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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最近分別有老師和同工確診癌症，正在治療中；求主讓他們
得到最適切的治療，也願上主的平安充滿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 請記念學院 1 月 28 日的網上講座「教會生態改變的未來想
像」的預備工作，願老師們的信息和校友的分享都能成為
弟兄姊妹對「教會」未來的準備。

活動剪影
• 感恩，「荒謬絕倫．生存有道」講座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順
利完成。當晚除了現場實體講座，同時安排網上直播。多謝世
界福音動員會（香港）總幹事葉陳小娟傳道和校友周震聲牧
師參與，祈願講座能激發與會者思考在荒謬世界中活出使命。

教職員消息
• 靈修神學講師彭順強博士將於本年三月初離任，並將返回
加拿大照顧年邁母親。對於彭博士多年來的寶貴貢獻和對
學院的支持，我們表達衷心感謝，並祝福彭博士在前面的
事奉中更添新力。

校友消息
• 求主顧念和恩待患重病的校友，讓他們得到最適切的診斷
和治療，更甚願上主的平安充滿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中華民族福音化

華人教會國度化

中國文化基督化

專題文章

依納爵的靈命培育與使命實踐
「靈命培育」是眾教會致力推動的工作，而「使命」也
是教會積極實踐的託付，這兩者的結合是我們希望達
至的理想狀態。但問題是：甚麼才是「靈命培育」的
應有內容？「使命」當有多大呢？這兩者的關係又當如
何呢？筆者在這裏簡介「耶穌會」創立人依納爵以《神
操》為藍本的靈命培育和使命觀，與及他如何將這二者
結合起來。

依納爵生平
羅約拉的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乃耶
穌會（Society of Jesus）之創辦人，他在皇家財政大
臣之家長大，於1512年的一次戰役中不幸受傷，以致
不良於行。在養傷期間，他接觸到由魯道夫（Ludolph
of Saxony, 1295-1378）所著的《基督的生平》（Vita
Christi），和一本有關聖人如何實踐神使命的《聖人
傳》。他深受這兩書所影響，並成了他生命的轉捩點。
依納爵後來在1540年得到教廷所頒的「教會軍人指
引」（Regimmi militantis Ecclesiae），使他能正式成
立耶穌會。他終其一生服務這快速成長的耶穌會，直至
1556年離世為止。

《神操》：以基督為核心的培育
依納爵在1522年完成《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這著作成為耶穌會的靈命培育藍圖。
《神操》的內容分為「四星期」或四個主要部份：一）
讓人思想有關生命的意義、罪的兇惡性、悔改的需要與
甜美；二）以默想「基督的國」為開始，之後便默想基
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一生，直到他在世最後的日
子；三）默想耶穌的受苦和死；四）默想有關耶穌復活
後之顯現與有關事蹟。換言之，他所提倡的靈命培育都
是以基督為核心。

《神操》之目的：調整生命，明辨
依納爵在《神操》的開始，指出了此書之目的是：「為覓
得神的聖意，從而調整自己的生活」（操 1）；「神操
之目的在於戰勝自己，整理自己的生活，使人不致因任
何不正的心情，而決定自己的生活」（操 21）。1 所以，
依納爵在《神操》悉心建構流程，是為要幫助那些教授它

彭順強

靈修神學講師

的人，能促進個別基督徒回應神在他的生命中所施行的恩
典。2 具體而言，《神操》有兩個目的，一是為要幫助退
修者「調整生命」，二是要幫助他「明辨神旨意」。

內在生命的建立
《神操》可說是一本簡單的「實用手冊」，旨在為
那些屬靈狀態處於「已被建立的人」提供退修指
引，退修的目的是為要選擇一種生活的狀態，或計
劃一個生命的革新。 3   它的重點不單只是準備、作
出及肯定一個好的抉擇，而是認真培育「內在生
命」，是推動不同層次的「成聖工夫」，包括「煉
淨」、「改革」及「與神聯合」的必要部份。 4 故
此，靈命培育應是一種內在生命的建立。

明辨神的旨意
在教導基督徒「明辨神旨意」的歷史中，依納爵是
一位重要人物。 5   依納爵的「明辨」是《神操》的
重心和傑作，明確的「明辨」事宜（《神操》1691 8 9 ） 主 導 了 《 神 操 》 的 中 心 。 6《 神 操 》 的 設 計
是為要幫助我們發現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這並
非是要忽視我們的情感，而是要聆聽它們，認識它
們，及學習如何解釋它們。 7 依納爵對人有一個整全
的觀點：身體、想像、思想、感官及意志都全部用
作達成《神操》的目標。 8   換言之，「明辨神旨」是
「靈命培育」所能產生的果效，而它又是「使命」
的形成因素。

