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訓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馬太福音20 : 28）

宣教學院教牧學院宣教學院宣教學院 宣教學院靈修學院宣教學院聖經學院 宣教學院輔導學院

僕人神學院朝著五個向度發展，成立五個學院展開多元而實用的學科。

2020/10

為了裝備信徒成為主的謙卑僕人，一同獻身大使命，生命樹於2010年成立僕人宣教
靈修學院 (Doulos Mission & Spirituality Academy)，簡稱「僕人學院」，2017年
正式改名為「僕人神學院」(Doulos Seminary)，Doulos意思是奴僕。僕人神學院
邀請經驗豐富的香港及海外教會牧者及信徒領袖擔任講師及「生命教練」，培養工
場當地宣教人員的靈命，提昇他們牧養和宣教的能力。

僕人神學院



僕人神學院是生命樹屬下的重點事工，成立目的是要為宣教工
場預備領袖，以配合生命樹「栽培工場教牧及信徒去完成當地
的福音使命」的宣教策略。僕人神學院首階段的培訓著重個人
靈性及實用技術，並不是以學術為造就學員的重點，院徽中包
含了一隻手和一隻腳，標誌著主的僕人不辭勞苦，不作高調，
以手腳實際地服侍人。

僕人神學院共有五大課程支柱，化為五個學院：

一. 宣教學院 : 教導信徒為主作見證，委身及策略性地完成大使命。
二. 教牧學院 : 建立忠心熱誠和有遠見的教牧領袖和信徒領袖，並且不停地更新變化。
三. 聖經學院 : 教導聖經知識，啟發生活及神學反思。
四. 靈修學院 : 培養學員靈性進深，更新與增強與三位一體上主的關係。
五. 輔導學院 : 栽培學員的輔導及生命牧養能力，尋求獲得相關的專業。

院長的話

教學團隊

1/ 林榮樹牧師博士 (DMin) 2/ 陳龍斌博士牧師 (PhD)
3/ 黃達強牧師 (MDiv) 4/ 李淑芳傳道 (MDiv)
5/ 游子偉傳道 (MMin) 6/ Pastor Phorn Phalla (BDiv)

專任老師 

特約老師 

曾任講師

麥兆輝牧師教授   
(PhD, MTh, MDiv)
哲學博士、神學碩士

及道學碩士
(聖經及神學研究/ 靈修神學/ 牧養及訓練 )

Pastor Keo Joseph  
(MDiv)
道學碩士

Pastor Tep Samnang  
(MDiv) 
道學碩士

黃克勤牧師博士 
(PhD, DBA, MBA, MMin)

僕人神學院院長
企業管理學博士、

工商管理博士、工商管理碩士
及教牧學碩士
(屬靈領導與管理/ 

宣教策略與事工/ 工場管理)

黃克勤牧師博士  -僕人神學院院長

吳柏池牧師 
(MTh, MDiv) 

僕人神學院副院長 (拓展)
神學碩士及道學碩士

(教牧輔導與關懷 / 實踐神學)

隨着網上上課的普及和習慣化，又為了減省世界各地學員的旅費和時間，亦可以跨越時差的限制，僕人
神學院課程主要以網上學習平台為主，實時課堂為輔，讓不同需要的信徒和群體可以更為彈性地安排時
間接受裝備。學院現時的學員主要在柬埔寨、越南、緬甸及印度，而中國與香港亦會是一個推廣學習的
地區，這些地區都是生命樹現有的福音工場。

主耶穌的宣教差遣：「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 : 19 - 20

保羅的宣教策略：「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書 2 : 2 

邀約大家在培訓上與僕人神學院同行，為世界各地培有更多屬靈領袖，大力拓展天國。

游偉業教授  
(DTh, DMin) 

僕人神學院學術顧問
神學博士及教牧學博士
(神學教育/神學/歷史/聖經/
實踐等跨學科研究）



柬埔寨的傳道牧者對教會牧養及福音傳播充滿熱誠，惜很多因未有中學畢業資格而未能修讀
神學學士課程，故我們特別為這類教會同工開設牧養基礎課程Pastoral Foundation Course 
(PFC)。經過兩年多的學習，這一期的學員順利完成全部課堂。原定於3月底的畢業典禮因疫
情關係未能舉行，但沒有影響學員事奉的心志與熱誠，以下是學員們真誠的分享。

第二期牧養基礎課程圓滿完成 

學院消息

課程大綱
1. Overview of the Bible 聖經綜覽
2. Bible Study Methods 研經方法
3. Basic Christianity 基督教基本信仰
4. Worship Ministry 敬拜事工
5. Servant Leadership 僕人領導

6. Spiritual Gifts 屬靈恩賜
7. Pastoral Ministry 牧養事工
8. Counseling and People Helping 輔導與助人技巧
9. Mission and Evangelism 使命與宣教
10.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靈性塑造與個人成長

事工代禱及需要

柬 埔 寨 

吳柏池牧師 - 僕人神學院副院長 (拓展)

