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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於2016年11月開始踏入第三十年。這是一個重要的
歷史時刻，院董、老師、同工們一方面數算神的恩典，另
一方面繼續探索學院的發展方向。三十而立，我們在神
面前所領受和確認的神學教育抱負，仍是「三化異象」，
並將繼續於「靈命塑造」與「宣教培訓」的領域上為神
國效力。因此學院三十周年的院慶活動，均環繞「靈命
與宣教」為主題，期盼為華人教會開啟「靈性牧養」的
路，並傳遞寬闊的「宣教理念」，在不同地域、範疇見證
神國。

中宣在內地事工方面，經過多年的默默耕耘，也已進入
師資培訓階段，期盼能為內地教會培育師資，向中國神
學教育本色化方向邁進。此外，內地也有不同培訓團隊
或教會，認同中宣的「三化四柱」神學教育理念，邀請學
院與他們合作以提升當地的培訓素質。學院得以服侍更
廣大的內地群體，建立生命，推動宣教，我們為此感謝
上主。

為回應內地及香港教會對靈命培育的關注和渴求，我們
將於來年開辦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盼望能為
有心志以屬靈導引為牧靈方式的牧者和信徒領袖，提供
整全且有系統的培訓。課程培訓對象將包括內地及香港
的牧者和信徒領袖。我們為能繼續推動華人教會的靈性
牧養工作而感恩。

前言



本港神學教育課程
中宣課程分為「校本部課程」和「校外兼
讀課程」；其中校外兼讀課程涵蓋進修碩
士課程及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簡稱
「信培部」）。

（一）校本部課程

現時校本部課程包括：道學碩士（榮譽）
課程（四年制）、道學碩士課程（三年
制）、神學學士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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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設計與內容，均以
學院的使命宣言為基礎，即「旨在培育有
學養、靈命與宣教並重的神國工人，將三
化異象落實於教會及社會」。

除日常課堂外，學生亦透過每星期的早
會、祈禱會，以及老師的講道分享，提升
教會牧養和宣教服侍的素質。本年度的
早會主題分別是：「神國中的服侍」、
「神國工人的喜樂與受苦」。

總計本年度修讀校本部課程的全時間神
學生有34人，畢業生共6人。

神學教育簡
報

（二）校外兼讀課程

(1) 進修碩士課程

進修碩士課程主要服侍對象為在職牧者及信徒領袖。教
牧進修的碩士課程包括神學碩士、道學碩士（教牧進
修）及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本年度開辦的科目
包括：「靈命成長學」、「氣質、性格與靈命成長」、
「人際衝突與靈命塑造」、「默觀基督」等，主要幫助教
牧同工在個人靈命及禱告操練上有更深入的學習。此
外，亦開設「屬靈群體的建立」及「教牧個人成長」等實
踐性科目，幫助教牧們將所學內容具體應用於牧養教
會。

在職信徒領袖進修的課程則有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課程，本年度開設「禱告的理念與實踐」、「心理與靈性
的關係與成長」及「屬靈群體的建立」等科目，幫助信徒
重整屬靈生命。另外，在歷史及神學範疇上，也開辦了
「歷代基督教靈修傳統」及「基督教倫理學」，幫助信
徒結合生活和信仰，在教會及職場中見證信仰。

總計本年度進修碩士課程的學生共有85人，畢業生共15
人。

(2)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信培部以裝備信徒實踐使命為目標，為信徒提供聖經導
師培育課程（文憑）、普及神學證書課程、普及神學（婦
女）證書課程及門徒培訓證書課程。過去一年，修讀信
培部課程的總人次共494人，畢業生共27人。回應三十
周年院慶，信培部於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推出「同
心培育，同頌主恩」計劃，為校友所牧養的教會弟兄姊
妹提供報讀優惠，一方面藉此加強校友聯繫，亦可與教
牧同工一同培育弟兄姊妹在真道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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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神學教育課程
由環球神學教育部（簡稱「環教部」）統籌的內地神學
教育課程，現時共開辦三個課程，包括：

（一）道學碩士課程，對象是大專程度的城市同工；

（二）神學學士課程，對象是具備高中學歷的農村及城
市同工；

（三）教牧學學士課程，對象是具備初中學歷的農村及
城市同工。

（一）道學碩士課程 

本年度內地道學碩士課程平均每學期有23人修讀，學生
人數比去年度增多，當中包括一些現職教牧的旁聽生及
2位新生。同時，學院嘗試組織一些團體活動如釋經講道
比賽、功課討論和分享會，以提高學習氛圍。在校期間，
院牧每週分別帶領三組福音默觀小組，讓同學更多默想
聖言，彼此分享，在小組中進行屬靈導引，同時也會帶
領校友進行個人退修，並為有需要肢體提供面談及輔
導。為了加強同學之間在靈裡的支持，及深化個人靈
命，院牧更在放假期間建立網上平台，組織同學在網上
一起進行默觀操練。

