從前很
熟識的聖經經文他們也不會背。也許
由於智能電話太普遍，他們按一個按
鈕便找到經文，所以不需要背誦，以
致聖經根基比較弱。

劉：對，他們可能連聖經也不會翻，很多聖
經基本知識也不知道。

劉：若說的是培訓全職的牧者，我們看見的
問題，是報讀的人數愈來愈少。換句話
說，教會可能未能夠培養出一種叫人獻
身作牧者的氣氛。我相信這是他們要面
對的困難之一。另一方面，雖然現今大
學畢業生比從前多很多，但很多時候他
們在教會獲得的聖經培訓不足，以致這
些有心攻讀神學的人基礎不足，讀起來
便會有些吃力。

黃：香港有很多神學院或聖經學院，你覺得
他們在推動神學教育方面，會遇到什
麼困難？

(編按：劉忠明博士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馬鞍山堂堂
委，目前任教於中文大學管理學系，兼任崇基學院中國社
會研究中心主任。劉博士對教會管理素有研究，故特此訪
問劉博士有關神學教育及教會管理的問題。)



黃：所以很多神學畢業生有很多牧養上的問
題都不懂得處理，對吧？

劉：對啊！還有就是，就算他讀了一些聖經
科目，但不是每一卷都詳細研究，所以
畢業之後他仍然需要進修。問題是教會
是否有資源或時間讓這些剛畢業的新牧
者再進修。這是教會(尤其小教會)面對
的困難之一。

黃：我想再問一下，按你的觀察，華人的神
學教育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劉：基本上，香港的神學院都是按照西方神
學院的形式開辦。我反而想說一下香港
的神學院現在和過去的分別。例如：有
神學院以「開荒、吃苦、火熱」為校
訓，但近年來，頭兩項似乎亦未必做得
到。但更多神學院連這些本土化的「口
號」也沒有。另一間學院給人的印象是
十分著重學術，但他們想擺脫這個形
象，所以希望能培訓出一些能與人協作
的牧者。我相信這不是西方或華人神學
院的問題，而是華人的神學院在不同的
年代要有更新變化。就算科目未必能夠
作出很大的改動，但教學的形式可以有
所變化，並要在教學以外培養學生的靈
命。這方面，是神學院今天要思想的問
題。

黃：好的。那麼你覺得聯宇在神學教育方
面，可以怎樣改善或擴展？

劉：由於聯宇不是一間有固定校舍、每年穩
定招生和有固定師資的學院，既然它有
這樣的彈性，我們便要思想怎樣利用這
種彈性做得更好。我覺得某程度來說，
這也是一種優勢。例如：學院可以去到
不同地方作培訓，這不是香港其他的神
學院可以隨時做到的。

黃：曾聽你說過，神學院要跟不同機構合
作，或者要找不同的老師教授不同範
疇的科目。這方面，聯宇有一定的優
勢，因為我們沒有一群固定的講師，
所以沒有限制一定要開什麼科目。這
也是“Connect All”的意思，蘇牧師
創立聯宇，就是要集合不同的資源，
或者不同講師最強的地方，在聯宇教
導我們的學生。其實怎樣與時並進、
做得更好，是我們仍然要留意和擴展
的。最後我想問一下，我們在網上神
學教育方面，可以怎樣做得更完善？

劉：我覺得任何方式都有優點和缺點，所以
若只倚賴一種形式是很難完備的，特別
是當我們的學生分佈於不同的區域，這
需要多倚賴網上的教學。網上教學的好
處是克服了距離的問題，但缺點是只有
資訊，沒有互動。若要補足這一方面，
可能要改用真人視頻教學，或者再加面
授。不過另一個問題是有一些科目可以
單向教授，但《人際關係》或《輔導》
等科目，單用網上教學是不夠的，因為
只能講到理論，不能作實際的討論。所
以要選擇哪些科目網上教，哪些科目面
授，或者一個科目包含網上教和面授。

黃：我們有一些科目一定是面授的，例如：
《查經法與釋經學》、《輔導學》、
《講道學》、《希臘文》等等。其他科目
可以只用網上，也可以視頻加網上，
或者網上加面授，有不同的組合。

劉：我覺得網上教學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先
發一些資料讓學生預先閱讀，到面授的
時候不用再講內容，可以直接討論，以
及解答學生不明白的地方，這會有效很
多。

