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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學教育理念……

候任院長Ɲ李保羅牧師

為甚麼需要衛道神學研究院？因為我們深信我們的衛斯
理傳統有它極寶貴的地方；我們的神學教育理念能對應現今教
會的需要。在神的感召裡開始了的「衛神」事工，我們深信必
要在神的恩典中成長；既多蒙恩惠，也就要成為多人的祝福。
我們在衛神教學，裝備教會領袖，是基於幾方面的神學教
育理念來運作。這裡首先簡單分享其中的第一項：我們要裝備
同學成為「僕人領袖」（或叫做「牧人領袖」）。

一、教學的理念
這個時候還去討論「僕人領袖」，好像是有點陳腔濫調，
拾人牙慧了。是的，早有文章提醒了我們，
「僕人領袖」(Servant
Leadership)的理念是格林里夫(Robert K. Greenleaf, 1904-1990)
在 1970 年開始倡導。他在當時寫了“Servant As Leader”一文，
對許多人的領袖觀造成深遠的影響。一個有關的網站（http://
www.greenleaf.org）至今仍在致力推動這方面的教導。許多文
章都熱切講論為首者必需抱僕人的心志和心態去服事。不少時
候，字裡行間，
「領袖」等同了「惡主人」
；在高舉「僕人領袖」
的時候，「僕人領袖」也等同了「僕人」。「領袖」的真正意義
和重要性就有意無意間被淡化了；作領袖的藝術也被輕忽了。
是的，衛神也要致力裝備同學成為「僕人領袖」，因為這

఼ੈ 200606 總 01 1

是聖經的教導─只是我們要先從聖經的教導去為「僕人領袖」
作正解。教會的牧者為「僕人」，固然要存謙卑的心去服事會
眾服事神；但他更是「領袖」，他更要敢去承擔帶領會眾完成
神託付教會的異象與事工。不少時候，因為我們對於例如約十
三 1-17（主耶穌為門徒洗腳）和徒六 1-4（早期教會選立執事
和使徒專心以傳道祈禱為事）等經文理解不足，我們不自覺地
過份強調了牧者要作「僕人服事」
，以致神學生被訓練成為「僕
人」牧者，過於成為「僕人領袖」牧者。鑑於今日的教會極需
要牧者肯作帶領、敢作帶領，並能作帶領，衛神定意要裝備同
學對「僕人領袖」有正確的聖經觀，敢去承擔並能去承擔領袖
聖職，因而在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上，在同樣強調僕人心志和
心態的同時，加強訓練同學作「領袖帶領」。

二、教學的方向
同學需要明白「僕人」和「領袖」各別的意義，然後才可
以將兩者整合和發揮。

I. 先談兩者的分別：
A. 重點一：「僕人」的身份、意識與生命
在這方面，衛神會根據聖經、理論和經驗，裝備同學認識
牧者作為僕人的身份，以及知道牧者作為僕人的重要性，從而
培育同學作僕人的意識和生命。
B. 重點二：「領袖」的身份、意識與生命
在這方面，衛神會裝備同學認識牧者作為領袖的身份，以
及知道牧者作為領袖的重要性，從而培育同學作領袖的意識和
生命。

II. 再從整合去發揮：
A. 整合一：觀念上的整合─僕人與領袖的結合
1. 將「領袖」融入「僕人」
在這方面，衛神會裝備同學在作牧者帶領教會之時，必須
抱僕人的心態去服事，就是將作為領袖的身份和職責，融入僕
人服事的心態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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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僕人」融入「領袖」
在這方面，衛神會裝備同學在抱僕人心態去服事之時，總
不能忘記、不能迴避、不能放棄作領袖去帶領。他總要忠心、
剛強，並有智慧地帶領會眾行在神的心意和事工裡。牧者不是
蒙召作僕人，而是蒙召作領袖。「僕人」固然是作領袖的重要
心態，但「領袖」才是牧者事奉的職份和精粹。
B. 整合二：學習上的整合─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1. 將「實踐」融入「理論」─課堂的教授
衛神提供各類學科，包括聖經研究、神學哲學、教會事工、
屬靈成長、普通常識（包括思考、表達、語文）等科目。我們
會積極提供適切的知識內容，並會在適當的時候，融會貫通學
科之間的道理。但與此同時，我們更會著意將知識的應用、例
子、見證、分享，融入課堂的教學，不但豐富教學內容，也使
知識帶上生命。
在這方面，我們也會在課堂裡將「僕人領袖」的理念融入
牧者牧會的場景裡。
2. 將「理論」融入「實踐」─實用的操練
衛神提供各類實用的操練，包括學院生活、堂會實習、事
工體驗、短宣參與。今日不少教會的事工不再是單元的，有的
透過閱覽中心，有的透過老人事工、社區事工、學校事工（包
括中學、小學、幼稚園）
、院牧事工、籃球事工、歷奇事工……
等等，擴闊他們的服事。我們會積極讓同學在有足夠的牧會實
習之餘，透過多樣的事工體驗（甚至文字出版、福音廣播），
以及短宣參與，擴闊同學對牧會的認識和裝備。
在這方面，我們也會裝備同學將「僕人領袖」的理念融入
他們實際事奉和實習的場景裡。

