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世代牧養青
老的反思與策略
(1)

目的：To teach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how to train and equip believers to
make producing Disciples of Christ.

日期：2021 年 6 月 22、24、29、7 月 6、13 日
(共五堂)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半
2. 金齡服事與牧養：「e 世代牧養『青老』(“Young
Old”) 的反思與準備」
（各課程選修科）
（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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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Biblical discipleship, unpack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Jesus method,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prayer,
Jesus Prayer life, multiplying followers,
encouraging and equipping others,
support and developing leaders,
coaching, sustaining momentum, and
others.

香港九龍大坑東棠蔭街 5 號
（石硤尾地鐵站 B1 出口）
查詢請致電：(852) 2777-7521
或傳真：(852) 2777-8220
電郵：uwgi.academic.office@gmail.com
網址：https://www.uwgi-edu.org
本學院為「香港神學教育協會」及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會員

代院長：陳笑紅牧師博士

教會事工科
1. Discipling and Equipping Others（各課程選修科）
（1 學分）
講師：Mr. Bruce Goh (Consulting Pastor,
Disciple Making Movement Team
Leader)
授課語言：English、廣東話

講師：吳子樑傳道（累積三十多年經驗資深
註冊社工，以服務長者為主；先後獲
本院神學學士和道學碩士學位；2013
年與兩位校友開辦「基督教榮光堂」
，
從無牆教會開始，此事工的異象和開
展，被節目「星火飛騰」輯錄為【生
命故事】吳子樑《相約在涼亭》
，該堂
現時牧養對象主要為長者。）
目的：老齡化在香港是不能逆轉的社會現象，
受高等教育的「青老」(“Young Old”)
亦將陸續退休。有見及此，本科旨在
反思如何吸納與牧養新一代「青老」
簡介：此科目乃一連三個單元的「金齡服事
與牧養」科的第一個單元，其餘兩個
單元將合併於 2021 年秋季開辦。鼓勵
有意認識和推動金齡事工的肢體，一
氣呵成修讀暑期和秋季開辦的單元。
本單元內容包括：
1. 聖經如何看金齡牧養
2. 認識「青老」身、心、社、靈的

需要
3. 如何走出迷思迎接「青老」群體
4. 建立合適「青老」的牧養模式
日期：2021 年 6 月 25、7 月 2、9、16、23 日
（逢星期五，共五堂）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半
3.

退修營會事工 (Retreat Camp Ministry)（各課
程選修科）（3 學分）

講師：馬勵勤老師（Godly Play Hong Kong 創辦
人）
名額：12 人
形式：實體課室上課
日期與時間：2021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晚
上 7 時至 9 時半；7 月 6-8 日(星
期二至四) 早上 9 時至晚上 6 時
(必須準時出席所有課堂)
4. 從聖經看靈界到如何趕鬼（各課程選修科）
（1
學分）
講師：李錦彬牧師
簡介：1. 從聖經認識靈界的特點
2. 從現今世界認知靈界的影響
3. 五種有效測試的方法
4. 五種具體驅趕的技巧
5. 不同類型個案的分析
日期：2021 年 7 月 5、7、12、14、19 日(星
期一與三，共五堂）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半
5. 堂會牧養實習（牧職課程必修科）（2 學分）
統籌：本院實習處
〔*各課程：神學學士課程、道學碩士課程、
基督教研究副學士課程、基督教研究學士課程、
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教會事工碩士課程〕
《各科簡介，歡迎到本院網頁查閱》
《截止報名日期：開課前一星期，或盡早報名》

衛道神學研究院
因應疫情，各科上課形式若需更改(網上/實體
/取消)，本院會盡快通知有關同學。
課程學費：
碩士科：每學分 $900 （3 學分 $2,700）
學士科：每學分 $700 （3 學分 $2,100）
旁 聽：每學分 $500 （3 學分 $1,500）
小組詩班（不設旁聽）：1 學分 一律$550

查詢電話：2777-7521 或傳真：2777-8220
報名手續：

『2021 年暑期開科』報名表

本報名表是為未入課程的同學而設；
已入讀學位課程的同學，
請以「課程同學選科註冊表」登記報讀
本人報讀以下科目（在空格內用✓表示是否修學
分）：
修學分／旁聽

□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學費：共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修學分者，學歷須符合課程要求。）

填妥報名表，連同所需學費(支票抬頭：「衛
道神學研究院有限公司」或銀行存款確認通
知：東亞銀行 015-517-40-03965-4)
郵寄至：九龍大坑東棠蔭街 5 號 8 樓
衛道神學研究院教務處收

本人

□是／ □否第一次報讀本院課程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所 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

本院現正招生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牧職領袖課程：道學碩士、道學
碩士（教牧進修）、神學學士
B. 信徒領袖課程：基督教研究碩
士、基督教研究學士、基督教研
究副學士
C. 事工裝備課程：校牧碩士、教育
碩士（主修校園牧關）、青少年
牧關碩士、青年宣教碩士

最高學歷：*中學/大學/神學學位/其他：_________

～ 歡迎查詢、報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刪去不適用者）

（私隱條例：本報名表所收集資料，
只作有關本院教務及報讀學科之用。）

「螞蟻是無力之類，卻在夏天預備
糧食。」
箴三十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