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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感恩學院能順利開展網上課程，求主繼續
帶領發展，讓學院藉此渠道服侍更多的教
會和弟兄姊妹。

•	學期快將完結，又是同學們趕功課的日
子，特別是畢業班同學，求主加力。

•	學院本校部仍在招生，願主帶領有心侍主
的弟兄姊妹進入中宣，接受裝備成為全時
間服侍的神國工人。

 教職員消息
•	院長馮兆成牧師於本年 6 月底榮休，並由
7 月起擔任本院榮譽院長，繼續協助學院
的拓展工作。

•	副院長／校友陳凱欣博士由 7 月起出任署
理院長一職，願主給她力量，剛強壯膽，
在這荒謬的時代，帶領學院行在祂的心意
中服侍教會、培訓工人。

•	感謝主透過中宣同路人的積極回應，讓學
院的累積不敷下調至 $380 萬。



眾所周知，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成
功牽起了「宗教改革」，而我們華人教會也受惠於他的
發現和勇氣。「宗教」對於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並非
是生活的一個點綴，而是與生命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改
革一個宗教，也就是改變整個帝國、國家、政治及人民
的生活。因此，馬丁路德必須要鼓起很大的勇氣，才能
排除萬難，成功改革，建立更正教的信仰。我們可說，
就是那份「使命感」——帶領信徒，回到聖經的「因信
稱義」真理去，使他不斷堅持下去！
	
筆者將介紹路德的使命，他如何以個人修行作為開始，
同時掌握了解當時身處的羅馬天主教大環境，從而建構
正確的神學觀，與及拿出無比的勇氣，提出和堅持改
革，並以禱告作支撐，及後他也啟發眾人都背負他們自
己的使命。

使命由自己修身開始	

馬丁路德於1507年進入位於爾弗特的奧古斯丁修院
（Augustinian	Hermits），這是一所嚴格的修院；路
德在這裏研讀、祈禱和守聖禮，過着嚴守清規的生活。
路德嚴守悔罪和告解，甚至以冗長的祈禱、禁食、不睡
眠和鞭撻己身，作自我懲罰。從他這些苦行中，可見其
修身的決心。當然，後來因著對「因信稱義」的了解，
便停止了這些苦行。

使命需對處境有所了解

使命往往是對處境的一個回應，了解身處的處境，對
領受當要背負的是甚麼使命，有很大的幫助。當時教
皇利奧十世於1517年授權阿爾伯特在美因茨和威登堡
所在的薩克森賣贖罪券，而條件就是一半的利潤要歸教
廷所有，另一半是還給富格爾家族，而教廷和富格爾
家族都委任道明會的約翰台徹爾（John	Tetzel；1464-
1519）主管贖罪券的售賣。為着要達到更好的銷售，

台徹爾大肆誇張和扭曲贖罪券的能力；台徹爾說贖罪券
能使罪人「比從受浸後上來更為潔淨」、「比亞當墮落
之前更為潔淨」和「賣贖罪券者的十字架就如基督的十
字架一般的有能力」。他曾生動地描述：若人為在煉獄
中所愛的人買贖罪券時，那麽「當那硬幣在獻箱中跌下
作響時，那在煉獄中的靈魂便會彈起來。」1

大部份的主教都是授與貴族擔任的，這是因為他們都是
富有人家和有政治地位。很多神職人員的作為都只是律
法性的，並沒有宣教的精神。在宗教改革的前夕，平信
徒抗議神職人員的財政主意、缺席、無效率的行政、與
情婦的關係、和過多的比例人數（佔了人口的百份之
十）。主教在比較他職位低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當中，
有着很大的權力；他們能夠徵收罰款，和為在他教區中
舉行的活動徵收金錢。2	這一切的教廷腐敗，路德都看
見了！

使命須基於正確觀點

路德基於傳統的想法，他一直相信，人在自己的稱義
上，可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與，不過，於1512年，他開
始懷疑自己這個論調。當他思考為何神之義的啟示是好
消息後（「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
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
得生。』」（羅一17）），也許發生於1514-1515年
間，路德建立自己的信念：人無法以行為或嚴守信仰，
作為稱義的途徑，但神卻歸基督的義予罪人，以致人可
以「單憑信心」（per	solam	 fidem）稱義。於1515至
1519年間，路德更堅固了他的信念：人在神面前得稱
為義，是神在人裏面作工的成果。3

