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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ML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 The Crosspoi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Leadership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Crosspoi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Leadership 簡稱 CIOML)成立的

宗旨是提供聖經、歷史和實用神學的事工領袖裝備。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由金門神學院

和矽谷匯點教會合辦，透過現場和在線的證書及文憑課程，為海外各地以中英雙語為

主的教會事工領袖已設立。   

綜合介紹 

 CIOML: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為以粵語、華語和英語為母語的海外基督提供本色化的領袖培訓。學院採用金

門神學院的進階(Advance)課程，為隸屬匯點教會、浸信友會與及其他華人夥伴教會的會友提供證

書及文憑課程。學院以海外華人事工為綜合性的背景，以灣區的粵語移民為最直接的受眾，並以

訓練佈道、門訓、兒童教育和教牧事工的領袖為主要焦點。 

目標 

 按照進階課程的宗旨，匯點事工領袖學院力求使所有學員能夠: 

 
• 對耶穌的愛和教導勇於順服和增長。 

• 對聖經的知識、詮釋和應用有掌握。 

• 對隸屬之教會、聯會和各種全國性的的差傳事工有聯繫和實質參與。 

• 對個人事奉的恩賜、愛好和能力有認知。 

• 對大使命在本地與環球的落實有熱枕。 

• 對人際關係善於建立。  

• 對所處的工場有本色化的異象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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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及文憑課程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提供三個級別的進階課程 。獲頒事工文憑和領袖文憑的學員會被邀

請參加金門神學院定期的畢業禮。 

 
• 領袖文憑(48學分) 

o 基督教事工領袖文憑 

o 兒童事工領袖文憑 

o 門徒訓練領袖文憑 

o 教牧事工領袖文憑 

• 事工文憑(24學分) 

o 兒童事工文憑 

o 基督教事工文憑 

o 基督教領導學文憑  

o 基督教研究文憑  

o 門徒訓練文憑 

o 教牧事工文憑 

• 證書(12學分) 

o 兒童事工證書 

o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o 基督教事工證書 

o 門徒訓練證書 

o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o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o 教牧事工證書書 

課程結構 

 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的課程每年分別在春夏秋冬四個學期舉行。所有定期舉辦的課程皆

為三個學分，在 12個星期來進行。每週學員工作量平均為 3.75小時。 

 
• 每個學年分為四個學期: 

o S1：1月至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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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2：4月至 6月 

o F1：7月至 9月 

o F2：10月至 12月 

• 一般的定期課程都是三個學分，通常包括三十個小時的講課和討論，以及十五個小時的測驗

和預備研究報告的時間。上課通常是在西岸時間晚上於網上會議形式舉行。十至十二課堂，

每課堂 2.5 至 3 小時。 

• 課程一般要求學員出席課堂的網上會議。若有原因不能出席，學員通常可以補看課堂的錄

影。 

• 一般的定期課程將會以粵語教授 。 

• 功課、測驗和事工實習可以用中文或英文來完成。 

入學要求 

 申請就讀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的學員必須: 

 

• 提供兩份不是家屬的推薦書。 

• 21 歲或以上(在特殊情況下可豁免)。 

• 是一個基督教教會的成員，並且保持履行會員的義務。 

• 成為基督徒已經一年以上，並且對事奉有呼召。  

• 支付$30的報名費。 

• 填寫網上的入學申請表格: https://www.gs.edu/advance-student-application/ 

學費和行政費用 

 為了進階課程的行政支出及質素保證，金門神學院頒發每學分需要收取一定的行政費

用。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為金門神學院收取學分的行政費用，並對非匯點會友的學員收

取學費。 

 
• 三學分課程的學費(包括行政費): $200(每學分$66.7) 

o 其他浸信會的會友: $150(每學分$50) 

o 匯點教會的會友: $100(每學分$33.3) 

• 學員負責自己購買課程所需的課本。 

• 學員可在課程第三週之前取消報名。 

https://www.gs.edu/advance-student-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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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轉計 

 學員可以透過其他金門神學院認可的進階課程中心修讀匯點事工領袖學院未能提供的

進階課程，並且將學分轉計到本學院。本學院的學分亦可以轉計到其他提供進階課程

的中心。如果學員日後就讀金門神學院，最多十個學分，可以轉計到碩士課程中。 

 

• 其他提供進階課程的中心: https://www.gs.edu/academics/degrees/advance/advance-

center-locations/ 

• 最多十個學分可以轉計到碩士課程中。金門神學院的碩士學分，美南浸信會的學員是每學分

$275，其他學員是每學分$495。所以本學院為準備日後到金門進修碩士課程的學員節省二千

至四千多美元的學費。 

• 有一些進階課程可以滿足金門神學院碩士課程的相等要求。在匯點事工領袖學院提供的課程

當中，可以滿足碩士課程相等要求的包括 CLI1311, CLP1111, and CLP1115  。 

2020-2021 課程 

證書課程 

程式 課程要求 學分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

書 

CLS1114舊約縱覽 

CLS1314新約綜覽 

CLL1113浸信會傳統與體制 

CLL1212基督教神學導論 

12 

門徒訓練證書 CLP1111事工基礎 

CLP1311基本佈道學 

CLI2324小組事工 

CLE2371門徒訓練 

12 

兒童事工證書 CLE2613兒童事工 

CLE2611幼兒事工導論 

CLE1112人生成長階段 

CLE2371門徒訓練 

12 

https://www.gs.edu/academics/degrees/advance/advance-center-locations/
https://www.gs.edu/academics/degrees/advance/advance-center-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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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基督教研究證

