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2009-2010 年度 冬季課程註冊表
修
讀

科目 編號 講師
班
別

上課時間
地
點

截止日期
學
分

學
費

舊約概論 

＊
FB1101  

麥兆輝
牧師

基
礎
班

1月8日至3月26日 
（逢周五，共十課；2
月12日暫停；2月19日
為同行小組；3月5日

為研經講座）

4
樓 06/12/09 2 $100 

7:30-9:30pm

小組牧養

與關懷 

＊
ML2202  

白智信
傳道

中
級
班

1月8日至2月5日 
（逢周五，共五課； 
2月19日同行小組）

6
樓

06/12/09 1 $50 

7:30-9:30pm

靈修與

禱告

＊
ML2203 

吳彩虹
傳道

中
級
班

2月25日至3月25日 
（逢周四，共五課；2
月19日同行小組）

4
樓

24/01/10 1 $50 

7:30-9:30pm

新約選讀

羅馬書 LB3103 
張雲開
先生

領
袖
班

1月8日至3月26日 
（逢周五，共十課；2
月12、19日暫停；3月
5日為研經講座）

710
室

06/12/09 2 $100 

7:30-9:30pm

如何關顧

精神困擾

人士及其

家人？

LL3201 
陳啓芳
博士

領
袖
班

2月25日至3月25日
（逢周四，共五課） 6

樓
24/01/10 1 $50 

7:30-9:30pm

婚姻與

家庭

(一)
LL3202

周干修
琴師母

領
袖
班

2月26日至3月26日  
（逢周五，共五課； 
3月5日為研經講座）

6
樓

24/01/10 1 $50 

7:30-9:30pm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首次報名人士，請閱「課程簡介」內之報名須知。請先填妥入學報名表格（可於會友
服務處索取或於訓練事工網頁下載），學員需繳交註冊行政費用港幣一百元正。所有表
格請交回「會友服務處」或五樓辦公室。 ＊為必修科目，其他是選修科目。

                                                                        學費$

                                                       (首次)入學行政費$

                                                               教科書費用$

                                                          同行小組(年費)$

支票號碼：                                                   已收總額$

訓練事工推出全新主頁

為了讓會友更了解信徒領袖證書課程、其他活

動、營會及圖書館最新消息，現已推出全新主

頁，歡迎於城浸主頁 www.baptist.org.hk 登

入，或直接於 http://training.baptist.org.hk 瀏

覽。學員專用之網頁將於年底或之前才啟用，

請密切留意崇拜周刊或訓練事工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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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浸家

