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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跟隨基督，重新做人

講師園地
不一樣的跟隨

生命故事
由門訓到領袖—
以生命建立生命的領袖培育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太福音十六24

 Raglan Siu

學院消息

• 校友杜芷穎（BTh 2013）於10月6日接受基督教中國佈
道會差遣到泰國南部宣教，願主保守她的平安，恩領她的
事奉。

感恩與代禱
• 感恩2018-19學年共有30位新同學入讀，課程包括神學碩
士、道學碩士、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基督教屬
靈導引碩士、基督教靈修學碩士和神學學士，願主賜福他
們和其家人在學習和生活上的適應。
• 2017-18年度事工報告經已出版，詳情請參閱《2017-18
事工簡報與展望》，或到學院網頁www.cms.org.hk下載。
• 學院推出「同行120」恆常奉獻計劃，祈盼能聚集額外
120位同路人，每月定額奉獻HK$500，以助穩定收入，
減輕經濟重擔，使老師、同工能專注完成上主交付的工
作。請踴躍參與或推介給身邊的弟兄姊妹！

校友消息
• 恭賀校友周建明（MDiv 2008）於9月30日獲牛頭角
靈光堂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他往後牧會之路。

中華民族福音化

• 2018-2020校友會職員
主席︰陳誠根（BTh 2002）
文書︰羅曉彤（MDiv 2017）
財政︰劉淑蓮（BTh 2016）
職員︰陳麗書（BTh 2010），Tiffany（BTh 2013），
       周惠琼（MCSS 2013），陳廣基（BTh 2014）

活動剪影
基礎門徒培訓（婦女）
證書課程畢業感恩崇拜
於7月7日順利舉行。今
次共有8位學員畢業。學
院邀請了劉秀珍牧師以
「學『侍』學『飛』」
為題向畢業學員訓勉。

華人教會國度化

中國文化基督化

專題文章

跟隨基督，重新做人

陳凱欣

教務主任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人，到底是甚麼樣子的。然而，耶穌基督絕不只是一

步，因為深知這是上帝的揀選，每走一步都是在踐行

降貴的行動，然而擺在耶穌面前的十架召命，豈不比

從我。」（太十六24）

個讓人效法的對象；「跟隨基督」亦不只是做耶穌基

上帝所交付的召命，也在實現上帝國度裡那真實又獨

祂為門徒洗腳更艱難？耶穌為何有這麼大的勇氣，犧

督所做的事。我們這些犯罪墮落的人，若不藉著基

特的我！

牲自己去踐行這艱難的召命？約翰福音十三章3節：

「跟隨基督」對某些人來說，也許是一個沉重的抉

督，根本沒法到父那裡去；惟有耶穌基督能夠將人重

擇；「十字架」好像總給人有壓力、難當的印象。每

新帶到父面前，也只有祂可以讓人重新成為一個真正

個人的「十字架」不一樣，但可能都是我們心底裡最

的人、一個與創造主密不可分的人！所以，「跟隨基

不想承擔的事！若要成為一個委身的基督徒，一輩子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

從那裡來，也往那裡去

神出來，又要歸到神那裡去，就離席站起來，捲起衣

督」是要讓我們重新做人，這不單是行為上的改變，

人由創造萬有的上帝、按著祂的形象所造，一個真

上生活、服侍世人的確據和意義所在，也成為祂踐行

跟隨基督，是否就意味著必須要犧牲所愛，去做那些

更是生命的更新和轉化；讓耶穌基督活在我們生命

實的人總無法離開上帝！人從上帝那裡來；有一

召命的力量。一個人若然不知自己從那裡來，就像失

最不想做的事？

裡，並展現出從裡到外的新生命。

天，也要回到上帝那裡去，上帝就是人類的終極歸

掉了根部的浮萍，隨水飄蕩，不知道從那裡來，也不

宿！德國神學家巴特，在他的神學巨著《教會教義

知道要往那裡去，整個人生就像失去舵手的船，毫無

人的歸宿 (Human destiny)

