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2年冬季  校外進修課程報名表

修分

旁聽

□ 舊約概論

□（$4950）

□（$3450）

□ 默觀基督

□（$3300）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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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

報讀科目︰
□ 整合退修營會﹕靈命與事奉

□（$2300）
□（$3450）

學費總額：_____________；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分

地點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非首次報讀）

舊生填寫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首次報讀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劃報讀︰ □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
□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科目簡介 本課程旨在提供一個研究舊約聖經（希伯來
聖經）的基本框架，幫助學生建立一個具批
判思考的研讀舊約聖經的方法。透過研究與
古近東地區或希伯來民族相關的不同文化與
文本，學生能夠進深認識舊約聖經所呈現的
信仰生活、文本、意識形態與歷史處境。本
課程將按希伯來聖經的三部分妥拉、先知
書、聖卷來編排課堂內容。
內容

姓名：
（中）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出生︰____月____日

□否

□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您的個人資料會妥善保存於本院資料庫，並供本院作聯絡、處理課程／活動申請之用途。
此外，本院希望能透過有關通訊資料與您保持聯繫，將學院通訊、代禱消息、課程／活動推廣或籌募消息等通知您。
請在下述適當方格加上      號。               □ 本人同意收取以上所述之通訊。         □ 本人不同意收取以上所述之通訊。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
1. 支票抬頭：「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2. 將款項存入︰匯豐銀行戶口（106-081789-001） 或中國銀行戶口（012-874-00090110）並請保留入數紙
3. 轉數快FPS：本院的電郵收款識別碼：account@cms.org.hk；完成轉帳後，請將附有「參考編號」的確認頁面存檔
請將支票 ／銀行轉帳入數紙 ／確認頁面，連同填妥的課程報名表，電郵至：ta@cms.org.hk 或寄回本院教務部（地址︰
元朗洪屋130號）。若獲得取錄，你將會收到本院確認電郵，內附上課資料及電子收據。一經取錄，所繳費用恕不退回。
請注意：若以郵遞方式交回，請在支票 ／銀行轉帳入數紙 ／確認頁面背頁註明（課程名稱、申請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時間 晚上7:00-10:00

整合退修營會﹕靈命與事奉*

旺角花園街208-214號金發大廈1/F    
（本院客席講師 PhD , MDiv ,MCS）

# 註： 受疫情、政府政策或其他因素影響，部分面授課堂或須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報讀前請考慮清楚。
於確認報讀後，學院不會因上課模式轉變而安排退款。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休課日2021年12月27日及2022年1月31日]

[休課日12月21日及2022年2月1日]

時間 晚上7:00-10:00

1. 希伯來聖經的古近東背景與研究方法   
2. 妥拉（一）： 摩西五經的經文鑑別學帶
來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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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日期 2021年12月13-15日（週一至三）  
時間 下午4:00至12月15日下午3:00
地點 上水聖保祿樂靜院  
新界上水金錢路2號    

講師 黃韻妍博士

（本院靈修神學講師 DMin , Dip.SD ,MA,MSc.）

科目簡介 耶穌說：「……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
麼。」（約15: 5）。與主結連的生命，是
一切事奉的基礎。此科從耶穌的教導，與
保羅的事奉生涯，探索靈命與事奉整合的
理論與實踐，幫助學員以整合的向度，反
思個人在此路上的各樣掙扎及需要成長的
地方。

3. 妥拉（二）： 創世記 / 出埃及記與古近東
神話 / 歷史的懈逅？  

學習方式 講授、個人禱告、默想操練、

4. 妥拉（三）： 摩西律法跳進古近東法律
還是被擄的處境裡？

修讀條件 （一） 學員須完成最少四科必修科及兩科
選修科目優先報讀。

5. 先知書（一）： 前先知書（申命派歷史）
中神與人的時間長廊？

（二） 若報名人士須有十年或以上牧會經
驗，可報旁聽。

6. 先知書（二）： 前先知書（申命派歷史）
中的意識形態與神學？  
7. 先知書（三）： 後先知書中的錫安命運與
錫安主義？
8. 聖卷（一）： 智慧文學中不一樣的神和
生活態度？
9. 聖卷（二）： 詩篇及其他書卷中的多姿
多彩的神學與文化？
10. 聖卷（三）： 被擄中與回歸後事件的復
興盼望？
此科為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之必修科

* 部分科目上課時間相同，報讀時請注意上課的時間。

學
分

日期 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2月14日（週一）  

日期 2021年12月7日至2022年2月22日（週二）

講師 李穗洪博士

已經受洗︰ □是，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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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基督*

個別屬靈導引、聆塑小組體驗

（三） 修分名額供給教牧學碩士（基督教
靈修學）後，若有餘額才讓旁聽者
報名參與
（四） 營會費用需另外繳付
此科為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必修科