使命需要勇氣

在路德之前已有人嘗試作出改革，例如英國的約翰威克
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和之後的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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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派和約翰胡司（John	Huss；c	1372-1415），可惜
都被處決了。故此，路德必須拿出很大的勇氣以提出改
革。
	
1517年，路德對教廷濫賣贖罪券感到十分不滿。當時
受聘於教皇和銀行家的官方售賣贖罪券的使者，是油
腔滑調的約翰台徹爾（John	Tetzel）。1517年10月31
日，路德直截了當地張貼「95條」（95條有關售賣贖
罪劵的辯論）於威登堡的一所大教堂門上，大肆抨擊贖
罪券。宗教革命遂於此時揭開序幕，更正教亦隨之冒
起，路德也自始捲入宗教和政治鬥爭的漩渦，性命也差
點不保。

使命需要禱告作支撐

當人背負著神的使命後，便需要以禱告來交託給神。路
德認為祈禱是人對神（不是對自己）信心的其中一種
表現。他批評神父和修士們向神祈禱時「並不期望從
祂收到任何的東西，而只是將祈禱事項給祂罷了。」路
德提出三個為何需要祈禱的原因：（一）「神希望我們
祈禱，不應要祂等待我們心情好才禱告」。（二）我們
能肯定地禱告，因為「神曾應許我們的禱告定會蒙垂
聽。」（三）當我們與我們的肉體、魔鬼，和世界爭戰
時，「沒有比要在神的耳邊不停地吵嚷更為重要。為的
是要祈求祂給我們所求的、拯救我們，也祈求增加我們
對十誡的信心和順服的心。」4

個人使命啟發他人使命

路德認為「信徒皆祭司」，因為我們從神聖的「洗禮」
中被膏立為祭司，有着祭司應有的權柄和責任：「藉
着洗禮，我們都受封為祭司⋯⋯並且神職人員和平信
徒除了在崗位上外，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此外，是
「信心」使我們成為祭司的：「所有事情都是藉着信心
達成。唯獨信心是祭司的工作。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

它。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所有的女人也是，
無論老或幼、主人或僕人、男士或女士、有學識的或無
學識的，都是沒有分別的，除非他們有着不同程度的信
心。」雖然教會中依然有着受封的神職人員在教會中事
奉，但他的身份和呼召，並不比任何在基督徒群體中的
人更超越。5

關於祭司的實際職責，路德寫着說：「甚麽是信徒祭司
的職責呢？基督徒作為祭司的首要工作是教導、宣講福
音、和廣泛宣告神為他作了些甚麽。」在其他的場合，
路德也提醒那些與基督聯合的人，有關他們作為祭司的
責任：「我們因被賜與尊嚴，而可以將自己獻到神面
前、為他人禱告、成熟地互相教導有關神的事情。」6

結語

馬丁路德是筆者在云云歷代屬靈偉人之中，最為欣賞的
其中一位。他由原初只關心個人的敬虔和救恩，到後來
因著發現「因信稱義」，而使他產生一種使命感：將扭
曲了的羅馬天主教的信仰帶回正軌。路德在整個過程中
明白到這使命要付上的代價，但他不但沒有退縮，反而
為著宗教改革的使命，越戰越勇。不單如此，他所提出
的「信徒皆祭司」信念，更喚醒了每一位信徒，讓他們
明白到，他們每一個都當背負著使命，每一天為神好好
地在所做的事情上去榮耀神。	

彭順強
靈修神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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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提及基督徒「使命」，信徒定會想到耶穌基督在復活
後給予門徒的「大使命」（太二十八18-20）。實踐「大
使命」是不少教會的年度方向，但傳統對於「大使命」
的核心是「去傳、作門徒、施洗、教訓」卻有不同偏重。
若按希臘文分析動詞，我們發現耶穌基督直接命令是
「作門徒」（命令語氣），然後附以三個「分詞」補
充如何讓人成為門徒（參經文分析）。即是門徒領受
的命令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達成方法是「要去」
（走進人群、讓人歸主）、「給他們施洗」（信而受洗，
以公開見證委身基督）和「教訓他們遵守耶穌一切吩

咐」（知識傳遞、生命建立）。幾項工作環環相扣，
缺一不可。
成為門徒和訓練門徒是基督徒的重要使命，所以近年
不少教會重建「門訓」系統，「門訓」課程和課本比
比皆是。不過「門訓」不能單靠十堂／半年課程來成
就，而是透過長時間，甚至是一生的生命建立。那麼
在教會場景如何實踐「大使命」——讓信徒知道使命、
走進人群、持續被教導並委身事奉？筆者按「大使命」
和過往經驗提出三點分享。

