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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實用神學講師余志文博士遇上嚴重交通意外，求主讓余博
士得到適當治療及早日可以進入康復治療。

•	寒假短宣將於 1 月 4-13 日進行，是次將到東南亞服侍，請
記念領隊和同學的事奉配搭和有平安的腳步。

•	本地佈道實習將於 12 月 30 日至 1 月 13 日進行，是次將
分別參與學園傳道會和城市睦福團契的服侍，請記念學院
與兩機構的協調和同學的服侍。

•	祈求主使用由 2023 年 3 月開始的「個人屬靈導引服侍計
劃」，讓這世代的弟兄姊妹及牧者經歷屬靈的餵養及成長。

教職員消息
•	校友羅曉彤（MDiv	 2017）由 1 月起加入本院為信徒神學
培育部副主任。

•	舊約講師蒙日昇牧師完結安息年假，於 1 月返回學院。

專題文章
神不是敬拜的主角？

講師園地
神學教育的考量

生命故事
見步行步的神學進修之旅

校友消息
•	恭賀校友曾詠珊（MMCS	 2021）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
獲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她往後的
牧會之路。

•	恭賀校友鍾燕玲（BTh	2010）於 2022 年 11	月 27 日獲中
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她往後的牧會
之路。

活動剪影

•	感謝主，中國宣道神學院三十五週年感恩崇拜於
2022 年 11 月 20 日（日）順利舉行！多謝各位親身
出席或參與網上直播的牧長、老師、同工、同學、
董事、校友和各珍愛中宣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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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誰是敬拜的主角？

若問「誰是敬拜的主角」，可能很多人會說是
神，但存在主義哲學家祁克果（Sør e n 	 A a b y e	
K ie rkegaard）卻提出另類看法：若視崇拜為一台
戲，主角便是當中的表演者，難道我們期望神要表
演給誰看嗎？祁克果指出在這台「戲」中，所有會
眾都是「演員」，領會者（主席、敬拜隊、詩班、講
員……）的角色是「提示者」，他們最大的責任是協
助「演員」（會眾）演好這台戲，因為當中只有一位
十分重要的「觀眾」——上帝。

若領敬拜者是「提示者」，他們應該像導演或場務一
樣，扮演隱藏的角色，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和突出「演
員」去取悅神。筆者曾如此提醒敬拜隊和詩班：「若
崇拜後有會眾告訴你今天的詩歌很悅耳，但卻記不起
詩歌的內容，你的事奉便不算成功了。」然而，我們
也只是凡夫俗子，敬拜隊、詩班和講員盼望獲得別人
的讚賞乃人之常情。因此，如何才能做到「隱藏地」
事奉呢？

敬拜建基於愛

「孝」自然使人想起父母與子女，「拍拖」自然使人
想起相戀中的男女，「敬拜」自然使人想起神和人。
作為名詞，「敬拜」便是「神人關係」；作為動詞，
「敬拜神」乃人對神恰當的回應。但何謂恰當呢？

布伯（Martin	 Buber）指出在人與人、人與神的關
係與互動中，可能會有「我、汝」（I	–	 Thou）或
「我、它」（I	–	It）的態度表現。「它」之於「我」，
是功利的，例如拜黃大仙，因為以為它有求必應。但
在「我、汝」關係中則不一樣；基督信仰的敬拜乃建
基於愛，我們敬拜神，因為神先愛我們，祂也期望我
們「愛人如己」。因此，培育敬拜事奉者的第一步，
是建立他們成為愛神、愛人的門徒。敬拜事奉者若真
的愛神，自然會散發出這份魅力，感染會眾。當「以
愛為本」地事奉，敬拜隊努力練歌便不是為了贏取掌

