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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神學院 國際學院海外課程 

PTT532-信徒領袖品格成長 

 

 
講師： 何啟明牧師 

 
I. 本課宗旨： 

這課程旨在幫助信徒領袖在靈性、知識、 品格、社群生活上均衡的成長。同學透過課堂講
授、閱讀回應及課堂討論來達成下列幾個目標： 

 
1. 認識屬靈操練的一些基本概念、操練及成長軌跡。 

2. 肯定上帝的召命及認清信徒领袖的身份與角色。 

3. 探索個人的內心世界、 了解個人的長處及盲點， 邁向成熟平衡的品格。 

4. 尋索以往上帝在個人生命上的痕跡及展望將來上帝在個人生命與事奉的軌跡。 

 
 
II. 上課形式： 

a. 於北美東岸  10 月  2  至10月10日一週內， 收看課前授課錄影 6 小時。  

b. 面授課堂(本科是實時面授，不設錄影回看)： 

上課地點：加拿大建道中心 (80 Acadia Ave., Suite 208, Markham) 

 
居於以下地區的同學必須親身到加拿大建道中心上課﹕  

多倫多市 (City of Toronto)、萬錦市 (Markham)、烈治文山市 (Richmond Hill) 

 
其他地區同學則透過ZOOM 實時網上上課。 

 

授課日期及時間﹕ 

北美東岸日期 北美東岸時間 時數 

10 月 11 日週二 晚上 7:00-10:00 3  小時 

10 月 12 日週三 晚上 7:00-10:00 3  小時 

10 月 13 日週四 晚上 7:00-10:00 3  小時 

10 月 14 日週五 晚上 7:00-10:00 3  小時 

10 月 15 日週六 早上 9:00-12:00 

下午 2:00- 5:00 

共6 小時 

10 月 17 日週一 晚上 7:00-10:00 3 小時 

 總時數﹕ 21小時 

 

 

III.  上課形式：  授課及小組討論。 

 

 

IV. 必讀文章：  (文章請看附件) 

1. 梁家麟：「靈程進步」，《追求成長》 ( 香港： 學生福音團契，  

2004 ) ， 2 -54頁。( 頁數：52 ) 
 

2. 甘陵敦父子：「領袖的生命週期」，  巴喬治(George Barna)  編，譚國治譯
《領導話領導》( 香港：  天道書樓，  2008)  ，157-196 頁。(頁數：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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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必讀課本： 

何啟明。《屬靈歡欣之旅： 從約翰書信看信徒靈命成長》。香港：明道， 

2011。(頁數：310 )[註： 可從明道社網頁購買電子書] 

  

 

 VI. 作業要求： 

1. 閱讀《屬靈歡欣之旅》  並寫下個人感言及反省文章，字數在  二千  字以

下( 即兩頁紙以下)( 不是讀書報告， 乃是檢視內心， 誠實反省的感言) 。 

 

*呈交：課前閱讀並於上課內呈交； 上課前十五或三十天， 每日或隔日閱讀一章 ( 

除導論外，共十五章)，並每天寫下幾句反省。[ 請參《屬靈歡欣之旅》書

本讀後感言與反省 ] 

 

2. 閱讀老師安排的兩篇文章〈梁家麟及甘陵敦父子的文章〉  

*呈交：於北美東岸 11月 6  日或之前，把閱讀記錄表及讀後感言與反省上載
至網校園此科功課區。 

 

3. 從上課、閱讀及個人反省後寫下你個人的生命歷程。  

*呈交：於北美東岸 12 月17日或之前，把個人生命歷程感言上載至網上校園此
科功課區。 

 

 

VII . 課程內容大綱: 

1. 導言： 屬靈旅程與靈命塑造 

2. 成長的軌跡： 屬靈领袖的的生命週期、路徑與心靈地圖  

3. 性格與成長： 認識自己的性格與成長途徑  

4. 品格與成長：從《林後》及《教牧書信》看屬靈領袖的品格  

5. 掙扎與成長：  苦難、困難與試探 

6. 聆聽上帝的聲音： 屬靈分辨與神的帶領  
 

 

VIII. 評分撮要： 
 

1. 閱讀文章及回應(二篇)  20% 

2. 閱讀必讀課本寫感言     30% 

3. 個人生命歷程感言(5, 000-7,000字)   50% 

  -------- 
100% 

 

 