學》中提到：「人的本性是由他與上帝的關係所決

方向，更莫說能得到生命的力量和意義！或許，耶穌

定和命定」。 巴特在原文（德文）只用上了一個字

就是因為能夠肯定自己從神那裡來，也清楚自己要回

隨基督」的當下，便定意「重新做人」！從另一角度

「跟隨基督，重新做人」不單讓人重新建立與創

“Bestimmung ”來表達「決定」（determined）

到神那裡去；故此，不管是為門徒洗腳，還是更艱難

來看，「跟隨基督」並非「犧牲自己」，而是「做回

造主的緊密關係，在基督裡的新人亦可找到人生

和「命定」（destined）（這德文詞彙本來就有雙

的十架重擔，祂也可以有足夠的力量去踐行召命。

其實，「跟隨基督」並非要去做甚麼令人為難的事，
而只是讓我們去做「人」而已。一個門徒在立志「跟

自己」，是要實現在上帝國度裡那獨特的我。

1

服⋯⋯」這「知道」成為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在地

2

的方向，知道自己該走的道路，朝向那終極的歸

重意思）。 這說法其實挺有意思：人的本性決定

宿。耶穌基督被父上帝選召，道成肉身來到人的中

“Grundbestimmung ”於他與耶穌基督（亦是與父

今天，作為一個跟隨基督的門徒，有時候或許需要有

人的本性 (Human nature)