聲；用心預備講章的牧者也不是因為要在人前有好表
現；提早到場預備的影音事奉人員亦不是怕被人指責；
他們皆盼望能為神獻上最好。
　　
再者，領敬拜者若愛會眾，他們會很緊張會眾能否在
崇拜中與神相會，他們甚至會希望會眾忘記自己曾站
在台上，只記得神在崇拜中的同在、教導與更新。但
理論歸理論，要全然「以愛為本」地事奉，卻是知易
行難，那怎麼辦呢？

敬拜三一神

和合本把約翰福音四章 23 節譯為「用心靈和誠實拜
祂」，但更準確的翻譯應該是「在靈和真理裏拜祂」。
這個「靈」字的原文在約翰福音出現時，差不多也是
指聖靈；至於真理，既可指基督，也可指神的道，而
這兩個解釋並非彼此排斥的，基督道成肉身，而且整
本聖經的大方向也是指向基督。
　　
「以心靈和誠實」較強調省察內心，要真誠，這並沒
有錯，但單靠這個軟弱、情緒化的凡人的「心」，怎
可能做到全然「以愛為本」地事奉呢？「在靈和真理
裏拜父」勾畫出敬拜神學最重要的基礎：藉子、靠
靈、拜父。藉聖子的救贖，不配的罪人得以與神重建
關係，因祂道成肉身，我們能認識三一神。惟有靠着
聖靈的破碎和感化，人才可以完全俯伏在神面前，感
受和經歷祂的愛、祂的偉大及祂是如此配受敬拜。依
靠神的程度，直接影響敬拜事奉的果效與深度。

敬拜事奉者的反思

我們可透過以下問題檢視自己的狀態：
1.	在崇拜中，我是否深願神得榮耀，會眾能與神
相會？還是較關心會眾怎樣看自己在台上的表
現呢？

2.	每次編寫敬拜流程前，我有用一定時間禱告嗎？
若有人對流程提出建議，我通常的反應是虛心
聽取意見，還是較抗拒修改自己喜愛的詩歌呢？

神不是敬拜的主角？
3.	若某次事奉沒有太多時間練歌，卻有敬拜隊員
或詩班員提出要花多點時間一起禱告，我會有
何反應呢？

4.	身為崇拜講員，在預備講章前有用一定時間禱
告嗎？我會想依靠神早點確定講道方向，方便
敬拜隊配合和預備合適的詩歌，還是會因為要
「太早決定」而感到壓力呢？

這些問題只供參考，並非要提供絕對的標準，舉例：
即使花多點時間禱告也未必等同真的依靠神。但筆者
卻盼望透過這些問題讓我們認清自己：我是真心依靠
神？還是更靠自己和技巧？我是否容易看重別人怎
樣看自己？我真的關注神得榮耀、會眾能否與神相會
嗎？我在哪方面做得最好？哪方面最須改善呢？看到
自己的不足，是事奉者能被培育的基礎。
　　
當我們想進一步為神獻上最好，及想有效地服侍會
眾，便自然會花更多時間去禱告、預備和練習，我們
選詩歌時會謹慎地思考它們是否符合真理，我們會發
現站台事奉需要各方面的技巧，會小心地思考每句說
話、每句歌詞是否恰當，因而願意為神、為會眾去進
修、學習神學、虛心地聽取他人的意見。

隱藏地事奉

筆者嘗試以一則故事為本文作結。麗玲參加了敬拜
隊，分別在少年和成人崇拜中服侍。她是一位頗愛美
的姊妹，就衣著問題，一方面有人告訴她台上的事奉
應是很莊重的，故必須穿裙子或西褲，同時有人說敬
拜讚美充滿活力，要幫助會眾自由地敬拜，不應受衣
著的束縛，這令她有點困惑。
　　
此外，她想到一點：站在台上，便應認真，故穿漂亮
些也很正常。於是她在某次崇拜選了一條款式時尚、
十分漂亮的裙子。聚會後，一位姊妹告訴她那條裙子
很漂亮，崇拜時常常看着它。事後麗玲感到有點懊
悔，原來一條裙子也會令會眾分心，分散了應單單放
在神身上的專注力，她感到對不起神，也對不起那位

