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學年第⼀學期實用神學碩士 

 

1. 衝突管理（3 學分) 

講  師 黃永康牧師 

現任香港播道會恩福堂牧師，牧會 20 年；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香港調解聯

盟（HKMEA）註冊調解員。 

上課日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9 月 3,10,17 日；10 月 8,15,22,29 日；11 月 5,12,19,26 日；12

月 3,10,17 日 

上課時間 上午 10:10-下午 1:00 

課程簡介 

 

主耶穌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太五 9）。人總希望有和諧的人際關
係，然而衝突總是避免不了，今天在神的家、教會生活中也會發生人際衝
突的問題，實在需要更多人成為使人和好的使者，適切及有效地去建立有
愛、溫暖、親密、和諧屬靈的家。 

課程目標 1. 提升同學在人際衝突過程中的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從而學習
有效衝突處理。 

2. 提供認識自己處理人際衝突的風格(Styles)及技巧，以助己助人建立更
和諧的人際關係。 

3. 幫助同學學習建立及鞏固教會的團隊領導、並了解破壞團隊關係的原
因及處理方法。 

4. 學習應用基督教調解的原則，管理人際的衝突。 

課程大綱 1. 概論: 健康教會團隊領導與人際衝突處理的基礎； 
2. 中⻄方人際衝突處理的需要及方法—調解 
3. 心理認知及衝突處理的概念 
4. 從聖經神學探討復和的工作 
5. 性格與衝突的處理  
6. 基督教調解 
7. 人際衝突的基督教調解原則及方法 
8. 基督教調解的流程、法律認知 
9. 調解衝突處理的溝講過程及技巧 
10. 人際衝突處理與靈命塑造 
11. 人際衝突處理與屬靈辨別與導引 
12. 人際衝突處理與寬恕 

 

  

 

2. 傳媒素養教育（3 學分） 

講  師 蔡志森先生，歐陽家和先生，張志儉博士，傅丹梅女士 

郭卓靈小姐，張勇傑先生，陳永浩博士，鄧淑良博士 

上課日期 2018 年 9 月 3，10，17，24(中秋節，早上舉行)日；10 月 8，15，22，29 日； 

11 月 5，12，19，26 日；12 月 3，10，17 日 

上課時間 下午 2：30 – 5：20 

內容重點 傳媒與現代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傳媒的訊息深深地影嚮每⼀個人，這課程是
由專人探討及分享香港的傳媒文化，分享什麼是「傳媒素養教育」及討論如
何推行實踐。 

課程目標 1. 透過這課程認識傳媒的範疇、媒介及功能，分柝及辨識傳媒的訊息。 
2. 探討影嚮香港的傳媒範疇。 
3. 在教會中教導信徒正確地接收傳媒信息。 
4. 透過討論思考如何在教會中推動「傳媒素養教育」。 

3/9–26/11 可供獨立旁聽，請在下表以�作選擇，每堂費用 200 元 

�  3/9 香港傳媒生態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 

�  10/9 新媒體 1（互聯網及手機） 
歐陽家和先生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  17/9 新媒體 2（電競與電玩） 

�  24/9 
如何推行傳媒素養教育 

上課時間：上午 10:10-下午 1:00 

張志儉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  8/10 廣告及消費 傅丹梅女士 明光社副總幹事 

�  15/10 流行音樂 
張志儉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 

�  22/10 電影/舞台  郭卓靈小姐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  29/10 媒體與性  張勇傑先生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  5/11 網上成癮問題分析及如何面對  陳永浩博士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  12/11 傳媒與社會行動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 

�  19/11 基督教傳媒及教會應如何回應 

�  26/11 從聖經看傳媒素養教育 鄧淑良博士 本院實用神學碩士課程主任 

3/12 教會與傳媒素養教育 

鄧淑良博士 本院實用神學碩士課程主任 10/12 在教會如何推動傳媒素養教育(上) 

17/12 在教會如何推動傳媒素養教育(下) 

收費及報名詳情，請留意後頁  



 

上課地點： 牧職神學院 

學  費： 修學分：每科 5,535 元（每學分 1,845 元） 
旁 聽：每科 2,250 元（每學分 750 元）；獨立課堂旁聽，每堂 200 元 
校友優惠：未曾旁聽或修讀任何碩士科目，可獲兩科優惠學費修分每科 1,110

元（每學分 370 元） 或 兩科免費旁聽； 
若曾修科或旁聽，現時修分每科 3,600 元(每學分 1,200 元) 或 
旁聽每科 1,650 元（每學分 550 元） 

宣教士 及 退休牧者 旁聽優惠：每科 1,575 元（2,250 元之七折計算）  
所有優惠不可⼀併使用，而本院有最後決定權 

截止報名 2018 年 8 月 20 日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後，按以下方法交妥作實，所有報讀不設即場報名 

遞交方法： 1. 親自至學院遞交 

2. 郵寄報名表及支票／轉賬收據 

地址：「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 號都會廣場 708-722 室」（請於信封面註明用途）； 

3. 以傳真（26507211） 或 電郵（cswong@hkcmi.edu） 

交回報名表及轉賬收據 

支票抬頭：牧職神學院有限公司 或 Christian Ministry Institute Ltd 

賬戶號碼：匯豐銀行 127-095982-001 或渣打銀行 251-1-015317-1 

請務必將轉賬收據交回本院以便核對（收據上請註明用途及姓名） 

  

校友如要加入「實用神學碩士」課程，請致電 26507181 與鄧淑良博士聯絡。 

                                                                                      

實用神學碩士課程 課外學員報名表 

 衝突管理       �修學分 �旁聽 

 傳媒素質教育     �修學分 �旁聽 �獨立課堂旁聽 

姓名 (中)                     (英)                            性別      

聯絡地址 中文填寫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事奉教會                                   事奉崗位                     

優惠選項  校友優惠 �免費旁聽 �優惠學費(修分/旁聽)   �宣教士/退休牧者 

資料只供參與本院課程之用；如不希望收取本院活動及課程資料，請在右格［ ］加剔，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