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聖經神學院 

整合三一神的靈性課程「從腦到心」 

 

三學分時數 

David Eckman, Ph.D. 
及 BWGI講師 

 

冬季學期 

課程 

 

課程日期：2020 年 3 月 23-28 日，30-31 日 (共八堂) 

上課時間：下午 7:00 – 10:00 

連接共 22 週，每次 1.5 小時的每週聚會 

 

內容： 

三⼀神的靈性課程是訓練參加者如何整合關鍵的聖經真理（三⼀神的靈性）到他們的天性和情感

上，以致進到他們的家庭生活及關係裡。這能透過探討人的墮落、文化及家庭背景如何影響我們

的看法、情感和天性。當學員認識到這些影響，他們就會開始明白和經歷如何從這些背景轉變到

情感上健康地投入到神新的家庭—基督的身體。課程的目標是能夠對以下三個問題給與正面的

答案： 

（⼀） 你能否經驗在父神裡與基督的聯合？ 

（二） 你能否經驗父神的屬性並以歡悅回應？ 

（三） 當你透過基督與父神相連，能否察覺到聖靈的果子在你生命中？ 

你將會在 22 節小組的環境上經歷這些。其他的益處包括學習如何建立有效的小組，如何結合聖

經的靈性到天性和情感上，和如何發展健康的關係生活的相關技巧。 

課程目標 

(1) 學員將經歷門徒小組轉化過程產生的力量和影響。這將提供未來事工及發展的模式。他將認

識到基督徒群體的轉化力量。 

(2) 學員將能夠定義及守護有關聖經和神學對成熟基督徒的模式，負起我們對神、對自己及對他

人的責任。 

(3) 學員將學習如何整合聖經真理到他的天性及情感上。 

(4) 學員將發展出能力照顧好自己的心。 

(5) 學員將獲得重要的認知以致能評估靈性的模式。 

(6) 學員將明白靈性改變和他透過基督對父神的接納兩者之間的關係。這個接納是建基於「因信

稱義」。 

(7) 學員將察覺自己家庭背景的影響及學習到健康家庭生活和相關的人際技巧。 

(8) 學員將自覺地和持續地將自己跟課程要求的規範作出對照。 

需要的網上課程和課本 

「從腦到心」作業本加上 Vimeo 教學 (使用 23 輯視像教學)，可於課堂上購買。 

亦可在 http://whatgodintended.com 下載。 

網上視像的作用是將部份課程教學放在課堂以外，以使更多的互動可以在小組過程中進行。 

 

 



閱讀 

在課程大綱已列出閱出材料 

這裡分兩級的閱讀： 

認識級：此級是認識指定的材料及進行課堂上的考測。(每小時 45 頁) 

熟練級：此級需每小時閱讀 20 頁，對其中的思想觀念作出深入的反思。熟練級以課堂考測及 

    完成論文 (1000 頁= 50 小時) 

這只作為彈性指引，並非硬性規定。明白到書本的印刷按不同的讀者程度，每頁有不同的字數。
每份作業需在課堂前完成，使你能參與課堂及從課堂討論中受益。這些材料將在熟練級閱讀。 

評估 

冬季課程的評分包括： 

小組參與及準備   25% 

「從腦到心」學習答題 25% 

小組經驗回應論文  20% 

神學認識回應論文  30% 

評分等級 

基本評分將結合學生從網上課程測驗及考試，小組時間的參與及準備和論文所得的加權百分比。

假如學生在學期完結時有所進步，他可能得到⼀個較⾼的等級。⼀般評分等級： 

98-100 A+  87-89 B+  77-79 C+  67-69 D+ 

94-97 A  83-86 B  73-76 C  63-66 D 

90-93 A-  80-82 B-  70-72 C-  60-62 D- 

             0-59 F 

課程政策 

缺席： 

學生應出席及參與指定的課堂活動。學生需自行負責安排欠缺的課程功課，導師並無責任替學生

達成作業，除非學生能提供合理的缺席原因（如:患病或家庭緊急事宜）。如預知未能上課，學生

應預先直接諮詢有關導師。 

備註：學生只容許最多⼀次的合理缺課，並必需書面通知神學院行政主任盧克生先生(Mr. 

