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消息

教職員消息
•	副院長（宣教）余雋瑞牧師將於6月底榮休，完成他在中
宣的使命。感謝余牧師三十多年來的忠心服侍，與學院一
起經歷大大小小的恩典，見證學院成長。未來，余牧師將
專注在營商宣教的發展和中國福音會的事工，學院祝福他
有充沛體魄，在他呼召上榮神益人。

代禱
•	本年度畢業禮將於6月9日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舉行。請記念同學們正趕忙著最後的課業，和典禮的籌備
工作。

•	本年度校本部現正招生，除全日制課程，今年新增部分時
間課程，求主帶領合適的弟兄姊妹到中宣接受生命與事奉
的裝備。

•	暑期短宣將在6月17-29日及7月2-15日進行，請為各同
學的學習和服侍禱告，願他們在身、心、靈有好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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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	「疲乏與安息」講座於3月30日順利舉行。感謝何慧明
博士、何林月滿博士和廖慧芬姑娘帶我們從精神健康和
靈性牧養兩個角度了解疲乏的因由，願各參加者能努力	
「經營」這份安息，及能建立一個屬靈的支援群體，互相
守望。



投身中宣的神學教育事奉，是為了回應神的呼召—
中國宣教。眨眼間已經三十多年，今年六月便屆退休
之年，將退下中宣的戰線。七月開始我將轉到香港中
國福音會半職事奉，為差會培養接班同工。在此作一
點反思與前瞻。

偶遇宣教人，被捲入洪流
我在北美念大學時信主，半年後在加東的大學生冬令
會蒙召獻身，時為1974年。發出呼召的培靈會講員
是王永信牧師，他是中國教會王明道先生所培養的忠
心門徒，在期盼中國大門開啟的先兆中，他到處奔
跑，呼召教會年青人獻身，預備回中國宣教，後來更
藉「華福運動」帶動華人教會作全球宣教。我蒙召後
接受在場牧者輔導，巧遇趙天恩牧師，他的「中國教
會專題工作坊」點燃了我的中國心，他鼓勵我立刻報
讀他即將在香港創辦的中國神學研究院課程，我就這
樣成為開校第一屆學生！

神學與宣教，互動創新猷
1984年的春日，在旺角街頭又碰上了趙天恩牧師，
他請我在冰室喝咖啡。他剛從環球廣播電台出來，錄
完了一次空中神學的課堂，他與我分享創辦中國宣道
神學院的異象，邀請我投身作儲備師資。三年後，中
宣開課了。從那時開始，我加入了中宣，主要負責教
授神學和宣教學，也兼任多個行政崗位，做過門徒培
訓中心主任、實習主任、教務主任、宣訓部主任及副
院長，中間在1995-2000年有五年被外借給美國的
中國福音會，負責招募北美的中西宣教士到中港台宣
教。後來回歸中宣時，以美國中福的宣教士身份，帶
著差會的管理經驗在中宣試行小差會模式，差派畢業
生到內地宣教。

中宣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Mission	 Seminary，神
學培訓目標以宣教（mission）為主線。我的裝備是
系統神學而不是宣教學，多年來通過同時教這兩科，

讓我學習了融會貫通，在宣教處境和過程中整理和教
授神學，讓神學不至於只有概念化、抽象化，而是能
更具體落地一點。使徒保羅不是在宣教的場景中言說
神學嗎？他所寫的書信有豐富和系統的神學思想，而
他所發展的宣教策略仍適用於今天，保羅神學能活現
出他的宣教人生（使徒行傳大半是保羅行傳）和他所
牧養建立的教會（保羅的教會書信及教牧書信）。

