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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的數字顯示，香港去年有353萬

職場人士從事各行各業。2001年國際銀行

的資料顯示，中國在當年就已經有超過7.3

億職場人士。他們除了有著生活和家庭各方

面的需要，也天天面對著龎大的工作壓力和

挑戰。有誰願意關心這些職場人士？有誰懂

得怎樣以基督的心關懷他們的景況？有誰懂

得怎樣進到他們當中加以援手，並與他們分

享基督的愛和福音？若有基督徒老闆想去關

心他們的員工在身、心、靈、社各方面的需

要，他們又可以怎樣作最適切的安排？「職

場事奉」誠然是一個重要的事奉。

說到「職場事奉」，在香港其實已展開

了一段時間。教會鼓勵甚至裝備信徒在所在

的職場裡為主作見證，並且把握機會分享福

音。這種「以信徒為進路」的事奉肯定是神

所喜悅的。

裝備職場教牧：迫切與挑戰

關越山牧師
（本院入學主任、屬靈成長科副教授、職場教牧課程統籌）

但衛道神學研究院於去年秋季開始

與香港的「冠冕集團」探索一個在本港和

國內都很嶄新的「以牧者為進路」的職場

事奉─「職場教牧」事工（Cop o r a t e 

Chaplaincy；簡稱「職牧」）：就是透過

(1)本院（負責培訓職場牧者），(2)一個獨

立的職場教牧事工機構（負責安排並督導職

場教牧事工），以及(3)有關的公司老闆（提

供一個職場教牧的工場環境）這三者的配搭

合作，讓那間參與其中的公司或職場，成為

一個「另類教會」，透過當中的「職場教

牧」，使當中的信徒，尤其是非信徒，得著

牧養和關顧，使福音得以傳開。

本院與「冠冕集團」的同工經過禱告

和溝通，先曾接觸了本港與國內的一些企業

家及廠家，見他們大都對這個新的事奉模式

有興趣，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合辦了三次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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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由來自美國的資深職場教牧Jon Cook

