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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 2017-18 [旁聽生版 v.3] 

 

開設科目 

日期 時間 課程 導師 地點 

2017年 11月 11日(六)

及其他日子 

見下列簡介 CLE0108-6 助人生命教育工

具的理論與實習 

鄭漢文博士、

梁美華女士 

待定 

2017年 12月 9、16日

至 2018年 1月 6、7、

13、20及 27日 

(逢星期六)  

下午 3:00至 6:00 CLE0108-2 自然體驗與靈修 周昭和博士，

劉永佳先生

(知秋)及葉頌

昇先生(海星) 

香港中文大學及

戶外地點 

宿營：鹽田梓＊ 

2018年 2月 12日至 

4月 16日(逢星期一) 

下午 7:00至 10:00 CLE0107 聖經研究入門：聖

經與教導 

歐偉民博士 崇基學院神學院

東九龍教學中心 

 

2018年 5月 4、11、

18、25日；6月 1、8、

15、22日 (星期五) 

下午 7:00至 9:30 CLE0108-5 修身與養性: 靈性

的太極，太極的靈性 

周昭和博士與

其他導師 

香港中文大學 

2018 年 8 月 13-16 日 

(星期一至四) 

上午 10:00至 12:30 及 

下午 2:00至 4:30 

CLE0105 基督教生命教育的

教與學理論 [密集課程] 

張穎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 附加費 HK$1,000- [已包括宿營、附加時數及導師費用] 

 
地點： 

1. 崇基學院神學院東九龍教學中心 (觀塘道 370號創紀之城三期 602室，鄰近牛頭角港鐵站 A出口) 或 

2.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新界沙田) 
 

 

科目介紹： 

CLE0105基督教生命教育的教與學理論【密集課程】 

導師：張穎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哲學博士/教育學院兼任講師) 

 
本科將藉引介不同學習理論及「生命教育學與教」之案例，與學員探討「生命教育學與教」之可能。 

學員在課程內亦將按其個人之實踐場景，檢視及整理其經驗，促進其繼續發展個人相關之實踐技藝。 

 
第一課: 學習理論引介（1）：學與教之關係 

第二課: 學習理論引介（2）：對學習者之想像 

第三課: 基督教生命教育實踐個案 

第四課: 基督教生命教育之教學法剖析 

第五課: 實踐經驗整理（1）：知識生產、社會與生命教育 

第六課: 實踐經驗整理（2）：學習與踐行如何可能？ 

第七課: 基督教生命教育與生命教育實踐者 

第八課: 基督教生命教育之挑戰與展望 

 
CLE0107 /DBS0052 聖經研究入門：聖經與教導 

導師： 歐偉民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博士) 

 
失敗的教育，就是不斷製造失敗者的教育，使人失去原有的盼望。 然而，基督信仰與教育的本質卻是盼望，教師也該

是滿有盼望的人，通過教育，把盼望帶給學生，見證生命的改變。本課程就是為一班仍然對孩子有愛、對教育仍然存

有希望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凝聚、反思角色、使命、挑戰的空間，從聖經及耶穌基督在教育上的示範，一起尋索

如何回應學生最根本的需要，並為走迷了路的香港教育帶來希望的出路。 

 
第一課 12/2/2018 導論：教育是與非 

第二課 26/2/2018 教師的角色：四個基本步 

第三課 5/3/2018 知識以外的教導：尼哥底母的尋問 

第四課 12/3/2018 多元教學法：讓看不見的看見 

第五課 19/3/2018 難點解說：比喻的運用 

第六課 26/3/2018 誰像耶穌：四福音中的教學策略 

第七課 9/4/2018 生涯規劃的再思：呼召與使命 

第八課 16/4/2018 盼望：在香港處境下的教育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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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0108-2自然體驗與靈修(Experiencing Nature and Spiritual Formation) 

導師：周昭和博士，劉永佳先生(知秋)及葉頌昇先生(海星) 