更感恩的是學院現時有3位儲備師資，分別在不同的神
學院攻讀神學碩士課程，可望在未來兩至三年投入教
學。而為進一步推動內地神學教育本地化，學院將繼續
鼓勵一些有恩賜的同學，投身神學教育事工，期望五至
八年後可以組成堅實的內地講師團隊。

（二）神學學士課程／教牧學學士課程

本年度上述兩個課程學生人數平均為19人，共招新生14
人。教牧學學士課程本年度有7位同學畢業。畢業禮已
於4月舉行。

為加強師資質素，現時有兩位講師正攻讀教牧學博士課
程。學院亦邀請合資格的校友、資深教牧或宣教機構的
同工，擔任客座講師。

（三）協助內地團隊、教會開辦碩士課程
 
由於內地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有內地培訓團隊、教會邀
請學院協助開設碩士課程，以提升培訓素質。有關項目
現屬探索和開展階段。學院也盼望跟這些團隊、教會合
作的同時，可以嘗試資源共享（如師資交流），一同為神
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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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院慶
2017年為中宣創校三十周年，學院於去年11月啟動三十
周年院慶活動，並以「主牧我靈・延展國度」為主題。中
宣的創校宗旨是要向中國宣教，為此培育宣教人才（不
論是前線的宣教士，或作後勤支援的）。正因宣教士長
年在外服侍，需要面對不同挑戰，所以學院特別注重靈
命操練，一方面讓學員先經歷被牧養，以致他日他／她
們能牧養羊群，另一方面是讓同學懂得時刻回歸上主，
擁有強健的屬靈生命在外為主作戰。

三十周年院慶活動以宣教與靈命為基調，也希望藉此凝
聚校友，與學院並肩同行。活動包括：

三十周年院慶啟動禮

啟動禮於去年11月在學院舉行盆菜宴，共有二百多位校
友、同學、老師、同工，偕同家屬參與。當晚氣氛熱鬧，
大家濟濟一堂懷著興奮的心情，共同見證學院邁向三十
周年的啟動儀式。

靈性牧養講座及研討會

上述講座於2017年3月舉行，以「從心靈醫治到靈性牧
養」為主題，邀得在這方面甚具經驗和研究心得的李耀
全牧師為大會講員，同時亦蒙兩位牧者分享實際經驗，
共有百多位弟兄姊姊參加。研討會期間，學院三位靈修
神學講師同時發表他們不同層面的研究，更與李牧師和
現場七十位教牧互動討論，成果豐碩。



校友重聚日暨校友會周年聚餐

是項活動由學院及校友會合辦，宗旨是讓歷屆師生難得
相聚，一起追憶往事、促膝詳談。當晚除校友外，我們更
邀請了已離任和現任的老師一同出席，聽聽校友「細說
當年情」。老師更為一眾校友祝禱和加力，場面感人。聚
會已於5月順利舉行。

宣教與門訓講座及工作坊

學院將於9月22及23日舉行宣教與門訓講座及工作坊，
題目為“Our Mission is Bigger than you Think!”。講員
Rev. Howard Peskett（白思傑牧師）是資深宣教士和聖
經學者，並擁有多年督導宣教和門徒訓練事工的經驗。
工作坊則邀請了不同宣教機構及學者主領，盼望能開闊
信徒對宣教使命的理解和視野，激勵行動實踐 。

三十周年感恩崇拜及院慶暨異象分享晚會

踏入11月便是慶典的高峰，我們將舉辦感恩崇拜，與同
行者、校友及全院師生，以讚美、詩歌、禱告和感謝為
祭，獻給上主。當晚亦會舉行異象及事工分享會，計劃
邀請支持者、同行夥伴教會、校友等出席，以集合更大
的力量和資源，一同為神國效力。

來
年
展
望



11月甫至，中宣服侍華人教會即已三十
載，準備踏上新里程。

中宣以「三化異象」創校，中華民族福音
化、華人教會國度化、中國文化基督化
的三化理念，一直獲華人教會認同；而中
宣的使命宣言：「旨在培育有學養、靈命
與宣教並重的神國工人，將三化異象落
實於教會及社會」，也是學院一直踐行
的神學教育方向。三十而立，面對今天紛
亂的世代，我們看見神學教育的核心內
涵，是需要更能突顯基督的形象，以基督
為中心去塑造神國工人和信徒群體，以
忠心跟隨基督去回應世代。