牧師與Boe Parrish牧師主講，讓我們更多

了解職場教牧的面貌。我們看見職場教牧可

以在職場員工當中，透過基督的精神，道成

肉身的見證，以及透過公司的員工關懷計

劃，對員工作全面的關顧，使雇員不但在所

面對的個人與家庭問題得到支援，壓力得以

舒緩，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員工也有機會從

職場教牧的見證了解基督信仰，不只是口頭

的傳揚，更是實際地在生活的層面使他們得

著切實的祝福。講員又分享了他們一些親身

的體驗，例如自從他們透過「職場教牧」服

事一家企業後，一方面該企業在業務上大有

改善（例如某年精神保險索償從450,000美

元降至０支出；所設立的「員工福利基金」

為員工在經濟危機時提供支援，大大增加了

員工的歸屬感和工作效率，也減低了員工的

流失）；另一方面，在過去數年裡，他們透

過這樣的職場事奉契機帶領了超過700人信

主，並轉介了他們到不同宗派的教會裡。我

們相信職場教牧是一個可以導致公司和員工

雙贏、生意和事奉雙贏的事奉。

為此，我們開始回應神給我們的職場

異象：從今年春季開始，我們與「冠冕心集

團」（一個獨立的職場教牧事工機構）攜手

合作，開辦一些關於職場教牧的學科，目標

是邁向一個學位課程的訓練，以配合本港

與國內的迫切需要。在這些日子裡，神讓我

們有機會進到一些職場單位當中作教牧的支

援，包括對職場老闆及員工個別及小組的關

懷、培訓和輔導，以及幫助有關單位勇於將

聖經的原則實行出來（我們看見神奇妙的工

作，這些企業的業績與員工的穩定性和質素

實在是有所提升了）。與此同時，我們也開

始安排神學生探訪不同的職場教牧工場，甚

至安排職場教牧實習的機會，切實地推行職

場教牧事工。

我們越進入職場教牧的事奉，我們越體

會到老闆和不同階層的員工所面對的壓力，

包括個人、家庭及企業的問題和危機，都需

要教牧人員靠著神，同心協力去支援的；透

過這樣的支援，基督的愛和福音的見證就顯

露出來了。

職場教牧事工是滿有挑戰的，當中充滿

各樣的利益衝突，人際關係上的矛盾，以及

屬靈爭戰上的角力。然而，這個工埸卻是最

大的福音工場。

魔鬼已經佔據職場多年了，是時候將它

奪回來，歸服基督的權下。我們不能再讓它

荒廢不顧，不能再讓職場人士如羊走迷，無

牧人牧養！

本院在今年六月18、20、25、27日及

七月4日一連五個晚上將再舉辦一個短期課

程，讓對職場教牧事工有興趣或負擔的人士

可以對這個事工有更多的了解。此外，我們

也計劃在本年的秋季課程中，舉辦一個關於

職場全面關顧牧養的課程，以進一步裝備職

場教牧人才。我們雖然資源有限，但願意盡

力回應神在職場上的召命。你願意參與其中

嗎？

香港不少教會都重視透過辦學把基督的

愛和救恩帶給學生和他們的家庭。校園成了

當今一個重要的青少年事工基地。教會與學

校若能攜手合作，那就有望將學生和家長工

作都做好，達致學生全人成長、家庭蒙恩更

新、教會健康增長等美好成果。但在攜手合

作裡，教會與學校雙方都需要共識「校園牧

關」（校園的牧養和關顧）這個事奉。

有見及此，本院於去年二月開始設立

「校園牧關課程」，一方面訓練學校這邊廂

的基督徒教職員，另一方面培訓教會那邊廂

的教牧同工。我們深信基督徒教職員在接受

過適切的校園牧關訓練後，可以有效地發

揮校園牧關的事奉，而曾經接受神學訓練的

教牧同工在完成校牧裝備課程後，可以勝任

「校牧」的工作。

牧關訓練

過去一年曾修讀本院「校園牧關課程」

各學科的學員約有七十人，其中十二人為課

程學員。由於反應熱烈，本院亦看見有加強

有關訓練程度的必要，院董會已通過把原有

的課程提升為兩個相關的碩士學位課程。以

下是該兩個課程的簡介：

˙ 教牧碩士─主修校園牧關（32學分）

 (Master of Ministries in School Chaplaincy)

 為具備神學士或以上神學學位的在職教

牧而設

˙ 教育碩士─主修牧關研究（32學分）

 (Master of Education in Pastoral Care)

 為具備學士或以上學位的信徒而設

學習形式

本院學分為學期制學分，每學分上課

15小時。學員若以全時間形式修讀，可於一

年內完成課程；若以部分時間修讀，也可望

於兩年內完成課程。本課程也接受非課程學

員選科報讀或旁聽，惟只有課程學員可報讀

實習學科並獲安排督導與牧關支援。

課程特色

 本課程著重聖經真理與事工技巧的

整合，也留意理論研究與實務經驗的兼備平

衡，部分學科更會安排其中一些課堂為工場

研習課堂或獨立研習課堂，以便學員有較大

的時間彈性，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考察、

觀摩、專訪、閱讀、討論和研習。

畢業要求

課程的畢業要求為按「課程選科表」內

的選科指引完成32學分。此外，本院課程同

學也可選擇主修「校園牧關」。

師資顧問

本院教牧事工科副教授劉志良博士為本

「校園牧關課程」的統籌主任。除本院教授

同工任教外，本院也邀請資深校牧和校長等

擔任客座教授和顧問，包括：杜枝生博士、

蔡蔭強博士、萬廣祥牧師、羅秀賢博士、王

呂生博士、梁金華牧師、黃偉東校長、陳加

恩校長、黃偉強先生、馬勵勤先生及胡定邦

先生。

學科詳情

有興趣者請致電2777-7521聯絡劉志良

博士。

升格了
！

「校園牧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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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神學研究院2008年第五屆畢業班
畢業同學 所屬母會 畢業後動向