推動全球宣教不遺餘力的機構中，有兩個是同時注重
宣教的神學和策略的，華人教會有華福會，西方教會
有洛桑會議。華福會以國度神學凝聚教會領袖，探討
教會事工及宣教新領域。在1991年的華福會，我第
一次聽到內地少數民族未得之民的呼聲，隨後我便開
始帶領學生到少民地區短宣，並學習及傳遞「認領一
民」（AAP:	Adopt	A	People）的宣教策略。過往亦
有好幾位中宣畢業生投身少數民族宣教，長駐國內
呢！族群宣教工作因應全球人口流動的新趨勢，運用
的研究及宣教策略都要不斷更新，如早前在院訊文章
我曾有簡介的新興「散聚宣教」（《中宣通訊》第
173期，2017年7-8月）。

洛桑會議為佈道家葛培理所啟動，凝聚全球福音派教
會領袖交流，探討教會如何完成主的大使命，產生
了「洛桑信約」。洛桑的神學發言人，前有司托德
（John	Stott），近有萊特（Christopher	Wright）。
前者的新約解經和聖經神學非常透徹和堅實，其著作
是我教授基督論和救恩論的必用書，他帶動了福音派
教會關懷社會。後者是舊約學者和曾在印度事奉的宣
教士，所著作的兩本宣教書籍：《宣教中的上帝》
（The	Mission	of	God）和《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成為他在南非開
普敦第三屆洛桑會議（2010）的主題信息。我雖然
沒有參加是次會議，但從網上看到他在會議上，如何
將神學理念踐行在不同地域的事工，確實大開眼界，
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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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特用「使命」（Mission）作為連貫整合新舊約的
聖經神學，比傳統以「約」（Covenant）的主題更
有時代感和適切性，他的「使命」觀並非傳統狹窄的
「宣教」觀，而是包括神創造後托付給人的環保管家
使命，應與救贖的福音使命並行。當年（2010年）
我剛完成兩年在內地的全職事奉回港，碰上了香港中
國福音會因缺乏領導而面臨結束危機，經禱告後我憑
信心負起領導職事，出任義務會長，並重組董事會。
當時心覺「使命」職場及營商宣教有可為，萊特的書
籍不單是我教授宣教學的必用書，還成為了我在中福
差會開展使命職場的聖經神學基礎，九年來見證使命
職場確實可以為差會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香港中
福不但沒有結束，去年還與中福國際聯會五區代表
（中加韓菲台）在港慶祝成立40週年呢！

靈命與使命，貫串職場中
蒙神帶領，中福已相繼在工廠、農場、餐館、聖地旅
遊等信徒的職場，觀摩及開墾了配合職場的靈修、佈
道、門訓和宣教的培訓材料。在農場學習花木靈修、
瓜果佈道，在餐館作廚藝門訓、食材佈道，以至帶著
使命開餐館或農場，都可建立職場教會，成為使命企
業。當信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可獻給主並融會於福
音使命，便可得人如得魚，成為得人的漁夫。這些使
命專業人及使命小商企是近年神所興起的，專職的牧
者及宣教士不可忽略他們，像保羅一樣樂意走進他們
的職場，與亞居拉夫婦配搭事奉，如此，便可研發新
一代的職場營商宣教神學和踐行有果效的策略。

中國及世界大環境變化急劇，九十年代的城市化叫宣
教界注目城市宣教的神學和策略，我在2004年安息
年期間，去了西雅圖進修，跟柏祺博士學習「城市宣
教」，他是洛桑運動的「城市宣教使徒」（Apostle	
to	 the	City）。就在那一年的安靜等候中，領受了從
神而來的新呼召：職場使命。雖然當時的領受，是適
切城市化的大趨勢，大量農民工長時間被關在工作
間，唯有職場使命才能叩開這度門。現在內地宗教政
策收緊，回歸文革時期較強硬的措施，家庭教會在化
整為零的壓力下，職場事工模式顯得更加適切可行。

近年在中宣及內地教授宣教學，我都加上「職場營商
宣教」這些新課題，實習和短宣都添加了在使命職場
的選擇，讓神學生獻身前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也可得以
發揮和操練。最近兩年，神學生可在農業職場學習自
然農業，透過保養造物主在泥土裡的微生物，可扭轉
化肥對泥土及農作物的污染，這是救恩在使命農夫及
農場更具體的顯露，神的恩典和慈愛可活現在職場
中。同時，人性的黑暗也反映在職場中，透過職場宣
教，福音使命與信徒的專業結合互動，福音真光才能
照耀在職場中，「文化基督化」便可從職場開始。