肢體。事後她與牧者分享，但牧者卻鼓勵她：「您心
中對神和那位肢體感到歉意，這反映您對神和會眾的
愛，這是領敬拜者最需要的素質。」自此，她用更多
時間為事奉禱告。同時，為了弄清楚「衣著原則」，
她開始進修敬拜課程，結果她更明白敬拜的理念，更
懂得選擇合適的詩歌，唱歌技巧也不斷提升。
　　
雖然她頗愛美，但其後事奉時會選款式較簡單的衣
著，髮飾也不會太特別。她參與的敬拜隊在青少年崇
拜時會穿 T 恤和球鞋，在成人崇拜會穿襯衫西褲，他
們知道這樣穿，在相關崇拜的會眾的眼中是最理所當
然的，會眾不會因為他們的衣著而分心。唯一一點，
是他們上台時，不論穿甚麼，也會整齊、端莊一點，
讓會眾感到他們敬重神，亦減少會眾因而分心的機會。
　　
要做到完全「以愛為本」、隱藏地事奉，一點也不容
易，但我們必須踏出第一步，求神幫助我們做到。誠
然，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但「在靈和真理裏」，事奉
者的靈命被孕育，我們會越來越愛神愛人、更輕看其
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努力練習、學習和進修。願意依
靠神來事奉，便是獻上最美的祭。

余志文
實用神學講師



講師園地

感謝上主的恩典，筆者有寶貴機會先後在六間神學院
教授聖經課程，每間神學院的學制和師生都有各自的
特色，同時帶給筆者豐富的體驗與對神學教育的反
思。筆者亦很感恩能於今個秋季在中宣這大家庭教授
第七個課程，今次希望與大家一起對神學教育作出一
些思考。

讓我們先從教育理論去思考教育原則。筆者曾經聽
聞過一些個別聲音，認為神學課程內容不宜太有批
判性、太多可能性的答案或太多含糊性，令學生難以
拿捏到標準。最好能提供容易記憶、可供在教會即時
照用的答案。但在不少教育理論中，面對多元化社會
發展，教學不應只著眼於知識傳遞，而是幫助學生進
行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避免人云亦云。
透過慎思明辨，對不同的個人或公共事務的合理
性、可信性進行反思，以幫助學生應付身處社
會的需要或挑戰。1	神學教學其實也相若，我
們所珍重的聖經，其內容本身就是充滿張力
的，而我們所持守的基本教義，如三一
論和基督神人二性論，都是經過教會先
賢的批判性思考和對不同可能答案的反
覆討論才能達成。我們實在不宜扼殺批
判性思考的過程，與過程中的含糊性和
不同可能性答案，而只單求學生很容易
背記單一標準答案，這樣我們只會訓練
出不懂慎思明辨的標準答案背誦機器，

未能回應現今世代所需要的傳道人，難以回應世界或
慕道者對教會作出複雜的神學、道德、倫理多樣化的
質詢。筆者感恩能在中宣教授〈批判思考〉課程，樂
於見證學生們對這思考方法的興趣和掌握，有利於他
們日後不斷自我檢視和改進自己的觀點，及 / 或優化
自己的表達，以應付日後在工場上所遇到的挑戰。

其實，社會進步源自不斷的思考，政治哲學家
Arendt	認為思考就是「我」與「自己」的沉靜對話
（silent	dialogue），化解我們思想裏固定習慣或既
定接受的行為規律，避免使用普遍性標準價值來判斷
獨特性事物。2	心理學家 Thorndike 則發現動物可藉
不斷嘗試錯誤與練習，以減少錯誤和探索正確解決的
方案，從而歸納出「嘗試錯誤練習律」（Trial	 and	
Error	 Law）應用在教學上，並提出老師應該引
導學生嘗試不同的解決問題方式去獲取學習滿足
感。3	由於不害怕過程中的錯誤是自由學習的重
要一步，心理學家和人文主義思想家 Rogers 就
主張教學應以人為本，提供一個「安全支持」的
自由學習環境，以協助學生進行自我思考、