道學碩士科（牧職領袖課程）：

盧家傑弟兄 觀塘潮語浸信會 宣教

舒德誠弟兄 救世軍 國內事奉

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信徒領袖課程）：

李禮和弟兄 中華聖潔會 留校深造及作義務服事

吳寶贊弟兄 宣道會宣基堂 繼續在母會參與事奉

神學學士科（牧職領袖課程）：

莊萬里弟兄 宣道會葵芳堂 繼續在本院進修

朱嘉豪弟兄 香港宣教會恩盈堂 香港宣教會恩雨堂

何健星弟兄 神召會屯門堂 牧會

郭基宏弟兄 九龍靈糧堂 元福靈糧堂

程玉雲姊妹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牧會

黃蘭英姊妹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宣教

教授、同工與畢業同學合照（舒德誠同學因在國內未能出席拍照）

道學碩士：盧家傑同學

轉眼間我已完成碩士科的進修。回顧這兩年的

時間，我發覺自己原來在知識和屬靈生命上仍然有

很多不足夠的地方。學習期間固然要面對不少的功

課壓力，有讀不完的書，但透過這樣的訓練，操練

我學習紀律，在靈命上也有不斷的改進。

雖然這段學習時間十分辛苦，但每次都經歷到

神的恩典及幫助，使我能夠準時完成功課及考試，

為此深深感謝神的幫助。在此亦感謝院長及老師們

的悉心教導與關心，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我會銘記

於心！

道學碩士：舒德誠同學

雖然在衛神接受裝備的日子是匆匆而

過，但當中很多開心與歡笑卻會永留心中。

老師的關懷和教導，同學的分享與支持，將

永遠成為我人生片段中重要的部份。尤其是

老師在課堂內外的生命，他們活生生地給學

生留下榜樣，讓我看到君尊的祭司及屬神的

子民是應該如何事奉和生活。

早年我在大學主修心理學，畢業後一

直從事商業工作，後來蒙召唸神學。在人

的眼中，這些生命中點滴的片斷好像毫無關

聯，但到今天，我在國內事奉，過去這些知

識與經驗竟然完全用得著，見證了全能的上

帝怎樣引領與掌管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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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基督教研究碩士科畢業同學∼