三十多年的事奉，在牧會和神學教育的路上，神讓我
學習為服侍的群體建立根基，為主大聲宣揚；隨著
呼召的轉變，我學習新的宣教策略，將「道」融入生
活中；未來，隨著政局的改變，我的事奉將會變得更
低調，但神的道卻要在不同的使命中彰顯。請為我	
禱告！

余雋瑞
副院長

（圖為余牧師事奉歷程的回顧與前瞻）



「宗教行旅」（Religious	 Travel），是筆者多年來
喜愛的旅遊模式，其重點是結合旅行與信仰反思，也
是靈性操練之一。具體一點，筆者把操練定為三個部
分：「享受閱讀、體驗行旅、反思信仰」。1	言下之
意，即帶著相關書本與上帝去旅行，盡可能安排走訪
宗教景點（尤以基督宗教為優先），從而進行信仰反
省。

2017年，香港上映一套叫《沉默》的電影，為基督教
界帶來一股「沉默風」，相關講座鋪天蓋地。筆者早
已認識這故事，然而透過電影產生之震憾力，也令我
生發「沉默之旅熱」，熱切期待走訪相關地方。2018
年11月27至12月8日，我就趁著安息年假，帶著四本
書去旅行，2	踏上期待已久的日本長崎，展開沉默之
旅。其中三本書，乃《沉默》作者遠藤周作與相關足
跡的書本，另一本是日本二戰長崎原爆時，一位天主
教徒受害者永井隆寫給兒女的遺作。然而，帶多少本
書，也要量力而為，皆因行程緊湊，未必有充裕時間
可閱讀。

回想去年的沉默之旅出發前，長崎地區有十二處禁教
時期隱藏基督徒（Hidden	Christian）之相關地方，在
七月份正式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感恩筆者有幸踏足
其中六個，而整個行程所到之處，可參附圖QR	Code
之Google	Map簡單記錄。本文並非
介紹旅遊景點，而是延續宗教行旅之
精神，藉行程好好反思信仰，反思現
今香港信徒必須關心的課題—宗教
迫害。

宗教迫害，並非基督宗教獨有。然課題之大，筆者只
鎖定反思方向為「基督宗教受迫害」。近日執拾物
件，剛好看見一篇2016年的剪報，標題為：〈全球
基督徒受迫害情況持續惡化〉，文章提及2015年1月
美國敞開之門（Open	Doors	USA），預言盡管2014
年基督徒面臨近代史上最嚴重的迫害，是全球最受逼
迫的信仰群體之一，但更嚴重的還在後頭，包括遭下
獄、斬首、強姦、強佔房屋與財產，甚至殺害。除了
暴力迫害，文章也指出非暴力的迫害持續攀升，包括
被家人排斥、喪失工作，甚至被社區拒絕。3	看到這些
暴力或非暴力之迫害情況，我們會否想起一些地方的
信徒，正受著這些迫害？作為香港的信徒，將來會否
遇上愈來愈多非暴力的迫害？我們該如何及早裝備學
習面對？

再回想沉默之旅，我所到之處，由於已登錄為世界文
化遺產，許多教堂被重新粉飾，不少博物館也展出基
督宗教文物。數年前，我曾撰寫一篇有關宣道會二
戰前後在日本宣教的文章，對日本基督宗教史略有	
研析。4