Franco Lo)列明缺席原因如患病或家庭緊急事宜。 

退修課程限期： 

學員退修課程限期為 2020 年 3 月 23 日 

遲交功課： 

所有功課會於每週小組聚會前到期繳交。遲交家課作業將受每次小組課堂評分下降⼀個等級的懲

罰。 

介紹及訓練學期 

課程日期：2020 年 3 月 23-28 日，30-31 日 

上課時間：下午 7:00 – 10:00 

在 3 月 23 日至 31 日這個期間，我們將會聚會以介紹及訓練「從腦到心」的過程，從而為未來

22 週的每週聚會作準備（每周 1.5 小時） 

小組可透過視像會議 zoom 系統每週 1.5 小時進行，每週聚會日期及時間由參與者自行決定。 

小組按性別分組。 

22 週小組課堂需於 2020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完成。 



 

小組組⻑會於每組內選出，他將會每小組課透過視像會議 zoom 與 Wendy Choy 有⼀小時的接

觸。 

 

 

旁聽生安排： 
 

你可選擇，並獲准參與連接的小組課堂，但你必須完成從腦到心作業本的功課，並融洽地參與小

組聚會及同意小組承諾。當然，你無需於做 22 課小組後的兩份論文作業。 

 

課程大綱 

1. 介紹週：了解「從腦到心」的過程、程序及聖經的基礎 

2. 「內心優先次序」 

3. 透過「亞當的眼睛」 

4. 透過《創世記》中家庭的眼睛 

5. 透過我們原生家庭的眼睛 

6. 父神的愛 

7. 新家庭 

8. 看⾒三⼀神 

9. 父神對十字架的看法 

10. 十字架與我們的良心 

11. 聖靈與我們 

12. 信心之眼開啟未⾒世界 

13. 父神的視角—我們新的身分（新的自我觀） 

14. 與基督的聯合是我們的真實身分 

15. 新家庭和我們的情緒 

16. 學習聖靈的語言 

17. 痛苦與成癮行為 

18. 活在三⼀神的同在中 

19. 活在光中 

20. 無效與不良的溝通 

21. 健康的溝通 

22. 參與基督的使命 

23. 歡慶 

大部份每週功課將跟從以上課程編排於小組聚會前到期繳交。少量功課會在 3 月 23 日至 31 日

期間到期繳交。導師可更新到期日並作出口頭通知。 

課程要求 (更新)： 
1) 報讀學分課程，並擁有學士學位者 (MA, MDiv, PGCert)： 

甲、 出席所有編定的課堂及小組聚會 

⼄、 完成接著課程時段的「從腦到心」作業本（合共 60 小時） 

丙、 完成 Vimeo 課程 1-23 所需的功課（15 小時，每影片為 30 分鐘，但當中假設部份

會重播） 

丁、 介紹= 21 小時 

戊、 小組聚會 = 40 小時 

己、 小組組⻑與 Wendy Choy 的聚會 (20 小時) 

庚、 到期日：課程最後⼀週 – 2020 年 9 月 1 日 

 

(1) 書寫十頁紙（隔行）關於你從課程中獲得的主要的聖經和神學的洞悉及如何將這些洞悉

應用到你和教會上。（15 小時） 

 

(2) 書寫三頁紙關於你的小組經驗。（5 小時） 



 

 

 

2) 報讀學分課程，未擁有學士學位者 (副學士 AA, 教會事工證書課程 CCM) 

甲、 出席所有編定的課堂及小組聚會 

⼄、 完成接著課程時段的「從腦到心」作業本（合共 60 小時） 

丙、 完成 Vimeo 課程 1-23 所需的功課（15 小時，每影片為 30 分鐘，但當中假設部份

會重播） 

丁、 介紹= 21 小時 

戊、 小組聚會 = 40 小時 

己、 小組組⻑與 Wendy Choy 的聚會 (20 小時) 

庚、 到期日：課程最後⼀週 – 2020 年 9 月 1 日 

 

(1) 書寫八至十頁紙（隔行）關於你從課程中獲得的主要的聖經和神學的洞悉及如何將這些

洞悉應用到你和教會上。（15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