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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門徒身份覺醒與同行
改革家與畫家的故事

講師園地
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

生命故事
「來跟從我」的生命見證

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感恩本院獲得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撥款資助香港及內
地「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之開辦。
• 請為11月17日舉辦的「門徒身份的認同與覺醒」公開講
座預備工作祈禱，記念兩位講員陳凱欣博士和葉沛森博
士，好使他們的信息能帶動當代信徒以新眼光去看「門
徒」的身份和「跟隨基督」背後的神學觀念，讓這身份為
生命注入新動力，承擔使命。

活動剪影
四十多位弟兄姊妹參加由馮兆成院長主講的「靈修與宣教
─ 靈風吹拂的靜與動」讀經營，營會於9月22及29日在
學院舉行，參加者從約翰福音及使徒行傳的經文，學習察看
聖靈怎樣成全信徒的靈修與宣教，大家均表示得著滿滿的
飽足。

• 2019獻身營將於1月26、27日舉行，主題為「起來，我們
走吧！」，請記念現時各項的籌備工作及參加者的心靈。

教職員消息
• 實用神學、新約講師凌望基先生於2018年9月至2019年
1月放安息假期，期間凌先生將專注在他的實用神學博士
課程的研習。

中華民族福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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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基督化

專題文章

門徒身份覺醒與同行
改革家與畫家的故事
在彷彿昏睡的歷史時空中
甦醒的兩個人
1508年，25歲的馬丁路德來到威騰堡大學，既教學
亦同時繼續他的神學研究。將近十年後，他啟動了宗
教改革，在此之前他對信仰的理解亦經歷了突破；隨
著宗教改革展開，他也經歷到急遽的身份蛻變。來到
威騰堡之前，他已具備碩士學位，另外又已取得聖經
的學士資格（B.A. in Bible）。1509年他完成專修
中世紀的神學典籍《四部語錄》的學位。1 1512年路
德取得神學博士資格。除了教學，他成為奧斯定修會
在威騰堡分部的核心領導之一，肩負行政職責。
才幹和學養未能使他免於靈性的掙扎和考驗。儘管他
殷勤遵行懺悔的聖禮，卻仍深感不安無助。他無法
肯定自己是真正的懊悔己罪，還是只為害怕和逃避懲
罰。公義之神帶給他極大的恐懼，他也未能體驗神的
憐憫和仁愛。修道院的導師斯道皮茨（J.Staupitz）
指引他朝向基督，最終路德的信仰發生突破，他形容
為「塔樓」的經驗，突破中古時代對羅馬書一章17節
的解讀，重尋因信稱義的道理。路德新的視野，讓他
對教會當時的陋習，不單作出道德倫理層面的責難，
更從神學角度進行批判。
也許因為改革的道路艱難，上帝為路德準備了伙伴。
在改革家生涯中他有好幾位重要人物：給予他人身保
護的薩克森選侯弗雷德里克；為他系統地編寫神學的
好友墨蘭頓等。但在芸芸的同行者中，弗雷德里克的
御用畫家，老克拉納（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472-1553）對路德的幫助更不容忽視。

何以宗教改革跟藝術扯上關係？探索教改歷史的人或
會疑問：「一個名不經傳的修士的想法，為何可以
在民眾、教廷、以至王侯之間引起廣泛關注？」簡言
之，路德神學思想的有效傳播有幾個因素：
(1) 活版印刷術的出現，令傳播便利，配合圖像，讀
者容易產生共鳴；