 IX. 參考書：  

大衛．貝納著(David G. Benner) 著。霍玉萍譯。《天父給我的禮物》。香港：福音

證主協會，2005。 

巴刻( J.I. Packer)著，文逢參譯。《生命的重整》。香港：宣道， 1995。 

傑瑞．席哲(Gerald L. Sittser) 著。 張書筠譯。《出人意外的恩典》。美國麥種傳道
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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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陵敦(J. Robert Clinton) 著。劉如菁譯。《領袖的養成》。台北：天恩，2011。 

史密斯(M. Blaine Smith) 著。林智娟譯。《明白神的旨意》。台灣：校園書房出版
社，2002。 

艾倫德(Dan B. Allender) 著。何醇麗、傅雲山合譯。《醫治之路》。台灣：校園，
2006。 

艾德倫(Dan B. Allender) 著。黃東英譯。《尚待揭曉：與神一起編寫你的未來》。香
港：基道書樓， 2009。 

安德烈．艾伯特(Andreas Ebert) 著。胡健斌譯。《人格素描與靈命進程》。香港：
文藝， 2013。 

李耀全。《心靈輔導：心理輔導與屬靈導引的整合》。香港：建道神學院，2002。 

李耀全。《屬靈操練與生命關懷》( 第三版)。香港：明風出版，2005。 

克勞德(Henry Cloud)、湯森德(John Townsend) 著。 劉如菁譯。《成長神學》。台北: 

校園， 2004。 

辛惠蘭。《提摩太前書: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香港：明道出版社，2020。 

何啟明。《屬靈歡欣之旅：從約翰書信看信徒的靈命成長》。香港：明道社，2011

。 

侯士庭(James Houston) 著。 陳恩明譯。《基督徒品格之塑造》。台北：中福出版
有限公司， 2007。 

區應毓編。《教育理論念與基督教教育觀》。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2005。 

高登.史密思( Gordon T. Smith) 著。劉思潔譯。《聽主微聲． 明主旨意》。台北：
雅歌，2002。 

陳又華。《提摩太前書—神的真道乃牧會之本》。香港： 明道出版社，2006。 

費蘭度(Ajith Fernando) 著。陳俊莉譯。《迎向甘苦的服侍》。香港： 福音證主
協會， 2013。 

蓋時珍(Gene A.  Getz)著。范約翰譯。《基督徒生活模式》。香港：福音證
主協會，1981。 

葛金恩(Gene A. Getz)著。楊立譯：《做個真男人》( 台北： 大光書房，1988)。 

鄺炳釗。《從聖經看如何認識和提升自己》。香港：天道出版社，2000。 

魯益師(C.S.Lewis) 著。鄧肇明譯。《痛苦的奧秘》( 重譯再版)。香港： 基督教文
藝出版社， 2007。 

羅伯特． 梅浩林( M. Robert Mulholland) 著。梁錦華譯。《邂逅聖言： 讓聖經轉化
生命》。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2010。 

羅拔.梅浩林( Robert M. Mulholland)，路得.巴彤增修。 李國建譯。《靈性塑造之旅
》。香港：宗教教育中心，2018。 

傑瑞．席哲(Jerry L. Sittser) 著。劉美津譯。《堅持一生的道路》。美國麥種傳道會
，2007。 

彼得．史卡吉羅(Peter Scazzero) 著。劉美津譯。《培養高EQ的靈命》。美國麥種
傳道會，2007。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著。鄔錫芬譯。《上帝的聲音》。台北：校園，2005。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著。譚晴譯。《心靈的重塑》。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6 。 

魏樂德(Dallas Willard) 著。徐成德譯：《神聖的約定》。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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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孫德生(Oswald Sanders) 著。 彭道川譯。《屬靈領袖》。香港：證道，1982。 

薛查理(Charles M. Sell) 著。曾邱妙玲譯。《成年路峰迴迭轉—成年過渡探知》。
新加坡神學院， 2006。 

唐書禮(Philip H. Tower)著。 潘秋松等譯。《提摩太與提多書註釋 (上)》。美國麥
種傳道會， 2008。 

華爾基(Bruce K. Waltke) 著。 顧樂翔譯。《尋求神的旨意：豈有此理？》。香港： 

Vocatio Creation Limited, 2009 。 

溫偉耀。《上帝與人間的苦難》。香港： 明風出版， 2013。 

黃韻妍。《讓明光透現：邁向整全的靈命塑造》。香港： 天道書樓，2021。 

楊牧谷。《你是貴重器皿—教牧書信的情懷》。香港：恩谷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 

翁傳鏗。《人格素描與使命實踐》(增修版)。香港基督徒學會， 2012。 

楊腓力(Philip Yancey) 著，黃陳妙玲譯。《有話問青天》。香港：天道，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