這與三化異象全然一致，因為福音化的
福音，正是基督的福音；國度化的國度，
正是耶穌基督傳講和見證的核心信息；
而文化基督化，正是以基督十架精神批
判和更新文化。換句話說，三化異象的
前半，道出了需要三化的領域──中華
民族、華人教會、中國文化，而三化的方
向──福音化、國度化、基督化，其核心
內容就是基督。在中宣踏入三十周年之
際，我們在神面前謙卑領受的職事是，致
力為華人教會建立跟隨基督、高舉基
督、見證基督的信仰群體。

來
年
展
望



為此，學院決定採納約翰福音十七章17-18節：「求你用
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
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為院訓經文，以表明我們
是仿效耶穌基督般奉差遣進入世界的神國工人，時刻需
要忠心跟隨基督及踐行宣教行動；此外，以真理（神的
道）聖化門徒生命，將指導著中宣靈命塑造和神學思考
的教育理念和核心內容。因此，我們也把使命宣言修訂
為「旨在培育有學養、靈命與宣教並重的神國工人，引
導他們在基督的真理中成聖，並跟隨基督奉差遣進入世
界，傳揚福音、見證神國、踐行基督信仰的文化價值觀，
將三化異象落實於教會及社會」，讓中宣的異象與使命
能更豐富地呈現出來。

如是，我們盼望中宣能培育出更多常常帶著使命感、跟
隨基督、以神國為念的學生，畢業後可以藉著教會牧養
和宣教工場（本地、職場、海外）的服侍，將這份使命與
信念帶給不同的人，彰顯基督，拓展神國。

我們也以同樣的神學教育理念，培育內地神學課程的學
員，這對今天內地教會的健康成長饒有意義。期盼學院
的靈命塑造與宣教實踐理念，能幫助內地教會及信徒更
活出基督的形象與豐富，在社會中發揮影響力。我們也
會繼續朝著神學教育本地化的方向，致力培育內地師資
與人才，為中國教會多行一里路。

財
政
報
告



2016-17年度不敷：HK$847,038*
截止2017年6月，累積不敷為HK$4,232,454

來年，我們所需籌募的經費為港幣$1,774
萬，主要包括兩方面：（一）為內地和香港整
體事工發展（$1,354萬），當中包括開辦內地
及香港「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二）
盼望能清除累積多年的不敷（$420萬），使
我們能毫無顧慮地發展事工。中宣一直默默
耕耘，不隸屬於任何宗派，實在需要您的同
行和額外的奉獻支持，使各項事工得以持續
發展。 

校園發展方面，洪屋校園的重建計劃已進入
關鍵的階段，學院規劃顧問已於7月份就洪屋
校舍的重建向城市規劃委員會遞交了更改土
地用途與規劃的申請。我們仰望神開路，讓
校舍的重建工程得以展開。倘若申請順利，
學院將於未來五年進入一個龐大的重建工
程！我們實在需要你們的同行與記念。

財
政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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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訓支出
HK$1,662,852

行政及課程支出
HK$2,841,782

教職員薪酬
HK$7,909,040

支出
HK$12,413,674

宣訓奉獻
HK$1,372,923

學費及其他收入
HK$3,597,563

經常費奉獻
HK$6,596,150

收入
HK$11,566,636

備註：
1. *本院財政年度由7月1日至6月30日。（尚待審計）
2. 學院免息貸款為HK$200,000。

我們的需要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按月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_，為期 __________年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__
　○經常費 HK$_______　○教職員薪津（姓名︰_________HK$_____）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
　○內地事工 □經費 HK$_______
 □宣教同工薪津（姓名︰_________HK$_______）
　○學生資助 □本港　□內地（姓名︰_________HK$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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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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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74-00090110)
□ 在本人信用卡戶口記賬 HK$__________________
　○ VISA / ○ MASTER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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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奉獻滿HK$100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扣稅。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先生/女士/教會/機構）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閣下的個人資料會妥善保存於本院資料庫，並供本院與閣下聯絡、處理捐款、開
發收據之用途。

  □ 本人願意與中宣同心同行，請把學院通訊、代禱信、課程／活動推廣或籌募消息
  　○ 郵寄／○ 電郵 給我。
  □ 已定期收閱   □ 暫時未有興趣收閱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地址：新界元朗洪屋130號 (130 Hung Uk, Yuen Long, N.T., Hong Kong)
電話：(852) 5802 5300  圖文傳真：(852) 3117 6043
電子郵件：info@cms.org.hk 網址：www.cm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