葉沛森

神學、歷史講師
(2) 當時滲透歐洲社會各階層的天啟觀念，使人對社

重新闡述福音的語言，可以說路德的神學啟發了老克

後，在老克拉納和繼承他事業的兒子的作品中，亦繼

拉納的蛻變。

續呈現宗教改革的觀念。

覺醒後的身份蛻變

三十載並肩同行

同路德的神學，又掌握印刷和出版的龐大資源與

路德在1517年先後發表《九十七條論綱》和

路德和老克拉納聯袂同行，發生在1516年左右，或

技術，他同時是選侯信任重用的人。由此看之，

《九十五條論綱》，可說是他身份改變的起點。批評

許是上帝的手引領他們相遇，彼此扶持走過宗教改革

他的身份、工作和專長，跟上述改革思想傳播的

贖罪券激起的爭議，令他在往後的兩年需要在海德堡

顛簸危險的歲月。路德的神學更新了老克拉納的信仰

因素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和萊比錫進行答辯。這些答辯驅使他釐清信仰立場，

視野，使他成為改革運動的畫師；老克拉納則引導年

當埃克（J.Eck）對他咄咄相逼，路德直認自己認同

輕的路德應對與選侯的關係。當改教運動在國際政治

胡斯（J.Huss）的改革立場；這樣的宣稱，大概在

層面惹來批評，老克拉納便以版畫塑造路德敬虔、尊

他初到威騰堡之時從未想過。

重聖經的學者形象。路德在萊比錫答辯歸來，老克拉

會政治秩序的急遽變遷產生興趣，甚至憧憬；
與及
(3) 在改革思想萌芽的階段得到弗雷德里克給予政治
上的保護。而老克拉納的重要性，在於他不但認

老克拉納是誰？他跟幾位同期著名的德國藝術家
Dürer, Grünewald 和 Holbein the Younger並列；他
大概是首位宗教改革畫師。32歲那年，他被召喚到威