自我啟發、自我尊重和自我引導的學習
之旅，達致「自我實現」的終極教學
目標。4		

部分人或許會期望神學院老師完全避
免提及或只輕輕帶過一些比較爭議性的

神學思想或聖經詮釋理論，而只教導普遍
教會聽過和容易接受的；不容許同學在
課堂提出古怪或越軌的思想、問題或

答案，以免產生半點差錯的異
端份子或任何越線的討

論，寧願犧牲對

話和思考的益處，以訓練出最穩打穩扎的傳道人。但
筆者在教授舊約概論時，卻採用另一個方向，在課堂
曾打趣說不怕同學在課堂或功課提出極端的想法，老
師會按學術標準而非立場去評分，亦會透過課堂討論
或課後約談去說服和確保他們返回正統思想；亦主動
讓學生接觸更多古近東的平衡文本，詳列與聖經的異
同，突顯聖經的文化處境影響及獨特性；介紹不同的
學術理論，列出它們的可取之處、違反我們信仰立場
之處及我們回應的合宜方法。筆者相信這樣的不斷多
元對話，才能使他們的信仰更穩固扎實，我們才能訓
練出一個能與世界並年青人對話，並受世界尊敬的傳
道人，而非一批被視為反智、被世界拒絕聆聽和邊緣
化的古老石山，否則，將來教會的傳教工作只會事倍
功半。

筆者記得在中宣教授舊約神學時，有同學說如果老
師先教授系統性的舊約神學和老師自己所建立的那
一套神學，而非先教授神學界對舊約神學的定位之爭
論，將會令同學更早嚐到課堂的精妙和甘甜，但部分
同學和筆者卻認為，必須經過那些神學爭論的對話才
帶出問題與不同可能性，之後才是看不同系統性神學
和老師的那套神學的合適時候，最後才是學生整合自
己的一套舊約神學的階段，對話過程是美好收成的必
經之路。最近筆者也在網上建立了《古近東文士》
YouTube 頻道，帶領訂閱者接觸博物館內的不同古
近東文本及文物，與聖經接連、對比、思考，以深度
和對話性的去理解和反思聖經，希望鼓勵更多教會和
信徒能擁護這種對話性的學習，並與不同信仰的人士
開展對話。（歡迎大家訂閱和介紹給朋友）。

另一方面，老師為某些神學討論劃「紅線」的方法，
實在是難以贏取這時代的人心，與其禁聲，倒不如開
放討論並由學院主導朝向正確的方向，但容許一定程
度的開放性。例如在智慧書中的箴言沒有將律法引入
成為教育年青人的工具，相反是讓擬人法的智慧及愚
昧，各自發表言論，廣泛引述世界的不同觀察和正反
意見，說明行惡路也有利有弊，行正路有收獲也要付
代價，當中是有討論的空間的。如果在學院的課程

中，學習討論由始至終只容許一把聲音出現，沒有正
反對話或眾聲喧嘩（筆者的研究所選用的一套理論）
的空間可能，實在不利於神學生的學習或追求真理和
事實。相反，箴言容讓讀者自由推理，自我負責去選
擇自己的道路，但作者仍致力游說讀者選擇正路，這
值得我們這群神學院老師反思對學生最有益和有效的
教學方法。而且，真理一方根本不需完全禁止反對聲
音。神或舊約先知容讓百姓去討論或與自己爭辯對律
法的詮釋，新約中的耶穌與使徒保羅也與法利賽人和
文士對話。聖經透過正反意見的記錄，讓讀者不背記
官方標準答案，卻透過自由反思問題，以更明白當
中意義及自行判斷。在教會作教導或管理的應引以為
鑑，避免自己成為「一言堂」去消滅不同意見，相反，
要給社會一個有包容胸襟的好見證。筆者在中宣的課
堂上，常常喜歡學生問問題，促成更互動的學習氣氛
和更豐富的討論結果。