三、總結
總一句來說，衛道神學研究院要在神的恩典和真理裡，致
力透過理論與實踐的結合，訓練同學成為抱僕人心志亦具領袖
能力去帶領教會的僕人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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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專頁

本院應屆(第三屆)畢業同學
本院今年共有五位畢業同學：
畢業同學

所屬教會
循道衛理聯合教會
道學碩士科 陳家強同學
北角堂
神學學士科 盧家傑同學 觀塘潮語浸信會
陳慧儀同學 香港宣教會恩澤堂

畢業後事奉動向
英國短宣，探索宣教路向
繼續在本院進修道學碩士課程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富善佈道所事奉

事工文憑科 邱肇康同學 香港宣教會恩雨堂
林素明同學 香港宣教會恩福堂
以下是畢業同學們的一些心聲：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神學在今天仍在
不斷被發掘，當中一個重要而又基要的精神是「一生
只讀一本書─聖經」。約翰‧衛斯理對聖經的執著，
使我在聖經中重新認識自己。
感謝神，在衛道神學研究院的進修使我得到復
興：從聖經的靈閱裡遇見神；從衛斯理傳統中發現華
人屬靈傳統的真諦；從神學理性思考中再現三一神；
從聖潔的持守中經驗生命影響生命。對我來說，認識
神是一生都要走的路；當跑畢一段的時候，又是另一
道學碩士科 陳家強同學

段的起步。但願我曉得在每一段路程上與神同步同
行，叫我懂得愛神而又愛人（太廿二 37-39）。」

牧職裝備課程畢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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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帶領我進入衛道神學研究院，經
過了四年的學習。在知識上不斷的擴充，在屬
靈操練上也有更深的體驗，最重要是不斷經歷
神的恩典及 帶領。 願 一 生為主用， 忠心事奉
神！」

神學學士科 盧家傑同學

「我終於畢業了！但這並不代表我對聖經
的認識已經足夠了，因為神實在太豐富了，我
想我窮一生也認識不透。但我會繼續努力，叫
神的恩典在我身上顯大。
我很高興在衛神畢業。在這裏上課充滿歡
笑聲，也有很多反省的機會。在衛神裡，神讓
我認識很多同學，他們的生命同樣豐富了我。
在此，多謝天父的選召，多謝各位教授悉
心的培育，多謝各位同學彼此的扶持，以致我
今天可以進到人生的另一步。在我的生命裏，
我不能忘記你們。」
神學學士科 陳慧儀同學

本學院使命宣言：
衛道神學研究院要透過適切的神學教育，裝備同學成為教會領袖
去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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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約翰衛斯理所說，認識原罪、因信稱義
和成聖的真義，就像門外、門檻和室內的信仰層次。
我認為修讀神學正是朝向這『更像基督』的入室大道
進發。
其實，讀神學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最大的果
效就是得著一份更深的謙卑。
願用一段經文作為畢業感言︰『神為愛他的人所
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林前二 9）共勉之。」

事工文憑科 邱肇康同學

「畢業了！我感到很開心。從我讀幼稚園起，學
習總叫我聯想到不快樂，學習好像永遠是滿載著難以
承擔的壓力。但如今在神的恩典裡，這都改寫了。在
衛神的學習是充滿恩典和愉快的。神給我能力在短時
間內完成事工文憑課程。這也是多得神學院的教授們
悉心的教導和無盡的包容。我要感謝神！」