書 

CLS2100中級舊約 

CLS2300中級新約 

CLL1211中級基督教神學 

CLL1111 基督教歷史縱覽 

12 

教牧事工證書 CLP1511 教牧事工 

CLP1411 講道學導論 

CLE2412 教會行政 

CLE2371門徒訓練 

12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CLE1312事工領導學 

CLE2177事工糾紛處理 

CLE2311神國增長策劃 

CLP2131監督事工 

12 

基督教事工證書 四個自選的課程 12 

事工文憑課程 

程式 課程要求 學分 

門徒訓練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門徒訓練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兒童事工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兒童事工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基督教研究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教牧事工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教牧事工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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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領導學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基督教事工文憑 四個自選的課程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24 

領袖文憑課程 

課程識別碼 課程 學分 

門徒訓練領袖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門徒訓練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48 

兒童事工領袖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兒童事工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48 

教牧事工領袖文憑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教牧事工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48 

基督教事工領袖文

憑 

四個自選的課程 

[初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中級基督教研究證書] 

[基督教領導學證書] 

所包括的課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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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學期編排 

 本學院的課程與兩年為一個週期，有些課程隔一年才會舉辦。每學年四個學期: S1 (1

月至 3月), S2(4月至 6月), F1(7月至 9月), F2(10月至 12月)。每年舉辦的課程

以下標為 1，每隔一年舉辦的課程標為 2。 

 
 

20F2 21S1 21S2 21F1 21F2 22S1 22S2 22F1 
CLL1212 基督教神學導論 1 

   
1 

   

CLS1114 舊約縱覽 
 

1 
   

1 
  

CLS1314 新約綜覽 
  

1 
   

1 
 

CLL1113 浸信會傳統與體制 
   

1 
   

1 
CLS2100 中級舊約     2    

CLS2300 中級新約      2   

CLL1211 中級基督教神學 
      

2 
 

CLL1111 基督教歷史縱覽 
       

2 
CLP1111 事工基礎 1    1    

CLI2324 小組事工 
 

1 
   

1 
  

CLP1311 基本佈道學 
  

1 
   

1 
 

CLE2371 門徒訓練 
   

1 
   

1 
CLE2613 兒童事工 

 
1 

   
1 

  

CLE1112 人生成長階段 
  

1 
   

1 
 

CLE2611 幼兒事工導論 
   

1 
   

1 
CLE1312 事工領導學 2 

       

CLE2412 教會行政 
  

2 
     

CLP1511 教牧事工 
   

2 
    

CLP2131 監督事工 
    

2 
   

CLE2177 事工糾紛處理 
     

2 
  

CLE2311 神國增長策劃 
      

2 
 

CLP1411 講道學導論 
       

2 

2020-2022 課程簡介 

 課程講師包括招世超牧師、梁廷益牧師、鄭兆奇牧師、潘智翔牧師、陳恩賜牧師、李業

基牧師與及鄒勰麟傳道。*每年一次的課程 

 
 

課程號碼 課程簡介 學期 講師 

CLE1112 人生成長階段 *S2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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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心理學的概述，比較各種適用於教會實踐的心理發

展理論。 

CLE1312 事工領導學 

簡介領導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探討聖經裏面特別適

用於於教會，教會機構和宗派組織的領袖智慧。觀察坊

間流行的材料和技巧。  

20F2  招 

CLE2177 事工糾紛處理 

究在教會常見的各種衝突以及在衝突當中事奉的關鍵。 

用聖經方法了解衝突的特性，尋找衝突的起源，製定預

防和解決的策略。介紹各種評估個人和系統衝突成因、

教牧干涉策略與及減少破壞性後果的工具 。 

22S1 招 

CLE2311 神國增長策劃 

訓練事工領袖作策略性的計劃。 介紹一個四部過程，

當中包括創建組織的使命和異象、核心價值、以及設計

實現事工和異象的戰略。 

22S2 梁 

CLE2371 門徒訓練 

探討在教會中培育靈命及門徒訓練的系統。 以聖經教

導為基礎剖析門徒訓練、屬靈操練、信仰群體、恩賜培

育與及屬靈成長的審核方法。 

*F1 

 

潘 

CLE2412 教會行政 

介紹組織和管理小型教會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探討出

席人數不到 110的小型教會適用的聖經管理和組織領導

原則。 觀察坊間流行的材料和技巧。 

21S2 招 

CLE2611 幼兒事工導論 

針對教會的學前幼童和兒童事工介紹幼童教育學，內容

包括幼兒教育學的歷史和思想、合適課程的發展、刺激

學習的環境、有效的教學方法和課室的管理。 

*F1 

 