間，並成就十架救贖。這是祂的召命，也是祂在世

上帝）的關係；與此同時，萬有之主既是人類的起

所犧牲，因為要忠於召命，而放下自己所愛。在重

上該走的路。祂知道自己的歸宿在那裡，祂從父那

源，也命定“Ursprungsbestimmung ” 人的一生。

新做人、踐行召命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自己想要

若說「跟隨基督」是要「重新做人」，那麼怎樣才算

裡來，也要回到父那裡去。祂清晰明瞭自己的方

起源構成未來（Origin constitutes future）；所

做，但總覺得做不到的事；也可能會有一些需要放

是「做人」呢？一個「真實的人」（real man）又是

向，故此，即使祂的十架路甚為艱難，祂仍然有足

以，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走一條怎樣的路，在乎

下，但卻總是放不下的人與事⋯⋯。或許，當我們

怎樣的？從神學人觀角度來說，每一個人都是按著上

夠的勇氣和力量走上去。基督被父選召，承擔祂的

我們與耶穌基督（也是與父上帝）的關係；當我們知

「知道」在基督裡我們已經擁有一切，又「知道」自

帝的形象所造，那就是說，創造主與受造的人有著密

十架召命；同樣，在上帝的國度裡，我們每一個人

道自己從那裡來，也會知道要往那裡走，並得到繼續

己從那裡來，更「知道」自己要往那裡去時，一切得

不可分的關係；要做一個「真實的人」，就必須回到

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召命，我們若然能夠活出這

往前走的方向和力量。

失計算都會變得不太重要；因為知道這是我們在基督

創造主那裡。然而，自從人類犯罪墮落後，人與上帝

上帝國度的召命，也就是上帝國裡一個真實的人！

的關係破裂了，人內裡的上帝形象受到虧損，無法活

事實上，一個人活在世上，每當走到十字路口，面

出被造時的樣式，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本來被上帝創

對人生交叉點時，每一個抉擇都會帶來不同的結

造時的模樣！人若要知道一個真正的人該有的模樣，

裡的召命，踐行召命，就是實現在上帝國度中那獨特

十架：基督的召命

的我！

果；抉擇會令人感到焦慮不安、猶疑不決⋯⋯。

耶穌基督在世的生活，就為我們展示出這樣的真實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

然而，當人認清自己的終極方向和歸宿後，他就能夠

生。耶穌基督在履行祂的十架召命前，祂與門徒一起

的，必得著生命。」（太十六25）

位唯一完全的人— 耶穌基督。因此「跟隨基督」，

無怨無悔、決斷地做出每一個人生的決定；即使眼

過逾越節，按約翰福音十三章的記載：「祂知道自己

就是要在耶穌基督身上，看看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擁

前的路未必能夠完全看得清楚，甚至當下就需要付上

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

有上帝形象的人、一個與創造主有著不能分割關係的

一定的代價，內心卻仍有把握，可踏踏實實地走每一

他們到底⋯⋯」耶穌為門徒洗腳，看起來是一個紆尊

在這個世界上，就只能在一個人身上看得到，就是那

1. Barth, Kirchliche Dogmatik , Band III/2, 161-162.
2. William Stacy Johnson also picked up on the dual meaning of Bestimmung . Refer to The Mystery of God: Karl Bar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st-Modern The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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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神學講師

彼得的跟隨

福音，會發現「不恥下問」是他的個性，也可以說

在福音書談及「跟隨」的故事中，「跟隨」從來不是

好學生的典範。多馬在眾人都感到害怕要去伯大尼

另一類的跟隨者，我們可以在馬可福音第五章中找

只有單一的意義，它既有第一種的殉道精神，也有第

時，他的豪情壯志卻令人刮目相看！「我們也去跟從

到，就是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位。當他身上的污鬼被

這一首是我兒時上主日學時所唱的詩歌。這首歌所要

二種的全職服侍，更有的是不管結果「死跟到底」的

祂一同死吧！」他不是因膽怯而懦弱退縮，繼而諸

驅走後，便立時想要跟隨耶穌。這樣的要求很容易理

表明的主題，明顯不是時下流行短歌的慣常主題—

情懷。相信這三種「跟隨」，也應該是信徒在日常生

多疑問、找藉口讓自己裹足不前。很明顯，他對耶

解：一方面他是想如其他門徒一樣，透過跟隨主的過

主為「我」做了甚麼，然後「我」又想盡法子「報主

活中應具備作門徒的素質。在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穌的跟隨是義無反顧的，沒有太多的思前想後；在