早於1549年，西班牙耶穌會的方濟各．沙忽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已到達日本九州傳教，
直至1551年離開，短短兩年半，帶領了不少人信主。
後來，天主教傳教士陸續前來日本，九州信徒急劇增
加。1581年，在織田信長統治期間，日本共有十五萬
信徒，但部分是因著貿易上的利益而信教。直至1587
年，平定九州的豐臣秀吉頒下「傳教士驅逐令」，將
天主教定為邪教。然而，信徒人數仍然增長，1600
年達三十萬，1605年增至七十五萬之多。5	及至1613
年，德川幕府徹底實施全國禁教令，翌年把高山右近
等許多信徒放逐國外。1622年，又在長崎處死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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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徒，史稱「元和大殉教」，傳教大受影響。6	自
此，日本進入二百多年的禁教階段，直至1858年，
日本與美國簽署《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於是下田、
箱館（函館）、神奈川（橫濱）、長崎、新潟、兵庫
（神戶）相繼開埠，容許外國人居住，天主教恢復傳
教，而基督新教亦開始傳入，但禁教令仍未廢除。7	

1868年，進入明治時期。至1873年，明治政府方頒佈
基督宗教解禁令，接納傳教與信仰自由。

由是觀之，長崎一帶早已成為
日本天主教徒的集中地，但經
歷了長時間的禁教。是次走訪
長崎的匿藏基督徒世界文化遺
產，讓我穿梭歷史與現代，反
思日本信徒面對迫害而產生的
三個智慧。首先，從踏足的地
土，筆者體會當時信徒如何面
對宗教迫害。皆因那些地方，
並非香港人前往的旅遊熱門景
點，主要是偏遠地方，如長崎
外海、黑島，每天可前往的巴
士及渡輪班次不多，需要小
心計算交通時間。例如踏上

黑島，那裡沒有交通工具，只有單車可供旅客租借。
在島上也沒有遇見其他遊客。當我在小島上步行至教
堂、基督教墓地與及一處信徒恢復聚會之地（現竪立
了一塊「信仰復活之地」紀念碑，參圖 1 ），過程中
令我深深感受到，原來昔日日本信徒，寧願匿藏於如
此偏遠的山區，在荒蕪之地重建家園，也不願因被政
府迫害而棄教。由此可見，迫害不能消滅信徒，反倒
令他們「有咁遠走咁遠」，從而把信仰傳至更遠的地
方，甚至激發部分信徒更堅定地信靠神。今天受迫害

的信徒，仍然用得著這招，但「遠」的定義，不一定
是地理上的改變，也可以延伸至方法上的變陣。無論	
如何，可謹記昔日日本隱藏信徒逃難中仍堅守信仰的
智慧。

其次，從他們的文物可見信徒如何
變陣，如何用諸般的方法保留信
仰。在行程中，我參觀了眾多博物
館，看見匿藏信徒遺留下來的文
物，例如：以觀音抱子像代替馬利
亞抱耶穌像；在觀音像背後有暗格
收藏十字架（參圖 2 ）。由此可
見，三百多年前的日本信徒，已學
會變陣的智慧，為的是要保留信仰。今天，假若信徒
面對非暴力的迫害，如被禁止把信仰字眼經手機及網
上傳送，難道沒有變陣之方法嗎！

其三，從他們的聚會模式，體會到信仰本色化、小組
化之重要。在長崎二十六聖人博物館內，我觀看了一
套影片，記錄隱藏基督徒的後人，示範他們保留的基
督宗教敬拜禮儀。他們聚集於住所內，人數不多，只
是大約十人；禮儀方面，結合了日本文化，成為日本
獨有的基督宗教禮儀。可能我們會質疑，這會否過於
本色化，失去了基督信仰的本質。然而，我們仍要尊
重、肯定昔日隱藏信徒的努力，若不是如此，當日本
在1873解禁時，怎會有一批信徒突然現身，告訴神職
人員日本仍有基督徒，請神父們牧養他們呢！

總結是次行旅的反思，盼望能夠幫助我們仍然享有宗
教自由的信徒，有更多學習與儆醒。願你也跳出香
港，帶著書本，計劃你的宗教行旅，隨著上帝的引
導，從中進深反思信仰。	