七 十 周 年 堂

慶 ， 我 們 對

神其中一個呈

獻，就是「信

徒領袖證書課

程」，鞏固和

加強教會信徒

領 袖 的 栽 培

系 統 。 主 耶

穌拯救世人的

核心策略就是「建立門徒」。在大使命

中，惟有「作門徒」（matheteuo）是命

令詞，動詞包括「要去」（poreuomai）

、「施浸」（baptizo）、「教訓」（di-

dasko）都是分詞。保羅的宣教策略，就

是廣傳福音、栽培門徒、選拔領袖、建

立福音基地，並持續地堅固信徒領袖。

當主耶穌看見世人「困苦流離，如同羊

沒有牧人」時，祂提出興起更多工人

的必要性：「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

少。」隨後，主耶穌選拔十二使徒。祂

親自藉著教導、親身指導、安排服事實

踐和不斷的勉勵，為早期教會的發展奠

定了根基。在地上傳道三年的過程中，

主耶穌一人核心關注栽培這十二個領

袖，並將重心放在培養三位核心領袖：

彼得、約翰、雅各。建立門徒，建立屬

靈領袖是主耶穌大使命的核心策略。

　　迎戰這充滿變幻、人心動盪、心靈

空虛和中國崛起的世代，世人期盼華人

教會能在普世福音聖工上承擔更大責

任。世界渴求人才，教會渴求更多信徒

領袖。願更多信徒渴望靠主成為貴重的

器皿，接受全面裝備，委身事奉，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信徒領袖的栽培需要聖

經知識、生命培育及事奉裝備等全人訓

練。我們也非常重視生命栽培和服事

實踐，特設同行小組，邀請經驗導師協

助，鼓勵學員投入在教會事奉崗位有服

事實踐，並在家庭、職場、社會和世界

中為主作美好見證，經歷神浩瀚深恩。

　　我們也要效法基督，倣效使徒保

羅，不單立志靠主成為忠心事奉的好管

家，更成為能領人歸主、有主樣式、栽

培門徒的信徒領袖。讓我們都立志「成

為門徒、栽培門徒」，「成為領袖、栽

培領袖」。盼望栽培信徒領袖的異象，

不單祝福城浸家的弟兄姊妹，更在可見

的未來，能協助友好教會及外地教會栽

培更多合神心意的領袖。我們的禱告

是，期盼城浸家和普世教會，興起更多

愛神愛人的基督大使，更多「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的「無愧的工人」，更

多能提拔下一代領袖的屬靈導師，更多

「直到地極，作主見證」的信徒領袖。

時代和人生充滿變幻，但我們對前途充

滿信心和盼望，因為我們的神用永遠的

愛去愛我們，永遠帥領祂的教會，永遠

與我們同在。我們深信，當我們高舉基

督，建基於聖經真道，倚靠聖靈大能大

力，天父必親自祝福我們，賜福每一個

渴求接受裝備，渴求事奉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預見，有更多弟兄姊妹藉著這個

證書課程，成為蒙神喜悅、合乎主用的

器皿時，我們實在滿心歡喜，充滿感

恩。願我們帶著與神同行的心，開展我

們一生與神同工的學習。

為主建立更多信徒領袖
蔡少琪牧師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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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訓練組精心構思、教牧同工辛