程中學習更多，反正那時候才是他真正人生的起步，

恩」；它展現的，是作者一種堅定不屈的心態、一種

當耶穌與西門彼得相遇時，曾問他三次「你愛我比這

約翰福音十四章，耶穌分享祂要離去時，多馬不是

以往在墳地中的生活，只能說是生存，算不上真真正

深信—跟隨主本來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不是因為

些更深嗎？」及「你愛我嗎？」隨後便把新的使命交

因為不信而發問，他的問題是想知道耶穌會去什麼

正地活過一天。能夠死心塌地跟從讓他有「重生」機

主為我做了甚麼。跟隨主也不應該是一種「因為」與

托他— 不再是捕魚，而是轉變為牧羊。耶穌告訴彼

地方？走那一條路？以致他可以不離不棄地跟從，

會的耶穌，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從消極的觀點來看，

「所以」的關係，而是「縱使」與「也必」的關係。

得他日後的景況，便對他說：「你跟從我吧！」從故

他說：「我們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能知道那條路

他的跟從，也是無可厚非的。一位行了奇事，卻讓整

事的上文下理推斷，彼得的跟隨，是一種新的委身。

呢？」其實在整段約翰福音十四章的對話中，不獨多

遍區域蒙受經濟嚴重受創的耶穌，尚且不受歡迎多停

「跟隨基督」在很多信徒的心目中，是一件頗嚴肅

打魚的工作模式是較被動的，只要一撒網，魚兒自己

馬發問，就連腓力也一樣。因此，在約翰福音二十

留一會，而他自己更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又如何能繼

的事情。我們立時會聯想起潘霍華所寫的《跟隨基

或許會碰到魚網去；又或者當船開啟時，在航行中總

章裡的多馬，他的所謂多疑，也只是他慣常求證明

續在城中住下而不受白眼？離開該地區跟隨主或許是

督》。它讓我們不禁想起，跟隨基督就是要每時每刻

會撈到魚獲。而在捕魚期間，漁夫還可能可以自由自

事理的一個正常反應。況且，我們也不要忽略，全

最好的選擇。平常我們看見耶穌都在招手呼喚人去跟

預備為主殉道，跟隨者必須具備一種壯烈犧牲的胸

在地做自己的事；但作為牧羊人，卻要過著非常不同

本約翰福音對耶穌最重要的認信，正是出自多馬的

隨祂（可一16-20；路九59），但現在耶穌卻不願他

懷！當然，信徒常存這一種心態生活也是應該的。然

的生活方式。首先，牧羊人要主動為羊群尋找水源與

口：「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及後說「沒有看見

作全職奉獻，作全時間跟隨左右的門徒。其實耶穌不

而，信徒的生活也不盡是那麼悲壯，天天想著如何

草原，還要小心翼翼地觀察周遭的環境會否有危險，

就信的人是有福的」，他所指的，是第二代的信

是拒絕他作門徒，而是要求他用不同的方式繼續作門

死，反而應該思考如何活得更多姿多彩。另外，「跟

是否藏匿了伺機而起的猛獸，危及自身與羊群的安

徒— 他們壓根兒沒有機會見過耶穌。事實上所有第

徒：「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去，把主為你作了多麼

隨基督」亦會令人想到蒙主呼召作全職事奉。這當

全。牧羊的日常操作看似悠閒，卻須常存警惕，不能

一代的信徒，不單是多馬，還包括所有跟隨耶穌的

大的事，並他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他需要回

然也不無道理；約翰福音的起首，當耶穌呼召門徒跟

只顧自己的休憩而大意忽略自己與羊群的安危。彼

人，都是看見才相信的，這並不代表這些人沒有福

到正常的工作崗位，在如常的生活作息中，作耶穌的

隨祂時，的確有這意思；這是一種完全委身、全時間

得的跟隨，明顯地改變了他的生活模式— 從自由自

氣，這節經文的重點是鼓勵沒有親眼見過耶穌的人，

跟從者— 見證他。這一類的門徒不比當全職門徒容

學習服侍的跟隨。但筆者相信不是每位信徒也必須投

在、無拘無束，到為別人憂心、承擔別人生命的責

他們理應藉著約翰福音所列舉的神蹟故事，讓他們

易，相反，他仍然要在眾人的埋怨、質疑及應付生活

入作全職的服侍，若是這樣，很多福音機構與神學院

任。他的跟隨，也涉及生命的捨棄。聖經說「好牧人

的信心有充足的基礎，去接受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

的壓力下作見證，靠自己雙手繼續在職場打拼，活現

必然面對關門大吉的危機。試想想若人人都奉獻念神

為羊捨命」，這不正是彼得後來生命的寫照嗎？所以

子。耶穌的回應並非要貶低門徒，或者特別指我們所

出基督所施予的恩典。

學、投身宣教行列，誰去打工奉獻金錢來支持這許多

跟隨耶穌，再也不是單為自己活，乃是為主而活。為

認為不信的多馬。有學者甚至曾推斷，約翰福音中

的聖工？從何再有工資發給全職事奉的工人？「跟隨

主而活的方式（你知道我愛你），就是要為羊而活，

提及耶穌所愛的那門徒，會否就是多馬？因為只有

從以上所舉的三個例子，我們不難發現「跟隨基督」

基督」也讓人想到「跟尾狗」式的跟隨。驟耳聽來，

為他人而活！

在十架下的門徒，才會親眼目睹耶穌如何被釘死；

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而這些模式也可以成為我們跟隨

而剛好多馬所發的問題，正是復活的最佳証明。1

主的參考。跟隨主的方式，沒有既定的某一種才算為

從多馬身上，我們看見跟隨者不一定是「沉默是

神聖，要點是主要我們用甚麼方式去跟隨，才能真正

金」，他可以是有主見、求知慾甚強、甚至可以對信