Yoem 
Sokhum 

僕人神學院的課程令我學習到服侍與輔導。當我遇到問題時，
我學會應用在課堂中學習到的知識來解決教會和社區的問題。
現在，我更加了解敬拜和教會牧養的事工，知道如何鼓勵教會
的弟兄姊妹及以尊重，謙卑，傾聽方式服侍他們。我懂得分享
福音，並且我的靈命正在成長中，我能驕傲地宣告耶穌是我生
命的救主。我現在更懂得研讀聖經。我在課程中學習到僕人的
領導、委身、捨己、尊重、謙卑和全心全意的服事，必定能幫
助我更有能力事奉教會。

修讀牧養基礎課程，令我比以往更願意事奉上帝
。現在我更有信心面對教會的問題，因為我知道
該怎麼做。雖然我年紀大了，但我有信心與上帝
同行並跟隨祂。疾病並沒有阻止我事奉上帝，因
我知道上帝與我同在。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耶17:7)

Yoem Hiek

牧養基礎課程令我知道作
為上帝僕人的價值，我更
學懂如何接觸人群及與家
人維繫良好的關係。我希
望能成為上帝的僕人並參
與僕人神學院的工作。

Voeurn Nen

Lot Maltey

這個牧養基礎課程能讓我
學習如何幫助教會。雖然
我只是教會義工，我仍需
要學習更多，我希望能協
助牧師和教會的同工。我
已完成這個課程，並且推
薦給弟兄姊妹。

在僕人神學院所學到的課程令我更了
解上帝和教會的關係。這個基礎課程
非常重要，讓我知道如何理解聖經和
事奉的角色。使我比以前更樂於事奉
上帝，並且充滿信心地服事人群。Thida Phoem

很多柬埔寨教會的傳道同工和信徒領袖在教會擔任牧養工作和積極的傳揚福音，但因經濟
能力而未有機會接受專業的神學訓練。因此，僕人神學院於柬埔寨均有開辦免費的神學課
程，為培訓信徒領袖去完成當地的福音使命。因應柬埔寨的疫情緩和，牧養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Ministry (BM) 已於十月復課，求主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支持，僕人讓神學院的
教育及培訓工作得以繼續發展。

奉獻支持

Holy Church

Holy Church

Transforming Generation Church

Holy Church

Grace Church



短期課程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
管家。」 （彼前4:10）

課程目標
讓學員發掘及接受自己的屬靈恩賜，並懂得把握機
會事奉上帝。

課程簡介
屬靈的恩賜是神賜給信徒的恩典或才能，使我們有
能力作屬靈的事奉。本課程將會與你分辨真正的屬
靈恩賜，並且學習如何發揮，以建立主的身體，彼
此配搭事奉神。

課程內容
1. 認識屬靈恩賜
2. 發現自己的屬靈恩賜

黃克勤牧師博士黃克勤牧師博士

個人屬靈恩賜
的發現與應用
個人屬靈恩賜
的發現與應用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寬恕的效益，掌握寬恕的實踐步驟，從
而建立健康的心靈與人際關係。

課程簡介
每個人在生活上都可能經驗到人際的傷害，因而心
靈感到傷痛，人際關係亦有破損。縱然知道寬恕是
有效益的選擇，但是要做到卻不容易。本課程將會
探討達到寬恕與復和的歷程。

課程內容
1. 寬恕的重要性
2. 是什麼寬恕
3. 如何做到寬恕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
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
們的過犯。」 (太6:14-15)

感謝緬甸基督教傳道人訓練學院的邀請，僕人神學院院長
黃克勤牧師博士於2020年9月14至25日為宣教學碩士班主
講，題目為「企業管理與屬靈恩賜」。疫情緣故，是次講
課只能在網上實時進行，但無阻同學們學習的熱誠。雖然
宣碩班全部同學為在職牧者，但鮮有接觸企管和自我分析
等課題，所以課堂內容中的市場學、自尊感、九型人格和
屬靈恩賜的分析等，對他們來說都很新鮮；他們亦從來沒
有想過可將商用的企管和心理學分析應用在教會牧養和發
展上。同學們均說今次的課堂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和給予了
他們新的思考。  

僕人神學院開辦的網上短期課程，為信徒帶來新的學習模式，讓不同需要的信徒可以隨時上網接受裝備。

黃克勤牧師博士被邀請主講宣碩班
神學課程「企業管理與屬靈恩賜」 

緬甸

HK$ 500網上實時課堂

2020年11月10日, 17日, 24日 及12月1日 (共4堂)

A班 早上 10:00 - 11:30 / B班 晚上 8:00 - 9:30

HK$ 500網上實時課堂

2020年11月19日, 26日 及12月3日, 10日 (共4堂)

晚上 8:00 - 9:30

寬恕與復和：治療創傷
心靈與修補破損關係

寬恕與復和：治療創傷
心靈與修補破損關係

吳柏池牧師吳柏池牧師

出席全部課堂的學員將獲頒發修業証書 出席全部課堂的學員將獲頒發修業証書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我們將有專人聯絡有關課堂的安排。
(查詢：電話 3580 8938 / Whatsapp 4644 6066， 鄧小姐Joan)