筆者非常感恩能在中宣大家庭教學和認識到不同的同
學，感謝學院與同學們的支持，與我一起進入無數的
神學對話和批判思考，探索遼闊的聖經世界與神學宇
宙。願小僕以上篇幅有限的討論能帶給大家一些思
考，繼續為神學教育出一分力，祝福中宣大家庭。

李穗洪
舊約客座講師神學教育的考量

 1. 蔡啓達：《圖解：教學原理與設計》（台北：五南圖書，2012 年），118。
 2.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誓學家之一，於
1975年完成最後一本哲學著作《思考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的首兩冊，
研究	“vita contemplativa”（沈思的生命）的三個基本元素：思考、意願、判斷。
參考“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
arendt/ (accessed on 13 October 2020)

 3. Edward Lee Thorndike於 1898 年發表〈動物的智慧〉（Animal Intelligence）博
士論文，除提出以上的練習律（trial law），也發現效果律（law	of	effect）和準
備律（law of readiness）。Greg Seals, Teachable Moments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8), 42-3.

 4. Carl Rogers強調個體自由發展對世界的看法、感覺、理解，於 1969 年提
出「以人為中心」(person-centered）理念，提供自由空間和發揮學生的潛
能，而非只專詳細講解注教案內容。Godfrey T Barrett-Lennard, Carl Rogers' 
Helping System: Journey & Substance (SAGE, 1998), 183-86; Reinhard Tausch, 
“Research in Germany on Person-centered Methods,” in Carl R Rogers, Harold 
C Lyon, Reinhard Tausch eds., On Becoming an Effective Teacher: Person-
centered Teaching,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Dialogues with Carl R. Rogers 
and Harold Ly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115-119; Pete Sanders,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Carl Rogers,” in Brian Thorne and Pete Sanders eds., Carl 
Roger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012), 99-130; 蔡啓達：《圖解：教
學原理與設計》，54—55。



生命故事
收入 經常費奉獻 761,191	

宣訓奉獻 78,803	

學費及其他收入 386,837	

總收入 1,226,831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207,233)

宣訓支出 (110,315)

行政及課程支出 (198,613)

總支出 (1,516,161)

本期盈餘 / ( 不敷 ) (289,330)

累積不敷 (1,686,053)

購置設備 	

2022 年 7月至 2022年10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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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教	/		 ○	經費	HK$____________
		 	環球神學教育事工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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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性格與靈修 盧夢鳴老師 啟德基督教會 3月 2日（逢週四）

新約概論 朱鏡明牧師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3月 7日（逢週二）

人際衝突中的靈命塑造 黃韻妍博士 聖約教會遠東堂 3月13日（逢週一）

屬靈導引與心理治療 許德謙博士 ZOOM	網上授課 6月 5日（逢週一）

依納爵靈修與屬靈辨別 董澤龍神父 長洲思維靜院 6月19日至23日
（週一至五）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
程：第三階段個人實習
與督導（三）

賴玉芳老師、
何林月滿博士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基督教靈修學及教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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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春夏季課程（2023 年 3 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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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課程推廣

很多同道都是修畢第一個神學課程後，牧會幾年後才
按興趣和需要繼續進修，我的旅程則有點不同。自
2014年入讀中宣校本部的課程，沒想到這神學裝備
的路一踏上就是七年多。我自小成績平平，又無大
志，沒有甚麼動力讀書，但自從讀神學開始，越讀越
覺有趣味。或許對很多人來說，讀書是件苦差事，但
對我來說，這種以文字、語言來學習的過程我是挺享
受的。閱讀他人的文字，藉此進入作者的思想，適時
以書寫來整理，甚至發展自己的思想的這個過程，有
時讓我陷入了無以名狀的混亂，有時卻帶來茅塞頓開
的一聲「呀」﹗這讓我初嘗到因內心渴慕得到滿足而
來的學習動力。有次母會長執因教會有牧職空缺，想
了解我會否回到母會牧職，才促使我發現自己渴望繼
續進修；故此，我改變了畢業後立即牧會的航道，繼
續讀書。