納出資為他舉行慶祝儀式，後來路德前往沃木斯議會

騰堡當宮廷藝術家。他的職責繁多：翻新五座城堡、

萊比錫辯論後的形勢急速惡化，斯道皮茨解除路德加

規劃皇家節日慶典、承造祭壇、設計騎士比武的服

入修會時的誓言，讓他走改革的路。教廷於1520年

裝、為小王子們製作薑餅模具等。他深得選侯信任，

六月發出詔書， 3 威脅將他逐出教會。路德憤而焚燒

當路德被「擄劫」藏身瓦爾特堡，第一個與外界聯絡

甚至被委派辦理外交事務。他比路德年長11歲，當

詔書的行動，反映他身份蛻變的過程又踏前一步。

的機會，便是寫信息給老克拉納。老克拉納對路德

路德需要與選侯溝通，老克拉納扮演中介者和導師的

1521年沃木斯議會，路德被交在司法權力之下，面

的接納亦沒有保留，試想改革思潮本身含有排斥聖像

角色。

臨處決，弗雷德里克派人將他救走，藏身瓦爾特堡

（iconoclasm）的傾向，藝術工作者要開放心懷與

的旅費，亦是老克拉納支付。

（Wartburg），此事跡為人熟悉。在這隱藏的十個

改教者並肩而行殊不簡單；歷史也證明，伴隨改教運

1513-26年間，老克拉納先後開設葡萄酒商店，又買

月裏，他的身份悄然蛻變，他放棄了修士的「剃髮」

動是此起彼落的拆除聖像風波，除了衝擊畫家的生

下城裏的藥業。他擁有印刷廠和紙業，繼而進軍圖書

（tonsure），長了頭髮，留著鬍子。髮式雖是外在

計，也是對他們的志業的貶抑。在這種背景之下，老

零售業務。他使用木桶和水道，在歐洲迅速地發放宗

的記號，但在中世紀的文化裏「剃髮」卻是修道者

克拉納選擇扶助路德，可見他們的互信穩固。1525

教改革的書籍。到了1528年他榮膺威騰堡首富。早

的身份標記。髮式轉變正反映路德內心決意丟棄舊事

在1519年成為該城的財務主管，擔任市議員達30年

年，老克拉納代路德向博拉（Katharina von Bora）

的過程。然而，他需要再多兩年的時間去轉變，到了

提親，兩個家庭的情誼更形深厚，彼此成為對方兒女

之久，其間三度成為市長。所以，宗教改革的思想、

1524年，他便不再穿修士的衣服了。

的教父。湊巧地老克拉納和路德都各有六個孩子，老

神學和信仰實踐，能夠在威騰堡生根並且蓬勃起來，
王室和市議會提供的保護是其中的重要條件。老克拉

路德的轉變來得徹底而且根本。修士與改革家的角色

納享長壽，在路德死後他仍活了七年，壽終時81歲，

有莫大差異，他經歷的改變，相當於身份的瓦解和重

見證了1552年「帕紹和約」的訂立。 2 他能看到宗教

建。老克拉納的轉變則保留相當的延續性；他雖然成

改革三十五載由萌芽至紮根的成果。

為宗教改革的推動者，但他從事藝術工作的志業未有
改變。然而這卻不代表他付出的代價比路德少；他在

早在1510年，在老克拉納的畫作中，已隱約可見改

1521年與墨蘭頓合作出版的批評教廷的小冊子，醜

教者對教廷不滿的情緒。對於當時教會垂涎財富，老

化教皇為敵基督。 4 那年路德正式被逐出教會，沃木

克拉納深感不安，但他是藝術工作者而非神學家，故

斯議會的裁決使改教者面對極刑，老克拉納選擇這時

只能以畫筆諷刺時弊，從道德現象和信仰生活面貌的

刻發行這小冊子，不可能沒有考慮到自身和家人的安

角度表達不滿。要等到路德的思想出現，畫家才找到

全；當時他已育有五名孩子，長女才不過十一歲。及

1. The Four Books of Sentences .
2. 在「帕紹和約」（Peace of Passau）之後，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解除「奧斯堡暫行法」（Augsburg Interim），終止恢復德國境內的舊教，首次容許路德宗教會有
限度的合法地位，惟路德宗教會的合法地位要到三年後的「奧斯堡和約」始正式確立。

3. 名為 Exsurge Domine 。
4. 名為 Passional Christi und Antichristi 。

克拉納曾面對喪長子之痛，路德亦有兩女兒早逝，二
人在喪親的經歷中也彼此安慰。
Herderkirche Weimar
Cranach Altarpiece
威瑪聖彼得和保羅教堂
克拉納祭壇畫
（1555）
此畫由老克拉納開始繪
製，由他的兒子接續完
成，竣工時老克拉納已
離世。右方三個人物，
中間的是老克拉納，基
督血灑他頭上，意味他
稱義的身份。他身旁手
拿書本的人物便是馬丁
路德。

講師園地

甚麼比「鬼也服了我們」更重要？

潘玉萍

信徒神學培育部主任

在路加福音十章20節，耶穌對門徒說：「不要因鬼

奮的心情想必突然冷卻，靜了下來細想這回應是甚麼

發現在主的國度裏，門徒的得勝不在乎掌握更多的操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

服了你們就歡喜」。人的本性就是容易為具體的成功

意思。

控權，而在乎對主有更深的順服。「得勝」就是即使

主忘記了我。

在困難的環境，人仍有勇氣作不妥協的選擇，順服主

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門徒是爭戰者

的吩咐。每次爭戰的得勝，其實都是由許多的掙扎，

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

許多的禱告，許多信心的抉擇與行動結集而成的。保

即或有忘記的，

耶穌向門徒展現出一幅爭戰的圖畫；撒但要從天上墜

羅在哥林多後書論到這屬靈爭戰的本質：

我卻不忘記你。

落，像閃電一樣。以賽亞書十四章12節以「從天墜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

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

落」去描述巴比倫的覆亡，在這裏主耶穌以此描述撒

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

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賽四十九14-16）

經驗而歡喜，為甚麼不要歡喜呢？難道耶穌認為門徒
大驚小怪，見識太淺薄？還是怕門徒太驕傲？透過本
文，筆者嘗試與讀者一同思考一下主耶穌這個特別的
回應。

經文背景

但的敗退。主耶穌又賜門徒權柄可踐踏蛇和蠍子。火

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

1

蛇和蠍子都是在曠野地的害人之物（參：申八15）。

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4-5）

在跟隨主的路上，許多事情不一定都在我們掌握之

去宣講天國的信息；以今日教會的用語是「出隊」。

耶穌讓門徒看見他們的事奉背後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鬼也服了我們」不會是、也不應是門徒的首要關

中，正如那七十二個門徒在傳道的旅程中，有人接納

他們分為兩個人一組，到各城各鄉醫治病人並宣告

耶穌是終末的得勝者，祂要賜門徒能力去爭戰。

注，爭戰的最終目標實在是叫眾人、包括門徒自己都

他們，也有人拒絕他們。然而，在或順或逆的事奉道

願意順服基督。

路上，或許有時看不見明顯的成就與果效，有時甚至

路加福音十章1-26節記載了耶穌差遣七十二個人

「神的國臨近你們了！」（路十9）耶穌預告這並不
是一趟容易的旅程：「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

門徒是爭戰者，正與撒但爭戰。撒但會藉著各樣事情

如同羊羔進入狼群。」（路十3）也刻意要求他們不

挑戰門徒的信心：阻礙人領受神的道（可四15）、引

作物質上的預備：「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

誘人體貼自己的意思，不體貼神的意思（可八33）及

帶鞋。」（路十4）

迷惑人（啟十二9）等。「鬼服了我們」不過是這場

門徒的爭戰並不枉然，因為參與爭戰的每一個都不

屬靈爭戰其中一回小勝，門徒在其成長的歷程中，將

是「無名小卒」。「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而歡

在旅程中，這七十二個門徒治病，趕鬼，宣講天國的

必遇到更多更嚴峻的考驗。當他們實踐使命時，就如

喜。」（路十20）門徒的名字是被上帝所記念的，他

信息，最後，他們完成使命，歡歡喜喜地回來向耶

羊入狼群般，危機處處。

們是蒙上帝所認識，所知道及所愛的。門徒的身份穩

甚麼比「鬼也服了我們」更重要？是更深的順服基

實地紥根於一份永恆而牢固的關係中。門徒領受了救

督，更認識門徒身份的本質。當我們努力追求擁有更

穌匯報：「主啊！因祢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被人遺忘；但當我們記得「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