黃彩蓮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基督教在華史客座講師

6.	 John	Caldwell	Thiessen,	A	Survey	of	World	Missions	(Chicago:	Moody	Press,	1961),	p.123；河合敦著，劉錦秀譯：《日本圖解史》（台北：商周出版，2005）。
7.	 渡邊信夫著，蘇慶輝譯：《亞洲宣教史》（台北：永望文化，2002），頁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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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為的是宣教，
宣教就是生活

今年是我踏入信主的第十二個年頭，生命一直被主建
立與拆毀，也回顧主對自己的宣教呼召與裝備。去年
10月6日我接受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和聖道迦南堂（聖
迦堂為中學裡駐校堂會）差遣，出發前往泰國南部生
活兩個月，透過接觸當地的居民，讓我學習回應主
對穆斯林的愛。感恩我能夠在此作一點生命整理與體
會，為迎接長期宣教作準備。

感謝主讓我沒間斷地實踐門徒訓練！在過去九年裡，
門徒訓練已成為我牧養服侍的「主打」。話說初出茅
廬，作為新手牧者的我，在堂會服侍已感困難，加上
校內排山倒海的事情和適應，為生命成長的著急，甚
至因身體未能應付如此多變的工作而要暫緩和調適
中間的服侍，我體會到人的限制，讓我學習節制和欣
賞所有的人和事。主讓我經歷唯有祂是我的牧者和拯
救，唯靠不斷的敬拜和禱告，引導我摸著主的心意繼
續前行；亦透過身邊牧者的指教打氣，不看眼前的大
風浪，堅信主的呼召是堅定不移的。當與年青人一起
同行時，他們的生命每每遇上不少的反覆和掙扎，我
們就一起學習效法基督和捨己，破碎的生命就從主裡
得醫治和釋放，經歷聖靈的真正自由。原來主藉著這
些一點一滴的故事裝備我服侍穆斯林族群！

呼召的主是信實的
門訓工作沒有因艱難而停止，卻讓我在主裡體會，喜
樂滿足就是看見生命的成長和成熟。正如保羅所提
到，脆弱的器皿因有寶貝聖靈在當中，縱然困難卻能
看見主完全的恩典和能力的覆蓋保護。正當忙碌的牧
會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宣教夢彷彿離我很遠時；主
卻藉著一次宣教聚會再次提醒我那穆斯林的呼召，淚
流滿面下我再次回應主迫切的呼喚。透過門訓我在校

內和堂會接觸到很多青少年，在他們身上我能體會到
主的渴望，就是青少年能夠擁抱宣教的夢想。由堂會
另一同工策劃推動，感恩我能參與其中，讓學校突
破四面牆，並動員校內師生和家長，發展區內屋邨的
嘉年華和社區服務，例如抹鐵閘、午間校園「惜食活
動」等，讓長者們感到關懷。宣教的主差遣人到有需
要的地方活出愛，不論遠近，叫基督耶穌顯為大，	
以基督為中心，這就是宣教！

建立真誠和尊重關係
是愛和服侍穆斯林重要態度

最後我想分享在泰南的深刻經歷。一位護士在當地因
著害怕同行護士的取笑，連她所住的城市都覺得不值
一提。直至一天晚餐後準備回家，她不禁向我提問
為何來這個城市，因為連住在這城市的人也感到羞
恥，只有貧窮的人才留在那裡。當時我只是如實的
回答她：「雖然我對這城市帶有一點恐懼，但我相信
這裡的人有美善的地方。」一個簡單的回應，發展了
真誠的關係，成為了接納和信任的第一步。她立即邀
請我們到她的家裡一起晚飯，我們渡過了十分愉快的
晚上。對於穆斯林來說，願意在家中接待非穆斯林信
徒，是信任和接納的表達，盼望她更願意開放自己給
予主，這是重要一步，亦盼能將平安和好的福音傳到
他們生命中。

宣教不是遙不可及，而是每天帶著主的使命來生活，
並且主已將足夠的信心和恩典給予我們，使我們每天
能忠心、堅持實踐對主愛的回應，直至主回來。我深
深體會到「門徒訓練為的是宣教，宣教就是生活」，
這亦是我未來在泰南宣教實踐的夢想和行動。

