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代領袖
碩士課程

Master of Arts in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不⽢平庸 • 進⼊時代 • 抗衡⽂化



核⼼價值
1. 以信仰眼睛看世界是基督徒的責任
2. 認信這是天⽗世界，我們要探索及栽培
3. ⽂化創造是神給⼈的使命
4. 神的救贖包括個⼈及⽂化
5. 基督福⾳是使萬邦和萬⺠作⾨徒
6. 洞悉時代及未來趨勢是基督的喚召

課程⽬的 讓學員:

1. 有重⼼地學習聖經經卷和神學概念，並懂得怎樣應
⽤於⼀個急劇轉變的時代

2. 審視和建⽴⾃⼰作為基督徒的世界觀、⾝份及使命
3. 結合信仰與⾃⼰的學問和⼯作
4. 洞察時代，透視未來趨勢
5. 以信仰眼睛看科技、城市、中⻄及亞⾮拉⽂化
6. 對亞洲的社會脈絡和全球化趨勢有宏觀的認識

課程對象
1. 無懼成為社會邊緣⼈，不隨波逐流
2. 希望提升視野、學習運⽤全盤思考去推動社會創新
的基督徒

3. 有⼤專教育程度、或神學院學⼠學位

時代領袖 碩士課程



主責教授
梁永泰博⼠

恩光書院院⻑，前突破總幹事，維真⼤學傳理
學博⼠、南加州⼤學電影藝術碩⼠、歌頓康維
爾神學研究碩⼠、港⼤理學學⼠。曾任港⼤、
城⼤、理⼤校董。⾹港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

馮韻兒博⼠

恩光書院教務⻑和副教授，曾任教美國惠頓
⼤學。哈佛⼤學商業經濟學博⼠，惠頓⼤學聖
經硏究碩⼠、哈佛⼤學應⽤數學學⼠。

客座教授

余達⼼博⼠
曾育彪博⼠
楊慶球博⼠
⿈元林博⼠

顧問團

⿈伯農教授
梁錦波博⼠
羅維安博⼠

學習形式
• 共8科 (每科3學分)，以及碩⼠研究項⽬ (6學分)，
⼀共30學分
• 每科8堂，逢星期⼀晚上7時15分⾄10時上課
• 個別科⽬或以密集上課形式進⾏，於⼀⾄兩星期內完成
• 兼讀制，最快可兩年完成，不可超過六年
• 碩⼠⽂憑由恩光書院頒授

費⽤和報名
• $1,400/學分，整個碩⼠課程共$42,000
• 報名費 $100
• 截⽌報名⽇期: 10⽉31⽇ (1⽉開學), 或4⽉30⽇ (7⽉開學)
• 報讀詳情請參閱 lumina.edu.hk/ma-leadership



課程內容

世界觀決定⼀個國家和⺠族的興衰，也影響我們的⾝份和判
斷能⼒。⼀個⼈的⾝份推動她對歷史的承擔。世界觀和⾝份
能讓領袖認識⾃⼰的核⼼價值。

世界觀是我們對神、對世界、歷史和未來的理解，這能
推動我們建⽴⾃⼰在世上的使命。怎樣聆聽神的喚召、
洞察社會的需要、獻上⽣命去承擔？領袖就是使命的
實踐者。

1) 世界觀是什麼？為什麼
重要？
2) 科學物質的世界觀
3) ⼈⽂⾃主的世界觀
4) 基督徒的世界觀

5) 神形象與共創 (Colin Gunton)
6) 異類僑居者 (Stanley Hauerwas)
7) 神的使命與神⼦⺠的使命 (Chris Wright)
8) 神與亞伯拉罕⽴約 (Soren Kierkegaard)

1) 多神泛靈的世界觀
2) 適者⽣存的世界觀
3) 先知的想像 (Walter
Brueggemann)

4) 關懷窮⼈ (Melba
Maggay)

5) 釋放受欺壓者 (Gustavo Gutierrez)
6) 教育是醒覺的歷程 (Paulo Freire)
7) 城市之死 (Francis Schaeffer)
8) 希望神學 (Jürgen Mol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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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認識：創世記與創造論

深⼊認識：以賽亞書與福⾳觀



沒有⼀樣東⻄是中性的，每⼀樣學問都有其價值取向。
以基督信仰結合學問會豐富學問的內涵，批判其價值，
創新其⽅向。領袖是⼊世⽽不屬於這世界，出污泥⽽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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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仰與學問結合的模式
2) 信仰與學問結合的理論
3) ⼈⽂學科̶創造與⽂化
4) 社會科學̶⼈的社會與定律

5) 美學藝術̶何謂美善
6) ⼤地系統̶地⼟神學
7) 歷史系統̶歷史意義
8) 政治系統̶政治神學

科技是未來社會⾮常重要的⼀環，在⼤數據、5G、
⼈⼯智能、基因改造等科技的年代，會是⼀個怎樣
的世界？領袖必須要學習怎樣與科技共處，亦要認
識未來世界的趨勢。洞察時代，透視未來，詮釋
世代，影響將來，是任何領袖需要的素質。