門徒是被主記念的人

認定自己活在主這份永恒的愛中，就有盼望繼續走
下去。

結語

（路十17）自古以來神祕的靈界經驗總能吸引人的

今天我們各人有自己的戰場：在辦公室、在家庭、在

恩，他們有屬天的身份，是天國的子民。就如啟示錄

多操控權的時候，這段經文開拓我們天國的視野，挑

注意力，況且「鬼也服了我們」的確是一個很新鮮而

學校，甚至在教會。在香港急速的生活節奏下，讀書

三章5節所記：「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

戰我們思考更核心的問題：我正身處在一個怎樣的屬

富戲劇性的經驗。儘管門徒清楚知道能力的源頭在主

的在追趕成績；工作的在爭取業績；在事奉時我們也

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

靈爭戰之中？正追求著怎樣的勝利？我又擁有著一個

耶穌，但能親身體驗到這種能力，自然難掩興奮的

忙著計算成效。當我們稍能控制局面時，也就好像門

使者面前認他的名。」

怎樣的身份？

心情。

徒一樣歡喜快樂，宣告「靠主得勝」。然而，當遇到
更嚴峻的人生處境，事與願違時，我們又可以怎樣

人的心底裏都怕被人遺忘。還記得小時候，當老師記

門徒是爭戰者，同時也是被主所記念的人。「你們的

或許門徒這時正期望得著一點認同與稱讚，然而主耶

理解主耶穌的應許：祂已賜下了「勝過仇敵一切的

得自己的名字，心中總有一份踏實的感覺，覺得自

名字記錄在天上」要成為我們的安慰與動力。

穌竟報以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回應：「我曾看見撒但

能力」？

己的存在被肯定。名字被記念也是一份榮耀，環顧四
周，我們豈不常看見有許多以某某命名的建築物？地

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
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

在這多年的事奉歷程中，有機會聽到許多肢體有血有

上的建築物會過去，但我們的名字被記錄在天上卻永

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

肉的生命見證。有人在病患中堅持信靠；有人在罪中

遠存留。這令我想起以賽亞書的一段經文，描述一份

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十18-20）這時門徒興

回轉；也有人願意在家庭中放下埋怨，修補關係。我

深刻的神人之間的關係，上帝不會遺忘祂的百姓。

1. 有抄本作「七十個人」。

財務報告

課程推廣
生命故事

收入

蔣文忠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

在大學裡，我看見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興起，願意承擔

馬可福音記載了耶穌呼召門徒的片段：

校園團契的事奉崗位，主揀選人並不靠人的外表或才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

幹，卻是在祂的時間裡向人發出呼召。在校園團契的

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

歷史裡，有人承擔的工作是化危為機，也有些人是將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

前人留下的傳統發揮更大，亦有人可能只是在當中經

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可一16-18）

歷個人生命的成長，在事工上沒有做出什麼偉大的事
情。但這些面孔仍然深刻留在我的腦海裡，雖然他們

我們不能測透耶穌揀選誰作門徒這奧祕，但肯定的

所走的路、所行的事不同，但同樣地，他們在大學的

是，耶穌揀選的十二門徒，都是祂特意去尋找及呼

階段中作出了寶貴的決定，就是跟從主，走主預備的

召的。「來跟從我」─ 是帶著權柄的介入和對質，

道路。

使本來迷失的生命不得不作出抉擇。這命令並不包含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督導培訓(理論篇)

呂慶雄博士

本院校園（元朗）

2019年1月29至2月1日
（週二至五上午）

聖經詮釋簡史

郭罕利博士

漢語聖經協會
聖言中心

2019年2月16、23及
3月2、9日（週六上午）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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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生命整合營(營會)