生命故事

杜芷頴
宣教士／中宣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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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經常費奉獻 585,626	

宣訓奉獻 197,282	

學費及其他收入 1,409,209	

總收入 2,192,117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358,957)

宣訓支出 (300,362)

行政及課程支出 (518,316)

總支出 (2,177,635)

本期盈餘 14,482

將投資淨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119,149)

累積不敷 (4,838,643)

購置設備 	

2018年7月份-2019年2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18,612)

財務報告 2019年1月至2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HK$100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督印人：馮兆成牧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院長：馮兆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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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辭 賀 禮 花 籃   代 金 撥 作 學 院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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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夏季課程（2019年6月至8月）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8折優惠 ($3,72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57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日期：2019年6月3日至8月12日（週一）
 時間︰晚上7:00至10:00
 地點：觀潮浸信會（觀塘）
 講師：賴淑芬博士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　豐收慈善基金總幹事

隨著科技急速發展，領袖作決策要更快更有效，生活同時不斷被
打岔，嚴重影響到靈性、作息和與家人相聚的質素。加上時局變
遷嚴峻，作帶領所肩負的壓力巨大！耶穌的年代沒有資訊科技，
但他何嘗不是整天被挑戰和群眾擁擠？祂是如何聆聽天父？以甚
麼核心價值導航？既保持恩膏並傳承門徒？展現祂relaxing的生命
事奉形態？本科旨在探討領袖的屬靈生命，結合學習及應用，凡
事連於主，在領袖的崗位上，由內而外地影響世界。

堂數 授課大網
  1  領袖理論 — 個人領導風格評估
  2  屬靈領袖 — 帶領人進到神的心意
  3  與神的關係 — 僕人、朋友、愛人
  4  享受領袖 — 活現不急忙的領導力
  5  領袖的聆聽 — 聖經為本的聆聽天線 
  6  處境中聆聽 — 領袖的曠野靈命塑造
  7  團隊合一尋求I — 聖經為本的聆聽教導 
  8  團隊合一尋求II — 團隊聆聽的辨別和應用
  9  事奉價值導航 — 發現、整合和應用
 10  價值的傳承 — 生命的傳遞和成全

堂數 授課大網
  1  「屬靈導引」發展史、沙漠教父傳統、聖本篤傳統
  2  東正教傳統、迦密修會/聖衣會傳統  
  3  耶穌會傳統、聖公會傳統、改革宗傳統  
  4  循道衛理傳統、靈恩傳統

領袖與靈命

 日期：2019年6月8、15、22、29日（週六）（密集課程）
 時間︰上午9:30至下午5:30  
 地點：本院校園
 講師：彭順強博士（本院靈修神學講師）
  著作：《二千年靈修神學歷史》，《勇闖七重山》等

本科簡介「屬靈導引」在教會歷史中的形成與演變，介紹對歷史
和今天最為有影響性的幾個屬靈導引傳統，包括天主教會、東正
教、新教及靈恩傳統。每個傳統均會指出其導引的目標、導引者
和被導引者的角色與關係、導引的程序及果效的衡量。課堂也會
指出各屬靈導引傳統對今天在個人導引、群體導引及教會牧養上
的應用性和轉化空間，並會比較不同的傳統，分析它們的長處和
短處。

屬靈導引的歷史發展與傳統

課程推廣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www.cms.org.hk或致電 5802 5322
文
憑

及

深
造
文
憑

基
督
教
研
究

(部分時間)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Christian Studies &  

Diploma of Christian Studies
(Part Time)

申請入學
每年接受兩次申請

截止日期為每年 7 月中旬及 12 月中旬

對象
教會幹事、退休信徒、彈性時間上班的信徒



課程推廣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是為教會培植有生命力及持守聖經真理的信徒。透過教導及小組導引，幫助學員在四方面成長。
4. 門徒培訓證書課程（一年制）