5) 未來的媒體
6) 未來的商業,未來的教育
7) 世代之爭,未來的政權
8) 未來的領袖,未來的教會

1) 科技的歷史和邏輯
2) 科技的管治和霸權
3) 科技的參與和未來
4) 科技與城市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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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理性與分析，亦深受希伯來和基督教⽂化所
影響。領袖需要認識曾經影響⼈類歷史近五百年的⻄⽅
⽂化，看⾒其崛起、全盛時期、甚⾄沒落的趨向。

1) ⻄⽅⽂化淵源
2) ⻄⽅主要思想
3) 聖經怎樣看⽂化
4) 時代的詮釋

5) ⻄⽅當代思潮
6) 普世價值的迷思
7) ⻄⽅⽂明的重建
8) 世界從⻄⽅主導⾄多元⽂化

深⼊認識：啟⽰錄與天國觀

深⼊認識：約翰福⾳與基督論

深⼊認識：希伯來書與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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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有其獨特性和悠久性。可惜今天承傳中國⽂化的
⼟壤不多，甚⾄斷層。怎樣認識中國⽂化的淵源和深層結構？
與基督教⼜怎樣互動？領袖需要認識⾃⼰⽂化的根源。

1)源起：春秋戰國九流⼗家
2)孔⼦與⼈倫
3)⽼莊的道理
4)佛教傳⼊中國

5)五四運動
6)中國⽂化的深層結構
7)中國⽂化再思
8)⽑澤東思想與習近平理論

亞洲在未來世界⽇益重要。亞洲的興起不單在經濟和
科技上，亦在⽂化和政治上。怎樣看亞洲發展的脈
絡，將有助我們看未來世界的轉向。領袖必須要認識
亞洲與未來的處境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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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由⻄⽅主導⾄
東⽅化
2) 全球化下亞洲國家的
⾝份危機
3) 亞洲的城市̶東京、
台北、⾺尼拉、孟買
4) 經濟與⺠主̶新加坡
的實驗

5)⻘年的學業與就業̶菲
律賓的經驗
6)跨國企業與⽂化衝突̶
⾺來⻄亞的經驗
7)不同的發展模式̶印度
與中國
8)澳洲的⾝份危機̶東南
⻄北之間

深⼊認識：以弗所書與終末論

深⼊認識：羅⾺書與⼈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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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中國，亞⾮拉⽂化有其寶貴的經驗、精神價值
和取向。從亞⾮拉的領導與素質，領袖可以看⾒未來趨勢
以及在不同之中的共同掙扎。

1)亞⾮拉⽂化的共通點
2)菲律賓與獨⽴之⼦ (Rizal)
3)印尼與⼤地的孩⼦ (Toer)
4)⽇本⼈的⾝份 (⼤江健三郎)

5)新加坡的⾝份 (李光耀）
6)緬甸精神 (昂⼭素姬)
7)⾮洲⾃抉 (Nkrumah)
8)拉丁美洲的獨⽴精神 (Che)

專題論⽂:論⽂的項⽬要有其處境、聖經與神學反思，
並與社會學或其他多種學科的對話。

碩士研究項目

深⼊認識：歌羅⻄書與萬邦觀

學⽣的分享
「教會似乎⼀直在時代的尾端，想去適應
這個時代，但其實我們所領受的使命是整
全使命，這個使命是能夠在很多悖論當中
找到⼀條出路‥‥‥」- ⽅盛

» 看短⽚ (bit.ly/MACLstudent)



T (852) 3622 1724
F (852) 3622 1704

W lumina.edu.hk

學⽣需對神所創
造的世界有整全的了
解，以致他們能建⽴
⾃⼰的視⾓、價值
觀、世界觀及⼈⽣⽅
向。在⾼等教育，這
其實⽐知識傳遞、職
業能⼒或學術資歷都
更爲重要。

學⽣要有創造⽂化
的渴望與能⼒，⽽這也
是基督徒世界觀並活出
其整全性的最佳表述。
作爲⼈，就要與神共創
⽂化，並在過程中與⼈
同⼯，包括那些來⾃不
同⽂化的⼈。⽂化創造
能在家庭和職場發⽣，
也能在世俗平凡裡和藝
術科學裡找到。

基督教⾼等教育的
最終⽬的是對神委⾝，
並通過委⾝去愛⼈和神
的創造。我們需要委⾝
與別⼈分享⾃⼰的⽣
命、資源、才幹及前
途。我們都有與⼈建⽴
關係的本性，⽽通過與
神、與社會、並與⼤⾃
然的連結我們將會得著
⽣命中的豐盛。

九⿓佐敦吳松街191號突破中⼼3樓
3/F, Breakthrough Centre, 191 Woosung Street, Jordan, Kowloon

委身
Commitment

to love God and our neighbors

創造
Creativity
by making culture

整全
Coherency

in worldview 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