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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導引與群體更新：
屬靈導引與群體更新：牧靈導師新一代課程 (2017)
課程簡介
本課程為兩年制的課程，
本課程為兩年制的課程，課程目的如下
課程目的如下：
如下：




提供切合當代教會及文化的靈性裝備，期望完成本課程者能成為牧靈導引者
為新一代靈性導師提供具體的材料，進而裝備門徒，培育生命與宣揚福音
與教會共同建立全新的牧養學問及實踐途徑

對象：
對象：
牧者、神學生、牧靈事工的同工、院牧、教師、社工、輔導者、對牧靈有心志及負擔的
肢體
本課程為期兩年，課程框架及內容重點如下：
課程框架及模式
2016 年  3 次退修及訓練日營 (每次 10
(第 1 年)
小時)：
[已完成
已完成]
11/4/2016 (一)
已完成
9/5/2016 (一)
12/9/2016 (一)
 兩次 1 天靜修
 15/2/2016 (已完成)
 28/11/2016 (9:00-16:00)
 五日四夜退修營──靈性、靈
塑、靈程（台灣，暫定日期
16-20/10/2016）
2017 年  三次退修及訓練日營 (每次 10
(第 2 年)
小時)：
 一次 6 天退修營
 兩次 1 天靜修

內容重點
1. 屬靈導引的傳統、適切性及基本了
解
2. 宏觀屬靈導引及如何帶領屬靈導引
小組
3. 聖經及聖靈與屬靈導引
形式：專題講座、操練安靜、默想、屬
靈閱讀、學習撰寫靈修扎記；邀請資深
屬靈導師作屬靈導引的分享及個別指導
學員

1.
2.
3.

屬靈導引反省專題
當代屬靈導引
靈命塑造小組實踐

形式：專題講座、操練安靜、默想、屬
靈閱讀、學習撰寫靈修扎記；邀請資深
屬靈導師作屬靈導引的分享及個別指導
學員
2017 年退修及訓練日營費用
退修及訓練日營費用：
費用：
＊參加者獲贈《
參加者獲贈《牧靈導師手冊》
牧靈導師手冊》及《從未遇見的愛情》
從未遇見的愛情》乙冊＊
乙冊＊
 3 次日營$4500（2 月 28 日前報名或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
日前報名或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八折優惠
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八折優惠$3600）
八折優惠
 1 次 1 天靜修營費$1,000（兩個月前報名或
兩個月前報名或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
兩個月前報名或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八折優惠
曾參與牧靈導師課程者八折優惠$800）
八折優惠
 6 天退修營費待定
待定（2017
年 10 月；具體日期及地點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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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個別專題有興趣，也歡迎參與個別日營。收費如下：
 $1,500（1 次日營，開課前兩個月報名
開課前兩個月報名，
開課前兩個月報名，九折優惠$1350）
九折優惠
2017 年課程詳情如下：
年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日期／時間／
時間／地點
17/4/2017 (一)
上午 10:00–下午
9:00

(Session#1
10:00am -1:00pm
Session#2
2:00-6:00pm
Session#3
7:30-9:00pm)
地點：中 華 基 督
教 會 灣 仔 堂（ 灣
仔春園街 77 號竹
居台 [合和中心
側]）
8/5/2017 (一)
上午 10:00–下午
9:00

(Session#1
10:00am -1:00pm
Session#2
2:00-6:00pm
Session#3
7:30-9:00pm)
地點：旺 角 弼 街
56 號 基 督 教 大
樓 7 樓 706B 室
25/9/2017 (一)
上午 10:00–下午
9:00

(Session#1
10:00am -1:00pm
Session#2
2:00-6:00pm
Session#3

內容簡介
屬靈導引與群體更新：牧靈導師新一代
（四）靈命塑造小組實踐
內容：
 創意、靈性 與導引；屬靈友誼與建
立靈命塑造的群體；屬靈導引的督
導 (SD supervision; Director and
directee; the issue of transference)
 屬靈導引示範
 聖禮與靈命塑造的關係（
（特邀嘉賓
伍潘怡蓉博士
伍潘怡蓉博士專題演講
蓉博士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講員
特邀嘉賓：
伍潘怡蓉
伍潘怡蓉博士（中國神
學研究院助理教授，任
教基督教靈修學、靈命
培育與教牧輔導等；
《Spiritus: A Journal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編
輯委員）
蔡貴恆牧師 (BA, MA,
M.Div, Th.M, D.Min)
（靈根自植創辦人及
會長）