從中宣畢業後，我到了另一所神學院修讀兩年的課
程，本來也是預期畢業後就會牧會。這課程沒有實習
要求，多了時間留在校園和宿舍生活，故此有很多機
會和非本地學生和老師相處，包括來自東南亞的學
生、來自德國和中國內地的交流生。我亦幸運地被編
配到由德國來的老師，作我這兩年的指導老師。數次
跟他的對話都讓我得着鼓勵，使我更勇敢發夢。這期
間，除了多了練習英語會話的機會，也讓我多了解在
社會中少數族群的處境。例如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同
學們因語言的障礙而擔心自己掌握不到最新消息，既
掛念在家鄉的家人，又害怕本來的讀書計劃遇到變
數。神學學習上我也涉獵了一些不太主流的科目，例
如：亞洲神學、全球倫理等等。我開始更多以處境為
起點，來作神學反思的學習進路。這跨文化的群體互
動，鼓勵了我去尋找到海外讀書的可能性。

於是我找到了在荷蘭讀書的機會，我以跨文化和處境
神學為導向去修讀神學碩士課程，並有幸與不同國籍
的同學生活。除了在神學學習中獲益良多和增廣見聞
外，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離開出生的地方生活，深刻體
會甚麼是社會上的「少數群體」。在荷蘭只有兩份以
英文報道本地新聞資訊的媒體，為了不錯過跟自己有
關的重要消息，就要加入少數群體所設立的社交群
組，跟本地人做朋友，並主動尋找幫助等等。又有一
次因學校所安排的住宿已屆滿要搬遷，需要自己去找
房子，才發現很多業主都害怕租房給外地學生，加上
這區的租房競爭本來就十分激烈，因此發現作為外地
生在當地找房子是特別的困難。亦試過在疫情期間到
公園散步時，一個年青人朝着我大聲粗魯地說了一句
我聽不懂的話，原因大概是我這中國人的樣貌。作為
社會上的「少數群體」，體會到一種「比其他人少一
點力量」的感受。

這次海外學習經驗不只有收獲也有很多挑戰，這些困
難也有助我學習更加依靠神。記得我最懇切禱告的時
候都是面對困難的時候，例如因考試不合格而要重
考、身上出了從未有過的濕疹、找房子及搬遷、及常
害怕自己的英文水準應付不了需要等等。另外，我亦
體會了孤身在異鄉的寂寞。一位嫁到荷蘭的香港姊妹
曾跟我訴說她的孤單，使我更多明白身處海外的華人
肢體所面對的挑戰和心情。這些都是過去我在香港未
曾領略過的體會。

這條見步行步的神學裝備之旅暫告一段落，現時我已
回到香港母會牧養青少年人。盼望上主使用這些經歷
繼續塑造我，並帶領我的前路。

見步行步的神學進修之旅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余偉英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馬鞍山堂傳道

中宣校友

本課程只供已獲邀進入「基督教屬靈導引」	
碩士課程第三階段之學生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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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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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誰是真我？活出真我！ 趙翠嫦老師 Zoom網上課程 4月 4日（逢週二）

查得清楚，查得明白——查經法 黃恩淞老師 Zoom網上課程 4月 6日（逢週四）

堂會宣教新思維系列課程（二）
真的動不了？差傳動員與教育

余志文博士 Zoom網上課程 5月 5日（逢週五）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士師時期中的女性刻畫 羅曉彤老師 Zoom網上課程 3月30日（逢週四）

普及神學課程（2023 年 4 至 6 月）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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