1. Jacques Lewis：《神操淺釋》(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3)，10。
2. David Fleming, Like the Lightn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
(Saint Louis, MO: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2004), 164.
3. Joseph de Guibert, The Jesuits, 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 A
Historical Study, ed. George E. Ganss, trans. William J. Young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86), 532.
4.		 Henry F. Birkenhauer,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 i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n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t. Ignatius, ed. John E. Dister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83), 2.
5.		 Jules J. Toner, S.J. Discerning God’s Will: Ignatius of Loyola’s Teaching on
Christian Decision Making (St. Louis, MO: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1), 3.
6.		 Harvey D. Ega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Ignatian Mystical Horizon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6), 133.
7.		 Gerard W. Hughes, “Forgotten Truths,” in The Way of Ignatius Loyola: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ed. Philip Sheldrake (St.
Louis, MO: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1),31.
8.		 Brian Grogan, “To Make the Exercises Better’: The Additions,” in The Way
of Ignatius Loyola: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ed.
Philip Sheldrake (St. Louis, MO: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1), 41.

《神操》的培育方法：退修和默觀
① 退修
依納爵的靈修學基本上是一種「反思性的靈修學」
（reflective spirituality）。 9 操練者從「城市」退到
「寧靜的郊外」，尋求神的面，聆聽神的聲音。「省察
自己」是最為首要的操練，然後操練默想福音，以「五
官想像」來體會耶穌作為忠心僕人的生命，最後以「對
禱」與耶穌傾談，並在這種狀態中領受神的「召命」。

② 禱告操練
《神操》引伸出一個特徵，就是不斷地將「悟性禱告」
連繫於「生命的更新」，或可說是將「靈」認同於「基
督」。 10 因此，依納爵認為最好的禱告「是常將我們的
思想專注於神身上」；對於他，這幾乎是等於說：神不
斷的臨在正是最好的禱告。11

③ 默觀（contemplation）12
默觀是《神操》中的禱告方法，指我們透過「信心」的
面紗來看祂，並且是長時間對神的「愛之凝視」。神
就是這禱告的合宜對象，這凝望是一種沒有眾多行動
的「直覺」。這並不是不著邊際的禱告，而是以「福音
書」內容作為主題，於是在所凝望的主題上，靈魂便能
夠停頓、深入及找到喜樂。這是「默觀」，意思就是我
們「觀看」而不是「理解」。13

④ 感官的應用
它被看為是默觀某特定基督奧蹟時的最後一個階段，或
最深層的「個人化」和「內在化」。14

耶穌會：一個奉差遣的宣教群體
依納爵的《神操》和耶穌會不單講靈命培育，耶穌會基
本上是一個宣教（mission）的群體，隨時準備往任何
需要他們的地方去。這正是它與「修道主義」的傳統
大大不同的地方； 15 一般的修會要求修士發三個誓言：     
神 貧 、 順 服 、 貞 潔 ， 但 耶 穌 會 卻 要 求 多 發 第 四 個 誓  
言：「順服被差遣的使命」。（誓言詳述可參《修會信
條》16）
在十六世紀，沒有像耶穌會那樣擁有高教育水平的歐洲
人，會願意將他們的生命（也許要犧牲性命）委身到遙
遠地球的另一方作宣教士（那時的人相信遠方都是住滿

了龍和狗頭人的化外之地）。其實，耶穌會修士並非首
批往外國去的基督徒宣教士，方濟會和道明會在他們之
先已經去過，而且這些早期宣教士並沒有接受任何與其
工作有關的特別訓練。不過耶穌會的宣教士遠勝於其他
的修會，乃在於他們願意忍受艱苦，和懷抱那份超凡的
自我犧牲精神。17

「靈命培育」與「使命」相輔相成
依納爵以《神操》作為藍圖，幫助信徒進入「以基督為
核心和榜樣」的靈命培育。這種培育之目的，是要信徒
調整生命，好能領受神在他 ／她生命中的召命。靈命
的培育，當中包括退修、安靜、內省、默想、默觀，與
及建立內在生命，是「使命」（旨意）的先決條件。另
一方面，依納爵又要求使命者（宣教士）能有每年一次
的長退修，好能再次培養靈性，去面對使命所帶來的挑
戰。這種相輔相成的「靈命培育」與「使命實踐」的訓
練，實在值得今天的教會學習！