特邀嘉賓：
霍玉蓮女士
霍玉蓮女士（高級臨床
督導導師, 婚姻、家庭
治療師及作家，著作包
內容：
《怎 可以一生一
 東正教與沙漠教父的屬靈導引；心 括：
理治療與屬靈導引（Psychoanalysis 世》
、
《心理與心靈的重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屬靈導引的 聚》(金書獎)、
《婚姻及
實踐：重溫基礎輔導、導引形式的 家庭治療-理論與實務
藍圖》等。）
深入探討
 心理學與靈修大師的自我觀的差
異，從而看信徒成長的要點和生命 蔡貴恆牧師 (BA, MA,
抉擇（
（特邀嘉賓霍玉蓮女士
特邀嘉賓霍玉蓮女士專題
霍玉蓮女士專題演
專題演 M.Div, Th.M, D.Min)
講）
（靈根自植創辦人及
會長）
屬靈導引與群體更新：牧靈導師新一代 特邀嘉賓：
（六）屬靈導引反省專題：
屬靈導引反省專題：神學、
神學、聖經、
聖經、 黃儀章教授（伯特利神
文化與靈性
學院聖經研究教授）
陳韋安博士
陳韋安博士（
博士 「神學是
內容：
粉紅色的秋」 創辦
 神學、聖經、文化與靈性之關係； 人；建道神學院神學系
當代靈修師父（如 Nouwen, Merton, 助理教授；德國魯爾波
Houston, Margaret Silf, David Benner, 鴻大學神學博士）
Groeschel, Abraham Heschel）
；分辨神 陳紫儀傳道（中國宣道
屬靈導引與群體更新：牧靈導師新一代
（五）當代屬靈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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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9:00pm)
地點：待定 (太子/
旺角)

(6 天退修營)
2017 年 10 月
(具體日期及地點待
定)
(兩次 1 天靜修)
天靜修)
 20/2/2017
 27/11/2017
地點:待定

北美‧香港
www.spiritualform.org

類 Spiritual Discernment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Prophetic)
 屬靈導引示範（特邀嘉賓
特邀嘉賓陳紫儀傳
特邀嘉賓陳紫儀傳
道）
 詩篇的靈性觀（
（特邀嘉賓黃儀章教
特邀嘉賓黃儀章教
授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從文化及神學的角度反思靈命塑造
（特邀嘉賓陳韋安
特邀嘉賓陳韋安博士
陳韋安博士專題
博士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演講）
內容：對課程所學，透過退修、安靜、
禱告、默想、默觀、靈修指導，進行實
踐與深化，與主有更深的相交密契，讓
生命經歷更新轉化，邁向整全的靈命塑
造與成長。
牧靈導師靜修營
牧靈導師靜修營
目的：讓學員操練「靈閱」
、
「歸心禱告」
、
默觀祈禱及寫靈修扎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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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同工；靈修導
師）
蔡貴恆牧師及嘉賓導
蔡貴恆牧師
師

蔡貴恆牧師及嘉賓導
蔡貴恆牧師
師

吳炳華牧師（中華基督
教會灣仔堂義務牧
師；前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
工部副主任）及嘉賓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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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須符合以下條件，
學員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獲頒發畢業證書：
方可獲頒發畢業證書：
1. 完成閱讀以下必讀的書籍：
a. 必讀書籍：
 靈性的光輝


2.
3.
4.
5.

Barry and Connolly: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Direction

 David Benner: The Gift of Being Yourself
b. （建議）其他參考書的作者：Thomas Merton, Henri, Nouwen, Margaret Silf
須提交的功課：個人靈程反省、靈修札記 (請參考《牧靈導師手冊》)
須接見導師及須經導師推薦畢業
須完成所有課程 [註]
（選項）參予教牧靈塑或領袖靈塑小組

[註] 在 2014-15／2015-16／2016-17 年未能完成所有課堂者，須於 2017-18 年課程重辦
時再報讀補回相關課堂。
課程時數總覽：
課程時數總覽：
2017 年
 3 次日營 X 10 小時：30 小時
 接見導師進行屬靈指導（SD individual session）
：10 小時
 參與教牧靈塑或領袖靈塑小組（SD Group practicum）
：10 小時 (約 3 節)



6 天退修營：約 40 小時
兩次 1 天靜修：約 14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