勤籌備，以及三個月來的宣傳推介，

終於在城浸七十周年堂慶的十月，向神

呈獻「信徒領袖證書課程」。成立新課

程目的是要更有系統地裝備信徒，建立

領袖，最終讓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得到造

就，積極投入事奉，使教會興旺，基督

得榮耀。感謝神！本課程的收生人數已

超過二百人，而十月二日的「信徒領袖

證書課程」開學禮暨同行小組聚會，有

一百五十多人出席，既有麥兆輝牧師的

訓勉，也有拍照、茶點聯誼時間，以及

同行小組分享，學員在新學年都有美好

的開始。

學習貴乎聽道行道

　　論到學習，聖經向來鼓勵我們聽道

行道。麥牧師選了雅各書 1 章 19 至 27 節

作為開學訓勉經文，期望學員在這段耳

熟能詳的經文中，進深學習「耳到心

到」、「眼到腳到」，以及「口到手到」

的屬靈道理，以下是訓勉內容的重點：

一．「耳到心到」1:19-21：很多人的學

習，都是快快的聽，快快的忘記；或慢

慢的聽，慢慢的忘記，兩者的學習態度

都令所學的大量流失。我們要學習快快

的聽，慢慢的忘記，才可將智慧藏在心

中，在生命中生發效用。

二．「眼到腳到」1:22-25：學員要切實

將聖經上所學到的東西實行出來，事奉

上更要造就別人的生命，不是破壞別人

的生命，傷害弟兄姊妹。學習真道、裝

備事奉本來是美事，但假若因屬靈知識

的增加，自高自大，甚至自己的屬靈生

命出了問題，絆倒別人，那倒不如沒有

學習還好。

三．「口到手到」1:26-27：一個人的屬

靈生命如何，是否真虔誠，從他的言行

舉止可知一二。信徒的口不應讚美神，

又用口責罵人，或傳播不真實的言語。

在日常生活中，信徒要充滿誠信與憐

憫，信心與行為並重，才配稱一個成熟

的基督徒。

同行小組增添凝聚力

　　開學禮後，隨即舉行同行小組第一

次聚會。城浸舉辦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最大特色是為基礎班及中級班學員設立

「同行小組」，主要是透過資深導師的

帶領，與學員分享學習過程中的苦與

樂，從中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了解學

員的學習進度、關注屬靈生命的情況，

以及事奉上的方向，並引導扶持他們。

　　現時，已將學員分為廿二組，每一

位導師關顧不超過十位學員，而組員大

都是年齡背景相若的。首次分享時，大

家已顯得容易熟絡，不知不覺，學員都

寓分享於學習，彼此增添很大的凝聚

力。在此，衷心感謝導師們，在繁忙的

事奉中，額外抽出寶貴時間關心學員；

盼望學員珍惜師生的情誼，在未來的學

習中大有進步，生命茁壯成長。同行小

組的設立，補足了課堂的學習，祈盼神

大大使用同行小組，讓學員並肩成長，

成為眾人的祝福！

開學禮暨同行小組概況          編輯部

十月二日開學禮師生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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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基礎班（必修科目）
舊約概論                　　　　　 FB1101                                 （兩學分）

舊約全書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聖典，兩者對聖典有不同角度的解構和詮譯，本課程介紹

宗教現象學方法，並以十二元素解讀舊約全書。此外，也以結構解經法分析各書卷，將

該書的主旨、中心思想和重點勾劃出來，讓學員對不同類型的書卷有基本的認識，並曉

得如何作進深的研讀和查考。

講師：麥兆輝牧師

日期：1月8日至3月26日（逢周五，共十課；2月12日暫停；2月19日為同行小組；3月5

日為研經講座）

時間：7:30pm-9:30pm

信徒中級班（必修科目）
小組牧養與關懷       　　　　　 ML2202                                （一學分）

認識小組的基本理念、特徵和小組動力，掌握和運用小組帶領技巧，幫助組員透過小組

的互動得著生命的成長和屬靈的支持。

講師：白智信傳道

日期：1月8日至2月5日 （逢周五，共五課；2月19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教科書：《帶出健康的小組》。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著。傅湘雯譯。基石。（學員

必須備有及閱讀此教科書，報名時請即訂購，八折後 HK$77。）

靈修與禱告             　　　　　　ML2203                                （一學分）

現今信徒面對嘈雜的環境、忙碌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靈命常感乏力和軟弱。本課程旨

在幫助學員學習安靜的操練、靈修獨處親近神、默想主話及禱告的操練，讓他們立志過

與基督同行的生命。

講師：吳彩虹傳道

日期：2月25日至3月25日（逢周四，共五課；2月19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信徒領袖班 （選修科目）
新約選讀：羅馬書                    LB3103            （兩學分）

羅馬書在教會歷史中擁有特殊的地位，自宗教改革以來教會對羅馬書的研究從未間斷，

好些重要的神學教義也是出自羅馬書的經文，使不少信徒（如奧古斯丁、馬丁路德）的

生命得著更新和改變。本課程旨在透過細閱羅馬書的內容，考究保羅在羅馬書的思想，

思量其中對今日教會和信徒生命的意義。讓羅馬書向我們的內心說話，深化我們的信

仰，銳化我們的靈性。

講師：張雲開先生（建道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日期：1月8日至3月26日（逢周五，共十課；2月12、19日暫停；3月5日為研經講座）

時間：7:30pm-9:30pm

如何關顧精神困擾人士及其家人？ LL3201                        (一學分）

探討有精神（包括情緒）困擾人士及其家人的需要和挑戰；討論教會在這課題上的角色

如何理解、關顧及協助他們（特別是信徒方面）面對挑戰及解決困難，如何幫助他們生

命成長；並介紹有關社區及社會服務的資源及支援。鼓勵導師必修。

講師：陳啓芳博士（浸會大學前社會工作系教授）

日期：2月25日至3月25日（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備註：只限導師修讀

婚姻與家庭(一)                       LL3202                                （一學分）

第一部分認識夫妻相處溝通之道及維繫關係的元素；第二部分探討關愛者的角色、關愛

家庭的方向及技巧；針對如何與被關顧者同行困難的日子，幫助他們走出困難的步伐。

講師：周干修琴師母（美國歌頓神學院臨床心理輔導碩士-婚姻與家庭及精神健康）

日期：2月26日至3月26日 （逢周五，共五課；3月5日為研經講座）

時間：7:30pm-9:30pm

2009-2010年冬季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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