二、承接使命

大使命是給予所有信徒的。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6-17 節描述十一位使徒按天使吩
咐來到加利利與耶穌約定的山上，復活後的耶穌基督
已經等待着他們，使徒們見了立刻敬拜耶穌；在一片
「哈利路亞」的氣氛中，第 17 節記述「然而還有人疑
惑」。主耶穌是向着一邊敬拜主但心中仍有疑惑的人
頒布「大使命」，經文裡記載那些領受大使命的信徒，
心裡仍未完全明白將要發生的事情。

因此，教會提及「大使命」
時，首要認清「遵行大使
命」不是某部份人的責任
（不單是傳道、長執、組
長），而是所有信徒都須要
參與，就算有某信徒自以為
未有資格，使命已經臨到他
身上！

教會常有事奉集中於小部份
人的現象，不少信徒長期承
擔執事、崇拜主席、團契職
員、小組組長等崗位。以致
擔任了的難以退下，沒有崗
位的卻心安長期被牧養。雖

然教會總能如常運作，但這不是實踐主使命的理想狀
況。教會必須鼓勵「新血」參與事奉，「委身事奉」
是遵行門徒使命重要一步。個人在教會觀察所得，信
徒拒絕事奉並不是因為無心，反而是害怕未能達至完
美。筆者認為傳道人／資深導師應多協助事奉新手，
例如把小組查經資料預備得更仔細，給予充份預查並
坐在組裡幫助回應提問；或陪同預備帶領崇拜、策劃
週會及主持會議。這些事情，表面像是增添了傳道人
的負擔，但實際卻是培養新血不可缺乏之元素。另外，
教會群體需要有「接受不完美的胸襟」；剛完成訓練、
年輕的崇拜主席，表現不可能及得上已經站台事奉

三十年的長老，但若教會群體願意給予改進空間、鼓
勵和幫助，教會才有可能產生下任長老候選人。

三、走進社區

領受使命的人要走進人群。

「大使命」第一個分詞是「去」，把福音傳至地極是
基督徒的使命（徒一 8）。近年越來越多文章探討「派
單張、佈道會、關係佈道」等策略是否仍適用於今天。
筆者對任何策略也沒有負面意見，不過要讓香港人停
下幾分鐘聆聽福音單張內容，或邀請親友同事參與佈
道會，實況確是越來越難。

曾有一段時間，我常與教會年輕人以「愛•分享」的
態度「走入社區」。這「活動」強調「不帶任何前設
和目的對社區進行關心」。我們鼓勵年輕人走進社區，
打開眼睛尋找需要；看見拾荒和露宿者嘗試分享衣食，
看見坐在街上寂寞的長輩嘗試關心，看見任何需要嘗
試提供可行回應。或許這類行動不能為教會帶來快速
的人數增長，但它卻可以防止我們忘記基督徒需要走
向人群的使命。

教會不可能完全回應社會所有需要，但教會卻可以按
自身資源，無論在人力、物力、地方、技術等為身處
社區提供適切幫助。為小子送上涼水也是開啟福音大
門之契機，也是教會群體的重要使命。

四、持續教導

持續不斷成為學習者。

在「大使命」裡「教訓他們遵守」是「現在式分詞」
配合「現在式不定詞」。文法上可簡單理解為「持續
不斷」的動作 1；即是教會須要持續不斷地教導。不
過在今天的香港，持續教導聖經卻遇到強大敵人——
忙碌。政府統計處 2019 年報告，男性平均每週工時
44.4 小時、女性則為 42.6 小時，另一研究指香港人平

均每週工時達 50.1 小時。2 忙碌間接影響教會主日學
的參與率，參與人數持續低迷，課程開辦次數不斷減
少。3 雖然，是否願意接受聖經教導，似乎是生命優先
選擇的問題，但教會仍要思考如何幫助信徒「持續地
接受教導」。