彭順強博士

本院校園（元朗）

神學研究法

陳凱欣博士

本院校園（元朗）

近代屬靈偉人

彭順強博士

觀潮浸信會（觀塘） 12月3日（週一下午）

默觀基督
（另附營會）

蔣賴玉芳女士

觀潮浸信會（觀塘）

神學

陳凱欣博士
葉沛森博士

基督教聖恩會
（長沙灣）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全帶，投身一條冒險的道路，以耶穌基督為生命的

侍，卻因一次「路過」碰到團契的同學，才知道團契

中心。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147,423

將投資淨收入撥款至校園發展基金

(30,569)

累積不敷

(3,508,470)

負債及購置設備
(50,000)

1. 至2018年8月31日尚欠免息貸款

(5,700)

2. 2018年7月份-2018年8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12月1日（週六）
營會日期：
2019年2月14 -17日

12月3日（週一上午）
12月3日（週一晚上）
營會日期：
2019年1月13 -15日

12月7日（週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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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7日（逢週四）

奉獻方法：

凌望基先生

旺角

1月17日（逢週四）

保守你心—
黃韻妍博士
負面情緒的「危」與「機」

元朗

3月5日（逢週二）

與喪親者同行

彭順強博士

觀塘

1月4日（逢週五）

劉秀珍牧師

元朗

1月3日（逢週四）

士）。今天我自己在服侍校園團契的機構（FES）作

多番考慮才作此決定；可是，福音對生命的挑戰，不

士師記

帶領的事奉，但主的呼召卻是始於大學二年級的暑

是憑預先的部署就可以應付得來。耶穌這命令是如此

假，那時我只是信了主兩年，卻要我作出一些獨排眾

直接、徹底和絕對，不容許人退縮於自我控制的範

議的決定。

疇，立刻跟從是在信仰中（in faith）果斷而不魯莽的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牢獄中的另類對白—
歌羅西書及腓利門書研讀

答允了會籌辦團契的迎新營，以為會議只是一些事情

「叫你們得人如得魚」─ 本是打魚的，卻要成為得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的交接，怎知是商討團契的未來問題。在場有一位師

人的漁夫。門徒必須「捨了網」，捨棄從前單靠自

兄說到：「因至今仍未有人願意做職員，所以應該沒

己努力去維持的生活模式，單以主在生命路上的呼

學「侍」學「飛」—
八個重要的事奉觀念

有迎新營了，團契也可能轉為以小組形式進行。」我

召為定向，這樣，福音便能在生命裡結出豐盛 ─

蔣文忠博士將擔任「門徒身份的認同與覺醒」公開講座之回應講員。

(1,928,637)

本期盈餘

荃灣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課程

*

(290,334)
總支出

黃翠茵女士

行動尋找合理的原因 ─ 以為他們已認識耶穌，經過

迎新營有七十多位新生參加。

行政及課程支出

開課日期

更在那一年成立了護士學生團契（她的本科就是護

未訂下時，便向新生宣傳迎新營。結果，兩日一夜的

(255,345)

上課地點

科目

有團契，團契也不能沒有迎新營。」於是，在營位尚

(1,382,958)

宣訓支出

講師

門徒「立刻」跟從了耶穌；我們常常為這些不尋常的

「有三十倍，有六十倍，有一百倍」─的果子。

教職員薪酬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担起了團長的崗位，結果不單使團契重新振作起來，

心裡感到很著急，大膽地向大家表態：「校園不能沒

開課日期

1. 普及神學課程 （2019年1至3月）

當時我剛從台灣短宣回來，與一些準畢業生開會，因

支出

2,076,060

冬季課程（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

記得有一位姊妹本來沒有計劃要在校園裡做什麼服

決定。

1,320,228
總收入

個人追求的目標或理想，卻挑戰我們走出各人的安

面臨解散的危機，於是她懷著「抱不平」的心態毅然

107,199

學費及其他收入

以下課程將公開接受所有有興趣之肢體報讀，修畢課程所得學分可獲本院校本課程承認。

「來跟從我」的生命見證

648,633

宣訓奉獻

校本部課程
科目

2018年7月至8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經常費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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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日營）

2. 門徒培訓教牧工作坊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年1月21日及28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

本院校園（元朗區）

3. 門徒成長教室：黑暗中抓緊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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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工作坊目的在分享本院門徒培訓的異象、培育理念與方法，冀能幫助教牧同工在教會
內開展門訓事工。

（週一，共兩天）

網上奉獻

講員：陸惠芬女士（本院拓展部副主任）
費用：全免（自由奉獻）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9年3月11日（週一）

上午9時30至中午12時正

本院校園（元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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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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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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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