事工文憑科 林素明同學

應屆畢業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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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課程近訊
本學院秉承衛斯理的精神，把持以下的理念，為同學及教會提供實質的訓練：
僕人更領袖的訓練─培育僕人的謙卑、領袖的勇毅；
聖經添聖靈的訓練─紮根聖經的教導、聖靈的引導；
事奉配生命的訓練─追求事奉的熱誠、生命的紮實；
牧職或職場的訓練─體嘗牧職的實習、職場的實踐；
多元至整合的訓練─鼓勵多元的學習、整合的貫通；
整全加彈性的訓練─設計整全的課程、彈性的修讀；
傳統與創意的訓練─兼具傳統的嚴謹、創意的發揮。
本學院現共開設四個課程（詳情可參本院「課程簡介」傳單或登入本學院網頁瀏覽）：
A.牧職領袖裝備課程─
1. 道學碩士（全時間三年制，96 學分）
2. 神學學士（全時間四年制，128 學分）
B.信徒領袖裝備課程─
1. 基督教研究碩士（全時間二年制，48 學分）
2. 基督教研究學士（全時間四年制，128 學分）
歡迎有志接受神學訓練者報讀以上課程；各課程全時間專讀或部份時間兼讀均可；
亦歡迎旁聽或試讀。
具認可之神學文憑或副學士學位的弟兄姊妹，如欲進深修讀銜接學士課程，可致電
本院查詢。

學院近況與代禱事項
1. 本院暑期課程將於六月五日開課了。今年暑假共有以下六科供修讀，依次為：
類別
科目
神學哲學科 1.奧古斯丁的神學

教授
方鎮明博士

教會事奉科 2.領袖如何面對教會的矛 關越山博士
盾與衝突
教會事奉科 3.傳道人的心理健康
羅麗雯博士
（可作「屬靈成長科」）
聖經研究科 4.帖撒羅尼迦書信
李保羅博士
聖經研究科 5.創造、立約與復和
黃儀章博士
（「與作者對話」系列）
屬靈成長科 6.從正確的神觀、自我觀 邱道聖博士
及事奉觀建立個人成長 邱陳玉冰博士

星期（時間）
星期一、三（6 月 5，7，12，14，
19 日）：晚上 7:00-9:30
星期二、四（6 月 13，15，20，22，
27 日）：晚上 7:00-9:30
星期四（6 月 15，22，29 日及 7 月
6，13 日）
：上午 10:00-下午 12:30
星期一、三（6 月 26，28 日 7 月 3，
5，10 日）：晚上 7:00-9:30
星期一、三（7 月 12，17，19，24，
26 日）：晚上 7:00-9:30
星期二、四（7 月 18，20，25，27
日；共四堂）：晚上 7: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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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為畢業同學在工場的事奉、心志、能力與適應禱告。
3. 本院董事會於本年四月廿五日董事會議上一致通過李保羅牧師為本院候任院長，並訂
於本年十一月四日（星期六）假香港宣教會恩磐堂（九龍大坑東棠蔭街七號）舉行
就職典禮，委任李保羅牧師為本院院長。有關詳情，請留意日後公佈。
4. OMS 宣教士 Dr. Thane Ury（系統神學副教授）將於今年秋季加入本院的教學行列，
教授系統神學、衛斯理神學、哲學、釋經學等科目。請記念 Dr. Ury 一家來港路途平
安，適應暢順禱告。
5. 《佈道大計》一書作者高爾文博士（Dr. Robert Coleman）將於本年十月廿一日（星期
六）來港於本學院主領公開聚會。請留意宣傳資料。
6. 請繼續為本院物色全職教授及新院址代禱。求神為我們預備合適的同工與地方。
7. 弟兄姊妹如欲定期收閱本院通訊，歡迎填寫下面的回應表。如欲收閱「電郵版通訊」，
請註明。

回應表

□
□
□
□
□
□

200606

本人願意收閱「衛道通訊」（□ 本人願意收閱電郵版通訊）。
本人正在思索蒙召作全時間的事奉，請與我聯絡。
本人有意報讀衛道神學研究院的課程，請與我聯絡。
本人願意關心衛道神學研究院的事工。請寄上衛神的代禱資料。
本人願意作義工，學院如有需要，請與我聯絡。
本人願意奉獻$

，以支持學院的經費。

（支票抬頭寫「衛道神學研究院有限公司」）
姓名：(中)

（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英)

地址：
電話：（日）
電郵：

（手提）
@

所屬教會：

出版：衛道神學研究院 香港九龍大坑東棠蔭街五號地下
電話：(852) 2777-7521
傳真：(852) 2777-8220
網址：http://uwgi.church.org.hk
電郵：uwgi2004@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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