（舒德誠同學因在國內未能出席拍照）

基督教研究碩士：李禮和同學

感謝神的恩典，帶領我經過三年時間在衛神兼讀課程

的學習。在學習中作業和考試很多，有吃不消的感覺，但從

老師身上學會了對神盡忠，並在教會裡事奉要與弟兄姊妹融

洽相處。回想過去的我，我行我素，只顧拚命讀書，為的是

要有好的工作，薪金高一些，不要被人看不起。但進了神學

院學習之後，我已沒有了這些想法，感覺過去自己浪費了很

多時間，並不珍惜有事奉神的機會。求主幫助我繼續更新自

己，隨時隨地的跟隨主，並要回應神多年來給我的呼召──將心給我！

面臨畢業！想到要離開認識多年的同學們，要離開多年關懷我的老師們，心裡有

點兒失落！但我感到驕傲的是：我可以有機會運用在學院所學的去事奉神，去服事弟

兄姊妹和去尋找那些失喪的靈魂。求主用我！讓我與祂同工！天天與主相遇！

基督教研究碩士：吳寶贊同學

感謝神對我的厚愛，讓我終能完成此神學課程，讚美主！

感謝衛道神學院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同學的支持。

感謝播道醫院院長和同工為我禱告。

感謝宣道會宣基堂牧者和弟兄姊妹為我代禱。

感謝妻子和兩位兒子給予包容、支持和鼓勵，助我堅持完

成此課程。

我會繼續尋求神的旨意，在衪命定的崗位上回應衪的恩情。願一切榮耀歸予我們在

天上的父神，阿們。

神學學士：莊萬里同學

猶記得收到衛神入學處關牧師來電通知，我已被接納

成為「衛神」的一份子，那時的感覺是非常溫暖和歡喜。

課堂上同學認真學習的態度、時常發問的積極進取的學習

精神深深感動了我。他們談笑風生與師長的對答風趣幽

默，使學習氣氛充滿了歡樂。能夠再一次進課堂學習，我

感到實在是一種享受。我體會到師長們對每一個學生都是

非常之關心，一面鼓勵我們在學業上努力達標，另一方面

又憂心同學能否應付得來。好像父母望著剛好學行的孩子，怕他們跌倒，又期望

他們學曉走路。師長們那份愛心，相信同學們都能察覺得到，衷心多謝老師們悉

心教導，傾囊相授，使學生獲益良多。感謝神引領我在「衛神」進修，這是神所

賜給我的福氣。並多謝中聖教會對我進修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勵。

神學學士：朱嘉豪同學

感謝神，讓我在衛神這個大家庭

受裝備，在老師潛移默化下，心意得以

更新；同學們切磋學習，無限感恩！盼

主裝備祂的僕人，塑造成合用的器皿！

「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神學學士：何健星同學

回想自己被神呼召至今，已經有七年的時間，在衛道

兩年的造就叫我獲益良多。不單是學識上的造就，就是老

師們謙卑和滿有恩賜的服事，使我更明白服事者的生命，

所以在此感謝各位師長。我深深的相信，今次的畢業不是

一個終結，而是一個開始，因為服事的道路才剛剛開始。

而今次我的畢業已經等了很久，經過不少的波折，因此更

感受到神的帶領。雖然前面的道路不知如何，也不知有幾

多困難，但神對我說：「你要剛強壯膽，行在真理中，我

就常與你同在！」就是這個應許，我確信神必帶領我行完

這條十架路﹗願一切榮耀歸於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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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學士：黃蘭英同學

自從2003年入讀神學以來，神不單透過神學進修操練

我，還藉著日常工作和生活來操練我。記得初期在衛神部份

時間修讀神學時，我在學校的教學工作正忙得透不過氣來，

甚至常疲倦到在電腦面前睡著了。那時，妹妹又突然發現患

上癌症。加上當時因自己工作太忙的緣故，連在教會負責帶

領的兒童團契也常常要找其他導師代替。那時，各方面的壓

力使我受不了，我感到自己耗盡（burn-out）了！甚至連當

時第一科修讀的「腓立比書」也想放棄。

但感謝神！透過學院教授們的體諒、接納、代禱和以電

郵的支持，讓我學習到如何倚靠神和重新被建立，能更深地

體會到苦難背後原來是神的祝福。也讓我學習到將來當我有

機會牧會的時候，應當如何以體諒、接納、代禱和支持來牧

養和建立我的羊群。感謝學院這些年來給我的全面教導。

神學學士：郭基宏同學

感謝主！步入中年的我還當學生，重拾書本，並且能

夠修畢整個神學課程，並且拿到學位，實在是神的恩典。

讀神學的這幾年，祂給我的是寶貴且有永恆價值的學習機

會。的確，上帝憐憫了我，祂賜予我這特別的恩典，使我

幸運地被帶領到「衛道神學研究院」，不但讓我對聖經

真理有寬廣而深入的認識，更重要是屬靈生命得著造就與

更新。我將會謹記院長及各位老師的教導，以「蒙召作領

袖、委身作牧人」的訓勉，作為一生侍奉的目標！

神學學士：程玉雲

感謝神！在過去的日子，從無到有──特別在神的話

語上。不單止使我得著安慰、支持和鼓勵，更讓我的心滿有

喜樂！

感謝神！讓我學習如何安靜等候神的帶領（約廿一

22）。是的，我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單單跟從主。

感謝神！讓我認定了蒙召的身份，清晰了事奉上要有

忠心，以回應神的揀選。在祂的事上有我的份兒，這原是我

所不配，全是神的恩典（提前三1）。 

感謝神！讓我明白生命是神所賜，因此我凡事要殷勤

不可隨便，要察看神的智慧和心意來事奉神（箴六6、9、

11）。

感謝神！讓我在學習中操練紀律（提前四15-16）。

感謝神！賜給我自省自覺的悟性（詩一三九23-24）。

感謝神！賜給我備受警惕的恩言（林前九26-27）。

對我而言，神學畢業只是像圍棋盤上一個佈局的開

始，怎樣才能讓自己的棋子得勝呢？我明白到必須繼續依靠

永恆不變的主耶穌基督。跟隨主是我終身的學習；凡事學習

主的樣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

∼神學學士科畢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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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院今屆共有十位畢業生。願神使用他