陳 

CLE2613 兒童事工 

探討對宗教教育有關的兒童成長過程，研究服侍一至六

年級兒童的組織。 

*S1 

 

陳 

CLI2324 小組事工 

了解小組的聖經基礎及小組在基督教歷史中發揮的功

用。 研究小組的動態機制，並評估例如家庭教會的現

代居家性基督教團體模式。 焦點是小組可以怎樣有效

地接觸社群和開始新事工。明白如何建立一個小組。 

*S1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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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1111 基督教歷史縱覽 

綜觀基督教從初期教會發展到現在世界性宗教的歷史，

透過了解過去，發展當前和未來的事工領導力。  

22F1 李 

CLL1113 浸信會傳統與體制 

研究浸信會的起源、發展、教義、信仰宣言、政體、領

袖和當前趨勢。重點是美南浸信會的歷史和現況，與及

本學院所處的海外華人雙語文化的事工背景。 

*F1 李 

CLL1211 中級基督教神學 

探討神學的性質、目的和方法；涵蓋的神學範疇包括啟

示論、三一神論、創造論、護理論、人性論、罪惡論、

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及末世論。 

22S1 李 

CLL1212 基督教神學導論 

基督教神學的概論，涵蓋的神學範疇包括基督論、救恩

論、聖靈論、教會論和末世論，特別關注基督教的倫理

思想和實踐。 

*F2 李 

CLS1114 舊約縱覽 

介紹舊約的內容、背景、詮釋和批判性研究，縱覽舊約

每卷書。 

*S1 

 

鄒 

CLS1314 新約綜覽 

仔細地介紹新約的背景、內容和詮釋。 

*S2 鄒 

CLS2100 中級舊約 

承接 CLS1114舊約縱覽，提高學生的釋經能力與及對舊

約內容、背景和信息的了解。在律法書、先知書和智慧

書三個文字體裁中分別研究一卷。必須先修讀 CLS1114

舊約縱覽。 

22S1 潘 

CLS2300 中級新約 

深入研究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的一卷與及一封主要的新

約書信，分別探討兩卷書的背景和內容。著重初期教會

的歷史和發展並隨之而來的問題，注意對今日事工的正

確應用。必須先修讀 CLS1314新約綜覽。 

22F1 潘 

CLP1111 事工基礎 

協助學員校建立終生事奉必須有的個人屬靈和事工基

礎。幫助學員評估自己的事工恩賜和熱忱，探討事工有

*F2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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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法，包括事工策略、財政預算、物資計劃、溝通

技巧與及建立人際關係和團隊精神的秘訣。 

CLP1311 基本佈道學 

透過聖經基礎、歷史先例、實際應用、和以佈道為主的建

立建立教會原則，從多個方面了解佈道學。奠定有效的

佈道基礎。 

*S2 招 

CLP1411 講道學導論 

認識講道和教導聖經必須有的計劃、準備、和表達技

巧，重點是邊學邊做。研討不同人的學習傾向、怎樣有

令人心意更新的講道和聖經教導、與及如何與不同年齡

和文化的人溝通。 

21F1 梁 

CLP1511 教牧事工 

研究教牧事工，重點集中在地方教會中牧養工作的性質

與及教牧的關懷事工。主題包括教牧事工的基礎、任務

以及需要留心的地方。 

22F1 招 

CLP2131 監督事工 

監督事工職員和義工的原則和機制。集中討論的範圍包

括監督模式，監督階段、監督系統、權限和問責、指導、

帶領、鼓勵、與及監督過程中衝突的處理。 

21F2 梁 

 

關於金門神學院和匯點教會  

關於金門神學院 

金門神學院（Gateway Seminary）位於美國西部，設有五個校園，訓練男女學生，將福音傳到萬

國。 金門是世上最多元化的神學院之一，讓學生得到在 21世紀擔任事工領袖的裝備和激勵。 金

門是南方浸信會的神學研究院，美國十大神學院之一，為神學院聯會和西部大學聯會認可。 

欲知更多關於金門神學院和進階課程的詳情，請參閱: 

https://www.gs.edu/academics/degrees/advance/ 

關於匯點教會 

匯點教會創立於 2000年，主堂位於加州 Milpitas市，創立目標是建立一個神和人接觸的交匯

點，讓人可以發現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美意，將神的愛帶到世上。為求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和最

https://www.gs.edu/academics/degrees/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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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誡命，匯點教會致力於宣揚基督的福音、在不同年齡、文化和種族背景的社群當中分享基督的

愛、孕育跨越世代的門徒群體。  

欲知更多關於匯點教會的詳情，請參閱: 

https://www.crosspointchurchsv.org/ 

欲知更多關於匯點事工領袖學院，請參閱: 

http://www.cioml.org 

有關匯點事工領袖學院的垂詢，請發電郵到: 

info@cioml.org 

https://www.crosspointchurchsv.org/
http://www.cioml.org/
mailto:info@ciom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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