我前面的新里程
蒙神的寵愛，筆者於2003年開始在中國宣道神學院作部
份時間講師，主要教授晚間的靈修神學課程，並於2007
年開始作全時間服侍。這段期間亦曾擔任出版部主任，
主編《靈深一席談》及統籌「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
程，感謝中宣給我寫作的空間，讓我完成了數本著作。
十七年在中宣的教學生涯，因着要照顧年邁的母親而要
劃上句號了。我將要辭別中宣回到加拿大去照顧體弱多
病的母親。中宣在過去日子對我種種的栽培，和給予的
每一個學習機會，本人會銘記於心。在此也想藉這機會
向中宣的每位老師、同工，及所有的日間和晚間同學，
獻上最衷心的感謝和祝福！

9. Fleming, Like the Lightn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gnatian Exercises, 133.
10. Joseph de Guibert, The Jesuits, Their Spiritual Doctrine and Practice: A
Historical Study, ed. George E. Ganss, trans. William J. Young, 550.
11. Alexandre Brous, Ignatian Methods of Prayer, trans. William J. Young, 46.
12. 依納爵經常將提到「默想」（meditation）和「默觀」（contemplation），這兩
詞就算不是作同義詞用，也作為相等詞彙來運用。但他傾向保留「默觀」這詞來
形容更為容易的操練。第一週所作的是「默想」。「國度」比喻中並沒有使用「默
想」或「默觀」任何一詞。所有福音書的插曲都是作「默觀」的。我們在「兩種
標準」和「三等人」中都「默想」靈魂的性情，但我們「默觀」神的恩惠，祂臨
在於我們的內心，並在其中施行工作。
13. Second Annotation, Election, three times, 378. Rules for the Discernment of
Spirits, Second Week, nn.2-8. Alexandre Brous, Ignatian Methods of Prayer,
trans. William J. Young, 130.
14. Varghese Malpan, A Compartive Study of the Bhagavade-Gítá and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on the Process of Spiritual
Liberation, 240.
15. Michael Ivens, “Ignatius Loyola” in The Study of Spirituality, ed. Cheslyn
Jones, Geoffrey Wainwright, Edward Yarnold, SJ (New York/ Oxford: Oxford
Press, 1986), 361.
16. Ivens, “Ignatius Loyola,” 48.
17. Ivens, “Ignatius Loyola,”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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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過的學道傳道之路
今個學期原本只替中宣教授一科延伸課程【與新舊約作
者同讀舊約】，因為疫情，有機會再多教一科【新約／
新約概論】。除了正職，還能兼教兩科，實在是神的奇
恩。早前有幸獲邀分享自己實踐使命的經歷，於是回望
這段日子，想起神如何恩領自己從學道到傳道，期間遇
上不同恩師，現在又成為別人的老師，實在值得述說神
的作為。

學道傳道之路一：
從歸納式研經法到情理兼備讀經法
信主初期，對神冷淡。有一天，心中泛起一個意念：我
信主已半年，是否要繼續做基督徒？如果要做，為何不
做一個認真的基督徒？腦海中自問自答，就下決心要做
一個認真的信徒。從此每天讀經靈修，一年讀完聖經一
次，並開始追求靈命成長。後來，參加神學院的晚間課
程，第一次接觸「歸納式研經法」（或稱 OIA 研經法），
如獲至寶，因為可以幫助自己更深入且全面認識聖經。
此後，我在教會推動團友以「歸納式研經法」查經。
2007 年 4 月，明道社創辦了「聖經精讀團契」；而同
年 11 月，中國神學研究院也開始舉辦「生命之道查經
課程」，這個讀經運動席捲全香港，參加者數以千計，
而 且 引 起《 時 代 論 壇 》 專 題 報 道（ 第 1119 期，2009
年 2 月 5 日）。這兩個讀經課程一改主流的單向學習模
式，要求參加者先完成查經作業，然後在聚會當天與組
員分享，跟著聆聽專人講解所查經文。
有學員參加「聖經精讀團契」後在教會開始自組查經小
組，查考剛剛查完的書卷，也有學員更有信心地教導主
日學。我從這次經驗，有兩方面深刻的體會：第一，藉
著實踐來學習（learning by doing）的成效，比只靠閱
讀或聆聽（learning by reading or listening）更好；
第二，群體在讀經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個人讀經不
能取代的，因為群體讀經促進彼此交流，可以豐富個人
的信仰經驗，並且修正自己對經文的理解。