筆者認為可借用科技和創意，協助裝備信徒。智能手
機和即時通訊軟件是香港人不可或缺的工具，筆者曾
在教會推動「電子讀經計劃」達三年，同工每朝早把
牧者和執事自家寫作的靈修資料，以「WhatApps 廣
播」發送給弟兄姊妹，會眾反應理想，因至少每天收到
一則提醒自己讀經的「訊號」。過往筆者曾在教會推
動一年一度的大型查經，以查經質量和宣傳，鼓勵弟
兄姊妹參與；今天因疫情讓我們活用 Zoom、Google	
Meet 或 Cisco	Webex 等線上會議軟件，這科技能否
幫助教會主日學、查經，甚至專題，可以二十四小時
全天候進行？讓會眾放工坐車回家時可互動讀經學習、
晚飯後可同步靈修，當然教導質量仍是最重要的核心，
多花巧、多方便也好，若沒有穩實真理也是枉然。但
以不同方法幫助信徒持續不斷被教導，仍是我們的重
要使命。

五、結語

理論上，在基督再臨前我們不可能完成「大使命」。
但若我們遵從使命卻能立刻得到獎賞；耶穌應許「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要我們履行
大使命，祂就會與我們同在。感受「主與我們同在」
不一定須要追求各種屬靈狂喜，努力承擔上帝使命也
能夠經歷基督同在。

若我們盼望一生忠於主使命，惟有知道使命是服侍
「誰」、指向「誰」及「誰」與我同行，才能讓人在
難處下仍堅定實踐使命！

講師園地

梁清恒
中宣客座講師

1.	 學者對希臘文時態運用有不同立場，此為最基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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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志偉、劉梓濠編：《2014 香港教會普查	:	統計數據集	》（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
動，2015），45-6。

從「大使命」思考
如何建立信徒使命感



收入 經常費奉獻 2,496,835	

宣訓奉獻 479,016	

學費及其他收入 594,196	

總收入 3,570,047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179,435)

宣訓支出 (277,599)

行政及課程支出 (182,599)

總支出 (1,639,633)

本期盈餘 / ( 不敷 ) 1,930,414 

將投資淨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116,089)

累積不敷 (3,814,923)

購置設備 	

2019 年 7月至 2020年 4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11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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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推廣

尋覓祢——你的宣教•使命路

何謂「宣教」？何謂「使命」？當收到學院的邀請，
為《中宣通訊》「生命故事」撰寫一篇文章，而主題
為 Misson 使命時，我心想：「不是吧！開甚麼玩笑！
為甚麼找我分享！我能分享甚麼宣教使命呢！⋯⋯」
無數的拒絕念頭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但最終我答應了。
同樣，蒙召時的我，腦海中都浮現無數個不可能，想
拒絕上帝的呼召，但最終都是選擇以順服去回應。

我的呼召是宣教，雖然神感動我去日本宣教，但我內
心充滿抗拒和掙扎，因為知道宣教絕不簡單。上年暑
假有機會到日本札幌進行六星期的牧職實習，出發前，
我充滿憂慮，擔心自己的能力及語言水平不足；亦掛
心香港當時的社會情況。那時，神提醒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全然依靠祂」。

感恩在那六星期中能與不同的宣教士、日本牧者、信
徒及非信徒交流，從不同的群體去了解日本文化及信
仰情況。一直都知道日本的
偶像文化問題嚴重，但原來
日本人的「思想」更深影響
著宗教信仰的發展。日本人
普遍自稱佛教徒，重視祭祖，
但他們重視的不是信仰，乃
是傳統習俗。而最特別的是，
有不少非基督徒喜歡聖經的
真理，但卻不能接受聖經中
的「寬恕」，因為他們認為
「自己犯罪，自己承擔」，
不能接受沒有犯罪的耶穌為
世人贖罪。我感到日本人被
傳統的文化思想深深地捆綁著，使他們不能認識到真
正的上帝，看不見從上帝而來的真正盼望，得不到真
正的救贖。即使我能做的不多，但我深信神必引領，
我亦更渴望能事奉這個群體。

此外，在整個實習過程中，主亦為我預備很多不同的
恩典。在語言上，主讓我逐步適應，每星期參與不同
的事奉及團隊，需要使用英語的機會越來越多。在最
後一週中，我幾乎在全英語的環境下事奉；如果一開

生命故事

李寶珠
神學學士同學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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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 2020 年 3 月至 4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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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與新舊約作者同讀舊約 黎永明博士 元福靈糧堂 9月 7	日（週一）

校本部課程
以下課程公開接受報名，歡迎有興趣肢體報讀，修畢課程後學分可獲
本院校本課程承認。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新約 黎永明博士 聖約教會遠東堂 9月 3日（週四）

人際衝突中的靈命塑造 黃韻妍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
華基堂

退修地點：
中宣校園

9月 7日（週三）
營會日期	:	