地點 ZOOM網上實時授課  
講師 賴玉芳老師

（本院靈修神學講師 ThM, MA, BA）

「福音默觀」祈禱工作坊（自由參與）

日期 2021年12月11日（週六）  
時間 上午9:30至上午11:30
地點 Zoom 教室
默觀基督靜修營

日期 2022年 1月23日至1月25日（週日至二）
時間 23日下午3:00 至25日下午3:00
地點 長洲思維靜院
長洲山頂道西27號    

科目簡介 按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神
操》中的靈修指引作默觀禱告操練，藉此幫助學
員進深認識基督一生的奧秘，和增進對自己的
認識，特別是人性之內的私愛(self-love)、己意
（self-will），和私利（self-interest），建立一份
與基督更親密和位格性（person to person）的關
係，以致更愛慕基督，緊緊跟隨祂，榮耀主。
內容

1. 「福音默觀」的操作與操練
2. 《神操》結構及使用
3. 辨別神類（一）神慰與神枯
4. 辨別神類（二)辨別神類的規則
5. 選擇的操練（一）原則與基礎   兩旗默想    
三種人默想
6-8. 默觀基督靜修營
9. 選擇的操練（二）三種謙遜的方法 做選擇的
導言 三種時間
10. 四週操練之總結《神操》中的基督
本課程名額有限，滿額即止。

此科為教牧學碩士 (基督教靈修學)、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及基督教
屬靈導引碩士必修科
修讀本課程者，必須能出席三日兩夜靜修營；否則只能以旁聽生修讀
本課程以網上實時教授，不設回看、錄音或錄影

歡 迎 一 同 來 體 驗 神 學 院 課 堂

課程 目 標

• 從整全的向度認識基督教靈命塑造，按有關學者在此課題的研

究，掌握基本的概念與實踐進路。

• 透過整全性及塑造性的屬靈操練，進深與己與人與神的關係。
• 透過自我省察與禱告，正視成長歷程的危與機，助力與阻力，並

發現上主在其中的足跡與作為。

內容 如 下

1.
2.
3.
4.
5.
6.
7.

信徒靈命三大危機：整全靈塑的重要
靈塑核心：三一神的塑造
整全靈塑的向度、過程與目標
從新認識：神眼中的人 (一)
從新認識：神眼中的人 (二)
往下扎根：身體力行的操練
實踐過程的阻力

$4,620

碩士程度，須具大學學位，
同等學歷或以上

$3,840

學士程度，須中學畢業，
同等學歷或以上

報讀備註：
① 修分者修讀此課程，若日後修讀校本部全時間或部分時間課程，可將修讀的學
分﹙2分﹚轉移至有關的課程內。
② 修分者必須出席靜修日營及完成指定功課。
③ 靜修營會名額供給修分者後，若有餘額才讓旁聽者報名參與。
④ 旁聽同學除參與課堂講授，更須參加課堂內的聆塑小組，此乃課程重要部份，
學員須在其中積極參與，學習分享與聆聽。
④ 本課程修分名額有限，滿額即止。
⑤ 本課程以網上實時教授（營會以實體課形式進行），不設回看、錄音或錄影。

8.
9.
10.
11.
12.
13.
14.

捍衛你的空間
整全塑造的操練
屬靈同行的挑戰
成長歷煉與靈命塑造 (一)
成長歷煉與靈命塑造 (二)
成長歷煉與靈塑造 (三)
總結

$1,000

旁聽優惠價
$2680

那希望主的，將贏得新的勇氣。
他們將如老 般生出翅膀。
他們將不感疲憊地奔跑。他們將不困倦地行走。
以賽亞書四十31

德國哲學家彼柏（Josef Pieper）翻譯版。

122021 - 22022

報名詳情請參閱網上科目簡介及下載報名表
課程查詢：

5802 5317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冬

•道學碩士 （教牧進修）
•教牧學碩士 （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所有校外進修課程

全年接受報名
課程查詢：

旁聽原價

校 外 進 修 課 程

下午3:00至4:50  ︱ ZOOM 網上實時粵語教授

2022年3月26日 （週六）
上午9:30至下午5:00   ︱ 中國宣道神學院
講師：黃韻妍博士 本院靈修神學講師 DMin, Dip.SD, MA, MSc.

中 宣 校 本 課 程

﹝休課日3月30日﹞

＋

在這紛擾嘈吵的世代，你渴望聽見聖靈的呼喚嗎？
   
認得聖靈的聲音，在於我們首先看見自己心靈的光景！
       
從頭到心，是世上最長的旅程！
            

2022年2月9至5月18 （週三，共14堂）

靜修日營

我的心哪，你為何……？

整 全 的 靈 命 塑 造（ 一 ）

5802 5322

2021年9月-2021年11月

報讀優惠

（首次報讀中宣碩士課程之非註冊生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

可獲

8 折 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

可獲 半價 優惠

（$1,725）

首次報讀 8折優惠 ，只限報讀一科，
第二科或以上將收取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