3. 普及神學課程 （2019年7至9月）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靈命七階 彭順強博士 本院校園 7月6日（週六，密集課程）
破繭成蝶：邁向健全關係模式 戴惠嬋女士 觀塘 7月4日（逢週四）

退修日營：作貴重的器皿
這是一個為在教會中有承擔教導職分的事奉者設計的退修日營。
教會中的導師、組長或主日學老師為弟兄姊妹擺上時間心力，教導他們在真道上成長。教導者自身的生
命的成長方向又如何呢？

教導者乃是被上帝所陶造的「器皿」，發揮著盛載的作用。本日營將透過短講、經文默想及個人安靜，
去幫助參加者反省自身的事奉歷程，從聖經的信息中重新得力並認清成長方向，成為合乎主用的器皿。

2. 聖經導師培育非學分課程

上午主題：
主所陶造的器皿

下午主題：
為主所用的器皿

 講員：陳誠根牧師 （基督教宣道會元基堂牧師）
 日期：2019年5月18日（週六）
 時間：上午10:00至下午4:00
 對象：本院聖經導師培育文憑課程學生及畢業生，教會中有承擔教導職分 
    的事奉者（例如：主日學老師，小組組長，導師等）
 地點：本院校園
 費用：$100（連午膳）

1. 普及神學課程 （2019年4至6月）

科目 講師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關心被遺忘的一群—認識印度教徒 潘翠琼女士 (恩光使團執行主任)

談起印度教，很多人覺得很遙遠陌生，但其實現時有超過十億信徒，其中絕大
部份從未聽聞福音。他們被輪迴、種姓等觀念深深的影響著。這課程盼望能幫
助弟兄姊妹認識印度教及關心這群未聽聞福音的群體。

課
程
簡
介

日期：5月9日、16日及30日
    （週四，共3課及半日戶外考察）
時間：晚上7:30至9:30
地點：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旺角）

戶外考察
日期：5月25日（週六）
時間：上午10:30至下午1時

講師 上課地點 時間 第一季開課日期
基礎門徒培訓證書課程
鄧心寧女士 基督教宣道會宣德堂（元朗） 晚上7:30至9:30   3/10（逢週四）
陸惠芬女士 南亞路德會深恩堂（深水埗） 晚上7:30至9:30 15/10（逢週二）

基礎門徒培訓（婦女）證書課程

麥坤美女士 本院校園（元朗） 上午9:30至11:30 14/10（逢週一）

進深門徒培訓（婦女）證書課程

范美燕女士 本院校園（元朗） 上午9:30至11:30 20/9（逢週五）

以上課程現正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5802 5336查詢。

投入屬靈操練

更深認識自己學習活出所信

經歷靈裏同行

神人關係

使命實踐

屬靈友伴

個人成長

門訓的四個核心元素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地址：新界元朗洪屋130號     電話：2986 5433／5802 5300     傳真：3117 6043     電郵：info@cms.org.hk

起來，
我們走吧！
起來，
我們走吧！

所有校外進修課程全年接受報名

校外進修課程
教牧進修課程
神學碩士（二至六年）

主修新約研究、舊約研究、神學研究或
中國基督教研究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三至六年）
主修聖經研究或靈修牧養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三至六年）

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二至六年）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三至六年）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三至六年）

信徒進修課程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晚間三至七年）

普及神學證書（晚間三至五年）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日間三至五年） 
門徒培訓證書（日間/晚間一年制）

跟隨基督 ◆ 胸懷神國 ◆ 牧靈宣教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www.cms.org.hk，或致電 5802 5322

道學碩士（三年制）

神學學士（四年制）

基督教研究深造文憑（一年制）

基督教研究文憑（一年制）

筆試日期：2019年 5月11日 (週六) 
面試日期：2019年 6月1日 (週六) 

校本部全時間課程

招
生

2019

校本部部分時間課程
基督教研究深造文憑
（日間/晚間五年制）

2019年全新課程

基督教研究文憑
（日間/晚間五年制）

中華民族福音化     華人教會國度化     中國文化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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