們的生命和事奉，成為教會的祝福，叫

呼召他們的主喜悅。

2. 本院實習主任、教會事工科助理教授劉

志良牧師於去年十一月完成興學證基協

會基督教教育研究院的博士課程，取得

基督教教育博士學位（CEdD--Doctor of 

Christian Education）；又本院董事會

通過晉升劉志良博士為副教授，謹此一

併致賀！

3. 本院於去年十月中舉行籌款晚宴，共得

奉獻HK $464,117.50。感謝一班在當中

鼎力支持的籌款委員，並多謝奉獻支持

學院消息

⋯⋯以及許多在背後以禱告、奉獻、
關心來支持我們的人。

為這一切，我們多謝你們！

   又將最高的頌讚與感恩，
歸與拯救我們、呼召我們的神！

基督精兵，齊向戰
場走！

畢業，叫我們更多看透自己，

更多仰望神。

我們得以完成一個裝備的階段，
　　　　是有賴

　　　　我們的　　

配偶⋯⋯ 主內弟兄姊妹⋯⋯ 牧者⋯⋯

同學⋯⋯

同學(學生會代表)⋯⋯

學院同工⋯⋯

老師⋯⋯

本院工的兄姊，使07-08年度在謹慎理財

下可以成為仍有盈餘的一年。學院仰望

神在未來一年繼續透過弟兄姊妹和教會

的支持，使事工有更美好的發展。

4. 院董會通過將原有的「校園牧關課程」

提升為碩士學位課程（牧者修讀：「教

牧碩士─主修校園牧關」；信徒修讀：

「教育碩士─主修牧關研究」）。請弟

兄姊妹代為推介。

5. 學院將加速探索「職場教牧課程」的服

事，請記念。

6. 感謝神！本院在07年9月開始增加了可

供使用的地方，讓同學們在課室、圖書

館、學生溫習室方面能有更多可使用的

空間。現將本院各樓層地方簡列如下：

 地下：圖書閣、學生溫習室

 二樓：課室

 三樓：禮堂、課室

 四樓：圖書館、學生溫習室／ 

　　　小組會議室、祈禱室

 八樓：學院辦事處、課室、教授辦公室

 九樓：教授辦公室



 收入（HK$）

奉獻收入 99,650.00

學費收入 24,280.00

其它收入 7,641.50

總收入 131,571.50

 支出（HK$）

薪金支出 106,357.25

常費支出 61,125.45

總支出 167,482.70

盈餘／不敷（HK$）
本月不敷 (35,911.20)
歷年累積盈餘 
（包括去年籌款晚宴奉獻）

877,060.00

200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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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版：衛道神學研究院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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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gi.academic.office@gmail.com

回應表

本院○八年四月份收支報告
7. 本院圖書館仍在進行整理存書，需要有

電腦輸入知識的義工協助。有心協助的

弟兄姊妹請與本院聯絡。

8. 本院現正招聘半職圖書館管理員，歡迎

介紹。

9. 本院於今年4月3日舉行了受苦節聖餐培

靈會，有40多位師生出席。除了享受神

話語的餵養，也藉一同虔守主餐，將我

們的生命與心志再一次連於為我們犧牲

受死的主耶穌。

院校學生代表有聯席會議，以促進本港

各神學院神學生的溝通及需要。

3. 學生會已於08年5月25日（日）晚上假香

港富豪酒店舉行一年一度的謝師宴。一

眾同學與師長聚首一堂，分享主恩！

1. 08-09年度學生會新一屆職員：張志明、

吳子樑、管春暉、謝國昌、陳秀芬、劉

景苓、黃潔貞共七位同學。

2. 本院學生會已於07年底正式加入「香港

神學生聯禱會」成為會員學院之一。本

院學生會職員代表每月與本港各間神學

學生會消息

製作：穎生設計印刷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