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课程费用
报名费: 200 令吉 (全修生一次过缴交)
学生类别
每一单元之费用

全修生
300 令吉

旁听生
200 令吉

马来西亚东岭神学院

见习教牧领袖教牧学士(文凭)课程报名表格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

电邮 E 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教会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住家)________________(办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
⚫

我决定报名 2020 年教牧领袖教牧学士(文凭)课程
单元
日期

一
1月
6-11 日

二
4月
1-4 日
& 6-7 日

三
7月
6-11 日

2020 年见习教牧领袖

四
10 月
5–10 日

教牧学士

请打勾 ( √ )

(文凭)课程

支票抬头请写 “Tung Ling Seminary”
请将报名表格连同报名费 200 令吉, 邮寄或电邮至东岭神学院以下地址:
Canning Garden Baptist Church 桂和园浸信会
3, Laluan Lee Kwee Foh, Canning Garden, 31400 Ipoh.
Office Line: 05-5468 480; 017-4967 210 (Lynn Loh)
Email: tunglingipoh@gmail.com

授课地点:
Canning Garden Baptist Church, 3 Laluan Lee Kwee Foh,
Canning Garden, 31400 Ipoh Perak

Email:

一. 东岭的见习教牧领袖课程是如何进行的?

讲师简介

我们的 PIP 见习教牧领袖课程提供您基督教事工文凭及学士课程.
本课程结合授课, 作业以及实习三大方面. 要取得学分, 学生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上课及通过该单元的考试
 完成教授指定阅读及自选阅读的作业报告
 由一位生命导师督导下完成实习

陈鸾卿牧师
毕业于南澳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曾是新加坡活泉团契神召会的开荒
及主任牧师,
现 任 为 新 加 坡 蜕 变 国 际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Morphos
International) CEO, 是一名专业认证的 PEAKS 专家级督导师, 她获得新加
坡劳动力发展局 (WDA) 颁发的培训和评估高级证书(ACTA). 她有丰富的
临床辅导经验, 夫妻与家庭辅导专家, 在祷告、启示及心灵医治及建造的
服事上大有恩膏并主领许多不同类型的家庭与亲子讲座会！她也是好几
间神学院深受欢迎的讲师！

学生在完成各个单元,累计足够的学分后, 就能获致教牧学士 (或文凭).
一名学生约略 需要用三年修完文凭, 四年半修完学士.

曾添来牧师
怡保桂和园浸信会前主任牧师, 也是马来西亚浸会联会(MBC)的主席. 有 20
年药剂师的经历, 自 2005 年他就任教会牧师开始, 他致力于带领教会进入
新纪元. 现今他任职怡保东岭神学院分院教务长一职. 他醉心于探索教会
增长策略, 并且劝勉神的百姓回应上帝的呼召. 与丽云师母育有 1 子 1 女.

二. 2020 年我们提供的单元课程：
授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晚上 6 点 45 分至 10 点 45 分
星期六: 上午 8 点 30 分至 1 点 30 分
课程和日期
单
元

日期

单元课程 / 课程概述

讲师

1

1月
6-11 日

教牧课程三:婚前辅导,婚姻成长,青年事工,主日学学
校课程目标：帮助学生设立教会此方面重要的圣工!

陈鸾倾牧师
(新加坡)

2

4月
1-4 日 &
6-7 日

宣教课程:教会开拓及成长(开拓方法,教会为何衰退?)
课程目标：帮助学生毕业后能够实际开拓教会

曾添来牧师

3

7月
6-11 日

教牧课程四：教会纪律,特殊事工,建立异象,属灵气
质分析,团队关系建立
课程目标：教会牧长及领袖需要的重要技能

黄一诚牧师

10 月
5-10 日

基督徒通识教育：提供学生了解基本的理财,法律及
税务, 使他们能有效的管理教会!
分题及课程目标：
1) 10 月 5-7 日-理财及教会管理
2) 10 月 8-9 日-认识联邦宪法及大马法律制度
认识伊斯兰教法
认识大马基本合约,家庭法,遗嘱,
遗产法，产权法
3) 10 月 10 日- 大马税务及教会管理基督徒通识
教育：税务

4

吴雅花牧师
郭丽珊律师

郑丽精长老

黄一诚牧师
黄一诚牧师原籍台湾, 为合格的机械工程师及神学硕士. 黄牧师与妻子罗
泳玉师母 (前大学讲师) 30 年来一同在台湾本土以及海外大马牧养和开拓
不同教会. 1996 年黄牧师一家蒙召来马来西亚长期宣教！藉着在大马各
处开荒建立教会及为主兴起更多工人, 黄牧师积极参与上帝呼召他们的异
象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黄牧师目前任职马来西亚东岭神学院教务
长, 国际复华机构马来西亚董事, 未得之民前线宣教机构委员, 牧邻浸信会
KDC 分堂顾问牧师.
郑丽精长老
牧邻浸信会长老, 他拥有英国及大马特许会计师执照及澳洲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 于跨国公司超过 30 年的财务、税务、商业服务经验！目前任职于
大马的美国业务流程外包公司国家经理一职！
郭丽珊律师
郭丽珊是一位活跃于民事诉讼的合格律师, 所涉猎的领域包括合约、公
司、财务、地产、遗嘱、合资经营等. 她也拥有由马来西亚圣经学院所
颁发的基督教学硕士证书. 她是所属教会的讲员和圣经导师. 目前她和
她的家人正在怡保长老会圣安德烈堂 (巴占) 敬拜和服事.
吴雅花牧师
开拓怡保上环十八荣耀堂并担任主任牧师至今. 她是位成功的创业者,
在马来西亚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Malaysia) 进行圣经专科学习并在新
加坡、香港、中国、马来西亚哈该领袖培训学院的华文领袖研习会担
任导师及驻院协调. 吴雅花牧师与丈夫一起牧养教会，育有三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