跟著，我開始思想如何讓「聖經精讀團契」精益求精，
於是尋找資料，意外的是，我發現，許多前輩都曾指出
「歸納式研經法」的不足：一是信徒本末倒置，經常忽
略應用；二是把應用當作頭腦上的反省，卻不是有血有
肉地付諸實踐。雖然這是信徒的問題，但是如果「歸納
式研經法」最後一個步驟不是應用而是實行，信徒思考
的方向或層面或者會很不一樣。
有見及此，有些曾推動「歸納式研經法」的人，之後也
放棄它而另闢蹊徑；包括：何翰庭自創「分比問想讀經
法」，黎惠儀自創「愛碼讀經法」，我則發展了「情理
兼備讀經法」。這些方法有何分別？簡言之，別人從讀
者入手探討如何讀經，我則從作者入手探討如何讀經。
我們不知道舊約聖經作者如何寫作，但是知道新約聖經
作者如何寫作，因為從古代文獻得知，他們接受教育時
會學習希羅修辭學，也即學習如何寫作、如何表達。
最後，建基於希羅修辭學提倡的動之以情（pathos）、
說之以理（logos）、感之以品（ethos），我將讀經分
為與經結連、與神結連、與人結連三部分，期望幫助信
徒不但以理性理解，更以改變生命的向度來閱讀；並且
在閱讀過程中，在情感上帶來深層改變，讓讀經者得著
全面的生命轉化。

黎永明

天道書樓副總幹事 / 客座講師

實踐使命的反思
回望走過的路，反思我們實踐使命時需要留意幾點：

學道傳道之路二：
從文學釋經到文本互涉
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回顧上主過去的恩領和眷顧，在
認識祂的路上安排不同恩師啟導自己。在播道神學院，
我從許德理教士學習「歸納式研經法」；在建道神學院，
從馮耀榮牧師學習「文學釋經法」；在中國神學研究院，
從楊錫鏘牧師學習「創造神學」。每一次學習都是開眼
界的歷程，也一點一滴累積了讀經體驗，一步一步建構
我讀經的套路。
蒙福是為祝福。既然從不同恩師獲益，也使用所學的回
饋教會，二十年前，神讓我在天道書樓參與文字工作，
創辦「文學釋經」系列，事前我要說服當時的上司及同
工翻譯由猶太人奧爾特（Robert Alter）撰寫的《聖經
敘述文的藝術》（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這
個經驗十分寶貴，因為由基督教出版社出版猶太作者的
書籍在當時是少有的。
多年前，眼見不同神學院聖經系的老師都學成回歸，當
中不少老師的博士論文都關於「文本互涉」，而且相繼
出版。於是，我一方面自修，另一方面亦創辦「文本互
涉」系列，配合大勢所趨，希望可以幫助華人信徒更深
入認識神的話語。

一、 積極回應聖靈：我信主初期，對神冷淡，但是聖
靈仍可作工，藉著一個意念，改變人心。聖靈何
時工作，是祂的主權，但是信徒可以積極調校自
己，例如定時退修，尋求祂要你如何更新，配合
祂的帶領。
二、 不斷裝備自己：即使完成一些神學課程或學位，
也不要以為已經「滿師」。你越追求，越認識自
己有限。從「歸納式研經法」到「情理兼備讀經
法」，「從文學釋經」到「文本互涉」，我發現
學海無涯，經過不同年日的累積，更能助己助人。
三、 敢於嘗試勿僵化：雖然我已教授新舊約聖經多年，
新約 27 卷都曾教授過，但是通常是以數堂教導一
卷書，但今個學期教授新約／新約概論時，每堂
只以有限時間講解一至兩卷書，的確是不同的體
驗，也訓練自己「長有長講，短有短講」。所以，
實踐使命時切忌僵化「食老本」。
四、 蒙福是為祝福：每當神交託任務給你，祂必賜你
完成工作的能力和恩典。神既然賜你恩典，就不
要將恩典囤積，據為己有（廣州話「落格」）。
恩典越用越有，不會短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野人獻曝，以供參考。