10 月 31 日（週六）

聖經與靈修 馮兆成牧師 Zoom網絡平台
日營地點：
中宣校園

10月 6日（週二）
營會日期：

10月 24 日及 11 月 14 日
（週六）

導引者的角色與
生命持續成長

邱穎妍女士 營會地點：
思維靜院

11月 8-12 日
（週日至四）

默觀與聆聽的導引 邱穎妍女士 營會地點：
思維靜院

11月 17-21 日
（週二至六）

基督教屬靈導引課程：
第三階段個人督導與實習

賴玉芳老師
何林月滿博士
邱穎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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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秋季課程﹙ 2020 年 9 - 11 月）

始就進入這狀態，我想我不能勝任，但感恩神的安排
實在太完美了。在事奉及團隊方面，每星期都要適應
新的崗位和團隊，或多或少都帶給我壓力和擔憂，但
感恩在每個團隊，我都很容易和他們建立親密的關係，
甚至帶給我很多恩典：在我特別需要吸收資料時，有
人為我翻譯；在禱告事奉中，就有同心禱告的禱伴們；
團隊渴望為主事奉的心成為彼此的鼓勵等等。特別在
某次敬拜中，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一起，分別以中、
英、日語來敬拜時，我深深被觸動。一群來自不同國
家、互相不認識的人聚在日本，為的是祝福及服侍這
個國家，這全因神的愛，祂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位子民。

最後要感謝神為我預備一位悉心教導、盡力幫助我了
解日本文化及宣教工場的督導。他不但為我安排整個
短宣行程，教導我如何認識及思考日本文化對宣教的
影響，及如何預備自己進入宣教工場等，他亦引導我，

思考作為一個宣教士，
如何面對香港當時所面
對的社會衝突。其實，
一個人的能力真的很微
小，既不能改變人，更
不能改變世界。面對如
此撕裂的社會，我可以
做甚麼呢？「宣教」對
我來說有多重要呢？我
如何行出神給予我的
「使命」呢？

上帝告訴我：「你要全
然依靠祂」，雖然環境沒有即時改變，但因為我的生
命裏有祂，所以我得到盼望。甚麼是「宣教」？甚麼
是「使命」？我仍在摸索中，但我知道在這路上，我
靠的不是自己，靠的是上帝。從去年 6 月至今，不斷
發生超乎想像的事情，由社會運動到爆發肺炎，在如
此動盪的社會中，我們應該怎樣「宣教」呢？神給我
們的「使命」又是甚麼呢？願我們在事奉的道路上，
一直尋找這屬於你的「宣教」和「使命」！



中宣校本課程

課程查詢：5802	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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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迎 一 同 來 體 驗 神 學 院 課 堂

本院提供以下科目，盼望能提供更多機會裝備信徒，

讓信徒與神學生一同參與研習神學的歷程。

與新舊約作者同讀舊約
 日期	 2020年9月7日至12月14日（週一）	
	 	 ﹝休課:	9月21日，10月19	日及26日﹞

	 時間	 晚上7:30至9:45

 地點	 元福靈糧堂		
	 	 新界元朗宏業南街22號虹方二樓208及209室				

 講師	 黎永明博士
	 	 （天道書樓副總幹事MDiv,	ThM,	DMinM）

	 科目簡介	 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在現代聖經研究益受重視。本課程以新舊約不
同書卷為例，介紹這種讀經和釋經的進路，不單幫助信徒認識這課題，也
了解聖經作者如何運用舊約道統去傳承並更新信仰，回應新處境的挑戰。

 內容 1.	 導論；與路得記作者同讀摩西五經

	 	 2.	 與士師記作者同讀摩西五經

	 	 3.	 與約書亞記作者同讀摩西五經

	 	 4.	 與撒母耳作者同讀摩西五經

	 	 5.	 與馬可同讀舊約（上）

	 	 6.	 與馬可同讀舊約（下）

	 	 7.	 與馬太同讀舊約

	 	 8.	 與路加同讀舊約

	 	 9.	 與約翰同讀舊約

	 	 10.	 與希伯來書作者同讀舊約

	 	 11.	 與雅各同讀舊約

	 	 12.	 與啟示錄作者同讀舊約

旁聽優惠價	$1000
報讀要求：中學畢業，同等學歷或以上。

報名：歡迎弟兄姊妹旁聽，詳情請參閱網上科目簡介及下載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