黃：好的，謝謝你接受訪問，以及給我們寶
貴的意見。

黃：你的意思是神學教育要與時並進？

劉：對。問題是一個課程所修的學分是固定
的，你不能將一些神學科目、聖經科目
或原文隨便拿掉。



財務報告

學生園地

2 0 1 8 - 1 9年度面授及網上課程統計

網上 面授

2018-19年度學生修讀人次
總人次：1006 
總科次：    58

面授

63%   

2018年4月 - 2019年3月總收入 ：HK$   2,212,841.00
2018年4月 - 2019年3月總支出 ：HK$   2,790,566.00
                      不敷  ：HK$    (577,725.00)
               承上盈餘     ：HK$     146,039.00
               累積不敷     ：HK$    (431,686.00)

我是受學院資助的學生之一，感謝各位為學生代禱
和資助。

本人丈夫去年突然得了尿毒症、腎衰竭、肺出血、
腦梗塞和高血壓，經搶救後血壓已經降下來了，但腎衰
竭未好，且已經到達尿毒症晚期，只能靠血液透析洗
腎。因著這些情况，導致學生經濟匱乏，也導致作業未
能交上，差點失學，多虧老師的包容和幫助，才能繼續
上學。但由於自身及家庭的原因，時常未能及時遞交作
業，請各位為我代禱！

通過學習，我在牧養方面有了很大的更新和突破，
不再用以往狹隘的思想、保守的態度和拘謹的思維去看
問題和信徒，而是以主耶穌的愛去寬容、以主給的自由

去更新和改變自己，使我和弟兄姊妹的關係更親密、更
合一。

通過學習，讓我能更好地將知識應用在教會聖工
的各方面。通過學習，無論是靈性還是悟性，我都得到
很大的幫助，在教會管理和個人素養方面也都得到了提
高。通過學習，我在教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使我能謙
卑虛己、順服教會，也能全心投入到牧養的工作上，把
神的真理應用在我和弟兄姊妹當中。

請各位 我的家庭、經濟、時間和事奉代禱，也為我
丈夫的身體健康代禱。謝謝各位。

田同學

網上

37%   

學院消息
道學碩士(主修釋經講道)課程現正招生，今年7月份開課。開設科目包括：李盛林牧師教授《實用希伯來文》、1. 
蘇穎智院長教授《佈道與培靈講道》，以及賴若翰牧師教授《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傳道書)》。歡迎教
牧及其他院校神學生進修或旁聽，詳情請參閱學院網頁。

學院現增辦《健康教會文憑課程》，目的在幫助教會健康發展、信徒質量穩健增長，以及事奉團隊裝備整全。2. 
歡迎及鼓勵教會牧者及事奉人員報讀，詳情請參閱學院網頁。

學院快將成立佈道團，以傳道、使人作門徒、建立健康教會為目標。盼望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大使命，向萬邦傳3. 
福音，蒙神差遣拓展神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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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開辦的「道學碩士課程(主修釋經講道)」7月開課，願神造就更多牧者，按神的話解釋
聖經真理，祝福教會造就及培育信徒生命。

2. 為使教會有整全和健康的發展、建立教會事奉團隊，以及使信徒生命得到造就，「健康
教會文憑課程」將會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在屯門、元朗及天水圍的教會進行，盼望
能與教會牧者及長執同行，建立神所喜悅的教會。

3. 求神感動有心志佈道的肢體參與佈道團的服侍，挑旺及興起教會的佈道事工，裝備更多
的弟兄姊妹回應大使命的吩咐，使更多人有機會認識及接受耶穌。

代禱事項

2019年1-4月面授課程摘要
香港以外地區
黎家翹牧師《列王紀上、下研讀》 何允聰牧師《實用希臘文》

香港
蘇穎智院長《健康教會》  蘇穎智院長《神學整合》
何允聰牧師《神學治學法》 何允聰牧師《實用希臘文》
何允聰牧師《新約概論》       

2019年夏季課程預告 (5-8月 )
面授課程：
香港以外地區
陳智文講師《查經法與釋經學》 蘇穎智院長《佈道與培靈講道》  
黎家翹牧師《舊約概論(二)》 陳淑貞傳道《生命重整之旅》

香港
黎家翹牧師、陳淑貞傳道《釋經學進階》 何允聰牧師《實用希臘文》
李盛林牧師《實用希伯來文》 陳國平牧師《婚姻與家庭》
蘇穎智院長《佈道與培靈講道》 蘇穎智院長《啟示錄研讀》
何允聰牧師《神學治學法》 何允聰牧師、陳智文講師《查經法與釋經學》
賴若翰牧師《釋經講道：舊約詩歌智慧書(傳道書)》

網上新設科目：（開課日期：2019年5月27日）
陳國平牧師《輔導學：全人關懷》(普) 黃儀章博士《傳道書研讀》(粵)

3) Pay P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