生命故事

生命．轉化．使命

王麗敏

道學碩士同學

在入讀神學院的第一年，靈修神學講師黃韻妍博士曾

的過程中，我看到的重點不是完成甚麼，而是我的生

經叫我們畫一幅畫表達我們的生命狀態。那時候，我

命在於神，不在於追求能力、果效，或是逃避失敗而

畫了一個盆栽與柔和的光線。盆栽意味著整個群體，

不斷躲藏。

我是其中一棵幼苗，而光線就是上帝的看顧。雖然上
帝的光線充滿整幅圖畫，但我表達出的卻是「我只是
群體中微小的一個」；我心裡總是在想，我不能獲得

服侍社區

上帝細心的看顧，因為其他人比我更重要，而我並不

當我踏入社區，服侍無家者時，我深受感動；我看見

重要。這樣的想法使我感到與上帝的距離甚是遙遠。

神從沒有離開他們，縱然他們有許多缺乏，但祂卻差
派祂的僕人前來關心他們，安慰他們。比起物資的供

生命的轉化

給，真正的關懷來得更重要，當然他們實際的需要仍

直到神帶領我到「豐收慈善基金會」及「基督教關懷

待。由於同工對他們多年的關懷，我作為初次探訪者

無家者協會」實習，在那裡我更深感受到我的生命被

也獲得了信任；我沒有想過無家者竟會把我看如家人

神轉化。神從來都沒有遺下我一人，神一直都在注視

般接待我，甚至說要送禮物給我，這一幕深深印在我

與看顧我生命的問題。我從「豐收」總幹事的文章裡，

腦海中。我常以為我必須做到甚麼，但更重要的是關

看到神極重視每一個生命；我參與不少協會的義工探

係的建立與生命影響生命；這不是「為做而做」，對

訪隊，看到生命如何影響生命。我的生命亦因而不斷

方會感受得到是否被真誠對待。我看見被探訪的人因

被神轉化。

著信任同工，願意接納禱告的服侍和認識福音。

原來，過往我有不少錯誤的價值觀：我以為我必須完

從這些服侍中，讓我重新回想文章開頭所提及的畫，

成甚麼，有甚麼成就，才代表我有價值。但在實習的

我的眼光被上帝重新扭轉；祂不但看顧我，也讓我相

過程中，我看到同工們的事奉雖然很普通，但帶來的

信祂一直如此看顧每一個人。畢業的日子近了，我再

影響卻非常之大。他們堅持自己的心需要不斷被神轉

次感到壓力，但感恩學院邀請我執筆分享，透過回顧

化，藉著禱告重新得力，以致他們面對服侍者有不一

神給我的恩典，以及祂給我的領受與得著，重新使我

樣的眼光。在他們的眼中，並不是完成一些工作項目，

由生命的低潮再一次被鼓舞。筆錄神的恩典，喚醒了

而是珍視神所著重的生命。因著他們的生命被轉化以

我過去如何面對生命的盲點，以致我生命繼續被神轉

致更能夠盛載別人的生命。生命比起事奉更重要，被

化，尋找使命。

神轉化的生命又使我們的事奉變得更不一樣。在這樣

然需要獲得正視。同工們也把無家者視如家人一樣看

財務報告

課程推廣

收入

校本部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創造神學與智慧文學

黎永明博士

元福靈糧堂

2 月 22 日 ( 週一 )

支出

葉萬壽老師

開課日期

觀潮浸信會
2 月 26 日（週五）
營會地點：中宣 營會日期：
校園
3 月 6 日及 4 月 10 日（週六）

神學

周震聲牧師

心靈靜舍

默觀基督
（附營會）

賴玉芳老師

聖約教會遠東堂 3 月 17 日（週三）
營會日期：
4 月 18 至 21 日（週日至二）

依納爵靈修與屬 董澤龍神父
靈辨別（營會）

3 月 4 日（週四）

思維靜院

5 月 26 日至 30 日
（週三至日）

屬靈導引：
賴玉芳老師
本課程只供已獲邀進入「基督教屬靈導引」
個人實習與督導 何林月滿博士 碩士課程第三階段之學生報讀
（二）
邱穎妍老師

(874,216)

宣訓支出

(239,347)
(268,540)
(1,382,103)
514,314

本期盈餘 / ( 不敷 )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累積不敷

(184,205)
(3,388,234)

購置設備
(29,137)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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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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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417

教職員薪酬

總支出

冬季課程（2 月至 5 月）

上課地點

645,893

行政及課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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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與靈性的
關係與成長

461,363

開課日期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講師

789,161

宣訓奉獻
總收入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17 查詢。

課程

經常費奉獻
學費及其他收入

以下課程將公開接受有興趣的肢體旁聽，讓我們在聖經上有更豐富的裝備。
課程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網上奉獻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奉獻方法：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普及神學課程（4 至 6 月）
科目

講師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網上課程）
心靈的塑造

黃韻妍博士

Zoom 網上平台， 4 月 8 日（逢週四）
廣東話授課
退修日營：5 月 1 日
退修日營：中宣校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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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佈道栽培雙簧管

劉秀珍牧師

Zoom 網上平台，
廣東話授課

4 月 13 日（逢週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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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希伯來文的眼鏡

周曉玲老師

Zoom 網上平台，
普通話授課

4 月 14 日（逢週三）

個人資料：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為母的心
徐林貴珍老師
——尋回安穩的力量

元朗區教會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4 月 15 日（逢週四）

（地點待定）

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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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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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