 
本科旨在協助學員體驗情意自然活動，打開六感，連結身心靈，釋放內在潛能，並且感悟和省思生活的價值，喚醒心

靈至意識層面，尋回自己與自然的關係。本科採用體驗模式（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由經驗豐富的戶外及自然

教育的導師帶領，在戶外實習及實踐綠色生活，並在課堂上反思和提昇經驗；同時透過分享學習心得，從中學習如何

帶領戶外活動。 

 日期 主題 

第一課 9/12下午 師法自然與進出山林 

第二課 16/12下午 文化身體與玩樂自然(大埔滘) 

第三課 6/1 下午 簡樸晚餐與體驗自然活動(鹽田梓) 

第四課 7/1上午  簡樸生活與生態靈修(鹽田梓) 

第五課 7/1下午 簡樸生活與生態靈修(鹽田梓) 

第六課 13/1下午  體驗解說與心靈提昇 

第七課 20/1 下午 體驗模式與留白課程 

第八課 27/1 下午 自然與靈修答問解惑、切磋延伸 

 
 
CLE0108-5修身與養性: 靈性的太極，太極的靈性 

導師：周昭和博士與其他導師 

 
本科旨在協助學員實踐太極拳的行站功夫，由身而心及由心而身，打開身心內感，連結靈性，並且省思生活內的價值

矛盾，尋回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本科採用體驗學習模式，從力的科學和藝術，聚焦到實踐智慧。 

 日期 主題 
第一課 4/5 太極靈修 
第二課 11/5 太極拳與中國文化 
第三課 18/5 文化下的身體與心靈 
第四課 25/5 力的科學: 基本操、招式及推手 
第五課 1/6 力的藝術: 基本操、招式及推手 
第六課 8/6 力與生活實踐 
第七課 15/6 體驗教育下的價值與靈性的修煉 
第八課 22/6 太極與生命的終極關懷 

 

附加科目： 

CLE0108-6 助人生命教育工具的理論與實習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ping Tools for Life Education] 

導師：鄭漢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梁美華女士(社工實習督導)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some of the helping tools in Life Education (useful for both Christian and general background, 
including SQUID Narrative Method) for various contexts, e.g. Church, family, workplace and group, that students learn to 
adapt and respond. 
 

Mtgs Tme and Theme Schedule A Schedule B 

1 6 hrs (2 - 9 pm) Introduction 11 Nov 2017 11 Nov 2017 

2 3 hrs (1.5 + 1.5) Fieldwork Nov 2017 to Feb 2018 Nov 2017 to Feb 2018 

3 3 hrs (2-5 pm) Sharing 2 or 9 Mar 2018 2 Mar 2018 

4 6 hrs (2 -9 pm) Theory for debriefing 13 April 2018 16 Mar 2018 

5 6 hrs (2 -9 pm) Theory for concluding 20 April 2018 20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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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申請時文件包括： 

1. 旁聽生報名表 

2. 旁聽費：每科目 HK$2,500- (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註 1) 
註 1：需自行另加 附加費 HK$1,000- [已包括宿營、附加時數及導師費用]。 

 
姓名：(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職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學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需收據，請填寫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下列選擇 2017-18年度修讀科目。 

 CLE0105基督教生命教育的教與學理論 

 CLE0107/DBS0052 聖經研究入門：聖經與教導 

 CLE0108-2自然體驗與靈修 

 CLE0108-5修身與養性: 靈性的太極，太極的靈性 

 CLE0108-6助人生命教育工具的理論與實習 

 

備註： 

 本院收到台端之報名表後，將電郵通知確認。 

 報名名額以收齊報名資料作準。 

 本院保留更改課程日期、時間、地點及講師等安排

之最終權利。更改資料將會通知報名者。 

 台端之個人資料將供本院作調查、發展課程及推廣

之用。 

 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網址：

www.cuhk.edu.hk/theology/cqle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cq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