報名表



2021年度碩士/ 文憑課程

對象
•有志深度認識及跟隨主基督的基督徒

特色
•將耶穌基督的生平言行、作系統性的

整合，讓學員更容易領受和消化。
•紮實地研究有關的經文，建立學員聖

經基礎。
•提供導修課堂，讓學員與導師研討而

有更深的學習。
•講師帶領聖地考察，重踏主耶穌當

年腳蹤，讓學員對耶穌行述有深刻體
會。

授課方式
•網上修讀及小組導修。
•可於2021年1月開始隨時加入上課，

第一年可選讀四個科目，預計兩年至
三年內完成 (包括個人專文研究)。

•聖地行程將按學院安排，於就讀期內
出發。

學費 
•碩士課程：全期HK$30,000 + 聖地行程*   

文憑課程：全期HK$18,000 + 聖地行程*
 * 聖地考察行程的實際費用將按出發時

的機票、當地交通及食宿費用等計算 
(約HK$30, 000)。

課程內容

以上各科均為必修科，總學分為24學分，另設有導修課。

1.  主耶穌基督與猶太民族 (2學分) 

2.  主耶穌的思想、生平與聖靈  (2學分) 

3.  主耶穌的靈性與靈修禱告  (2學分) 

4.  主耶穌的生命與門訓  (2學分)  

5.  主耶穌的教導與比喻  (2學分) 

6.  主耶穌的身分與神蹟 (2學分)  

7.  主耶穌僕人領袖與領導  (2學分)  

8.  主耶穌論政治與宗教 (2學分) 

9.  主耶穌論苦難與殉道  (2學分) 

10. 主耶穌論末世與再來  (2學分)  

11. 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與教會全人使命 (2學分) 

12. 主耶穌的腳蹤 (聖地行/體驗與反思) (2學分)  

科目及課堂

教學團隊 黃克勤牧師博士 (PhD, DBA, MBA, MMin) 

游偉業教授 (DTh, DMin) 

麥兆輝牧師教授 (PhD, MTh, MDiv) 

申請資格
1. 清楚重生得信徒。 
2. 碩士課程: 須持認可之大學學位或神學學位；或同等學歷。

文憑課程: 中五畢業 / 成年學生# 
 本院收到申請後，將約見申請者面談及作甄選。
 # 如年齡達30歲或以上者，可向本院申請豁免正規學歷要求，但須要接受學術能力

評估。

基督教研究碩士/文憑：主耶穌基督研究 (師徒制導修：耶穌行述)
Master of Art / Diploma Program in Christian Study 

(with Footprints of Jesus emphasis in Apprenticeship)

報名表申請方法
請填妥隨附申請表格後
郵寄給本院，亦歡迎上
網填寫電子表格。



研經課程

代禱支持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祈禱，盼望肺炎疫情緩和，令培訓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為僕人神學院的發展祈禱，求主為我們預備更多合適的講師。

•為課程招生祈禱，求主呼召有志事奉主的信徒來接受裝備。

•神學院的教育及培訓工作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獻支持，求主為我們預備足夠所需。

認識末世論的神學，能使我們成為理性的信徒，並且
影響我們今天的生活態度和方式。盼望大家能更多禱
告和依靠上帝，並更加認識祂，作一個是(to be) 和跟
從 (to walk) 的好信徒。

課程內容 
1. 研究末世論的目的
2. 末日事件和順序
3. 教會災前被提論證
4. 大災難
5. 末日大戰與千禧年

免費收看
https://www.ds.org.hk/eschatology/

研讀但以理書能幫助理解末世論，因此2021年1月將
推出《但以理書證書課程》，請大家密切留意僕人神
學院的最新消息：www.ds.org.hk

末世論免費課程 末世論免費課程 

啟示錄是主耶穌給教會的信，而且預先說明今天末
世發生的事情，我覺得重要性比新約其他書信更高
。我在授課時是慢慢逐節解釋這卷書，與你一起仔
細讀經，預備主再來。
「『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啟示錄 22:20 ) 

學費優惠 
二人或以上一同報名，每位學員均獲贈HK$100課程
贈券*
* 課程贈券適用於僕人神學院2020至2021年所有課程 (此啓
示錄證書課程除外)，每個課程只限使用一張課程贈券。  

學員類別
旁聽生 或 證書生#

# 證書生必須修畢課程，並完成指定習作，才會獲頒發證書 
(旁聽生不適用)。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我們將有專人聯絡
有關課堂的安排。

(查詢：電話 3580 8938 / Whatsapp 4644 6066， 鄧小姐Joan)

黃克勤牧師博士

共32課，每課約1.5小時

啟示錄證書課程啟示錄證書課程

黃克勤牧師博士

共4課，每課約1.5小時

免費 免費 HK＄750

    

免費收看

www.ds.org.hk info@ds.org.hk+852 4644 6066 +852 3580 8938

生命樹宣教網絡屬下機構 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19-21成業工業大廈5樓33室 +852 3580 8269

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