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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01-512/712   教牧成長  Ministry Formation 

PC001-512  

  

「閱讀報告」的參考資料  -  

從指定之參考資料選讀 400 頁, 並整理其中重點作反省報告一篇 。 

 

韋利蒙: 《牧養, 就是回到原點: 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 (增訂版), 陳永財譯, 香港: 基道, 

2018.  

畢德生：《牧者的翱翔：畢德生的 40 個牧養筆記》，吳震環譯，台灣： 校園，2015. 

唐佑之: 《教牧倫理》, 香港: 浸會神學院, 2002, 2009 二版. 

曾立華: 《自由中的約束: 論教牧倫理與品格》, 香港: 天道, 2012. 

唐慕華、畢德生: 《顛覆文化的牧養之道》, 陳永財譯, 香港: 天道, 2006. 

關費德：《受傷的牧者》，林映君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9.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教牧權力的正用與誤用》, 新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 

羅伯特‧格林利夫:《僕人式領導》，徐放、齊桂萍合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PC001-712 

  

「閱讀問題分析」的參考資料  -  

從指定的參考書目中選讀 400 頁, 整理其中重點並提出思考問題作討論分析。 

  

韋利蒙: 《牧養, 就是回到原點: 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 (增訂版), 陳永財譯, 香港: 基道, 

2018.  

畢德生：《牧者的翱翔：畢德生的 40 個牧養筆記》，吳震環譯，台灣： 校園，2015. 

曾立華:《教牧學導論》, 香港:天道, 2011.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教牧權力的正用與誤用》, 新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 

曾立華: 《自由中的約束: 論教牧倫理與品格》, 香港: 天道, 2012. 

唐佑之: 《教牧倫理》, 香港: 浸會神學院, 2002, 2009 二版. 

唐慕華、畢德生: 《顛覆文化的牧養之道》, 陳永財譯, 香港: 天道, 2006. 

關費德：《受傷的牧者》，林映君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9. 

羅伯特‧格林利夫:《僕人式領導》，徐放、齊桂萍合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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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韋利蒙: 《牧養, 就是回到原點: 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 (增訂版) (Pastor), 陳永財譯, 香

港: 基道, 2018.  

畢德生著：《牧者的翱翔：畢德生的 40 個牧養筆記》，吳震環譯，台灣： 校園，

2015. 

曾立華：《教牧學導論》, 香港：天道，2011. 

唐慕華、畢德生: 《顛覆文化的牧養之道》, 陳永財譯, 香港: 天道, 2006. 

畢德生著: 《建造生命的牧養真諦》, 郭梅瑛譯 , 台北: 以琳 , 2000. 

畢德生著: 《全備牧養關懷之道》, 孫秀惠譯, 台北： 以琳，2002. 

畢德生．尤金(Eugene H. Peterson): 《返璞歸真的牧養藝術》, 游紫雲譯 , 台灣 : 財團

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 , 1999. 

陳濟民: 《十架牧養學 :  從哥林多前書學習教會建造》, 台灣 :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09. 

艾德斯特澤、湯姆雷那: 《蛻變教會》, 彭葉碧梅譯, 香港: 天道, 2015。 

許道良: 《牧養與承擔 - 基本教牧學》, 加拿大 : 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 , 2008. 

蘇文隆:《牧養心與領導力》, Paradise, PA：基督使者協會，2011. 

曾立華: 《自由中的約束: 論教牧倫理與品格》, 香港: 天道, 2012. 

唐佑之: 《教牧倫理》, 香港: 浸會神學院, 2002, 2009 二版. 

關費德：《受傷的牧者》，林映君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9.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教牧權力的正用與誤用》, 新臺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 

羅伯特‧格林利夫:《僕人式領導》，徐放、齊桂萍合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李耀全主編:《在華人教會處境中探尋教牧職事》,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

院 , 2008. 

張傳華:《長執牧靈導引》，香港：種籽出版社，2009. 

約翰‧麥斯威爾 (John C. Maxwell):《全方位領導》(The 360°Leader), 陳金璋、劉憶萱

等譯, 台中：英柏爾，2009. 

麥福士: 《神學院沒教的事奉要項》, 謝青峰譯, 台北: 華神, 2004. 

亨利布克比、理察布克比: 《不再一樣的領袖》, 美國基石: 2001, 「領袖易犯的錯誤」, 

271-308. 

德里克．蒂德博爾 (Derek Tidball) : 《靈巧好牧人 - 牧養神學導論》, 陳永財譯 , 香港 : 

基道出版社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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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穎智: 《直攀高峰: 教會質量增長的關鍵與策略》 (第二版), 香港: 證主, 2001 再版, 

56-82. 

郭偉聯:《事奉生命的建造—建道神學院 110 周年院慶神學教育諮詢會議論文集》, 香

港: 建道神學院, 2009. 

狄馬可亞保羅: 《深思熟慮的教會》, 蔣春暉譯, 美國麥種, 2011, 「牧師的職責」, 139-

147. 

蓋瑞.麥金塔、山姆.利馬:《健康的領導力》, 劉祖宇譯, 臺北: 道聲, 2007. 

曾立華:《新世代領袖的塑造》, 香港：天道書樓，2001. 

曾立華: 《教會職事的重尋與更新》, 香港 :  建道神學院 , 1996. 

史蒂芬、麥克基亞: 《健康的教會》, 趙曉維鄭超睿譯, 台北: 華神, 2004. 

湯姆雷那、薩姆雷那: 《不可或缺的教會: 重獲流失的一代》, 香港: 基道, 2009. 

郡遵瀾: 《從聖經看屬靈的領袖》, 台北: 文宣基金會, 1998, 2000 再版. 

殷思重: 《屬靈領袖的塑造》, 王一平譯, 香港: 亞洲歸主協會, 1981, 1982 再版. 

Kuiper R.B.: 《基督榮耀的身體: 教會論》, 趙中輝譯, 2003. 

張子華 : 《教牧與教會：獻給廿一世紀有名/ 無名的傳道者》, 香港 : 恩奇書業有限公

司 , 2001.  

袁海生: 《三一神與聖徒群體 – 如何在三一神的亮光下回應後現代主義對基督教信仰的

衝擊及從事牧養工作》, 香港 : 建道神學院 , 2004. 

劉忠明、盧龍光: 《像樣的教會管理 – 教牧信徒合作無間之道》, 香港 : 福音證主協會 , 

2009. 

 張有光: 《無愧的工人 – 最受敬重的教會職事》, 香港 : 宣道出版社 , 1999. 

 藍登 (H. B. London Jr.)編: 《我的燈需要油 – 教牧甘苦有人知》, 朱麗文譯 , 台北 : 財

團法人發家文化事業基金會 ,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