榮神益人。

「跟隨主耶穌，立志永不改，有主領我路，誰能加損
害；無論何環境，不分晝夜，耶穌我救主是我的一
切。」

這或許帶有負面的意味；但「跟尾狗」的特性，就是
死纏爛打，不管對方喜歡與否，就是到「天腳底」也
寸步不離的「死跟」。與其說「死跟」的人「死不要

多馬的跟隨

臉」，倒不如說這是一種鍥而不捨的忠心跟隨，正如

約翰福音另一位跟隨主的門徒，是給人留下不少話題

詩歌所述：「無論何環境，不分晝夜，耶穌我救主是

的多馬。多馬在約翰福音二十章滿心疑惑的表現，

我的一切。」

常給人一種多疑與不信的感覺。若果我們細讀約翰

是他每事想弄個明白的態度，這也不失為現今一個

格拉森被鬼附者的跟隨

仰有合理的懷疑，不會人云亦云的人。

1. 學者James H. Charlesworth, The Beloved Disciple: Whose Witness Validates the Gospel of John? (Valley Forge: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5). 作者在此書中用
了很多論據，來證明多馬很大機會是約翰福音中所提及耶穌「所愛的門徒」。

財務報告

課程推廣
生命故事

收入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由門訓到領袖—
以生命建立生命的領袖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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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與靈修

呂慶雄

福音證主協會副總幹事（拓展與培訓）／中宣董事

新約

*

#

人際衝突中的
^
靈命塑造

「三人行必有我師，只要有一夥謙卑受教的心，便會

攻讀神學期間，他每到週末，便花兩小時開車到教會

發現生命中有不少的良師同行。」

實習，晚上沒有地方住，便在麥當勞過夜，汽車冷氣

默觀與聆聽的導引
(營會)+

講師

上課地點

馮兆成牧師

漢語聖經協會
聖言中心（荔枝角）

蒙日昇牧師
馮紹聰博士
黃韻妍博士

開課日期

基督教聖恩會

9月3日（週一晚）

崇真會總會

9月10日（週一下午）

（長沙灣）

邱穎妍女士

思維靜院

11月25日至29日

蔣賴玉芳女士

（長洲）

（週日至週四）

壞了也沒錢換車。他不好意思向教會提出要求，直到

*「聖經與靈修」為教牧學碩士必修科；亦為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及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選修科

這是我在領導學課堂必講的一句話。作為領袖，你必

後來被弟兄姊妹發現了，才安排地方給他住，也送了

#「新約」為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必修科

須是一位跟隨者；而屬靈領袖更是追隨基督的忠心僕

一輛二手車給他代步。

人，主耶穌稱讚僕人「又良善又忠心」，是對他的內
原來香港這邊的教會也沒有把所籌得的奉獻匯到美

內在品格，並不能單純從書本或課堂中學習得來，必

國，直到我到美國時才把錢拿給他，他卻說已不需要

須透過同行者、前輩等的生命經歷中去體會，甚至模

這些奉獻了。他表示這一年是神給他的功課— 學習

仿而來。

忍耐與謙卑。我認識的Tim，年少時在教會是反叛青

+「默觀與聆聽的導引」為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第二階段必修科，只供已獲邀的同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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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575)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352,296

支出

教職員薪酬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年的頭目，有創意但卻不順服，根本不像一個會在傳

(1,382,915)

宣訓支出

(375,121)

行政及課程支出

(919,199)
總支出

本期不敷

(100,000)
(134,750)

回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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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但至少我們知道門訓並不是完成一個課程，也

何教會活動；倒是神安排了這對導師夫婦認識了他，

不能單單以授課的方式來完成。二十多年來我嘗試了

每週接他到教會。Tim表示就是這些經歷讓他生命得

以三年為期的小班門訓培育領袖，這些學員雖不一定

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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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關係卻沒有停止。我們繼續往來，談生活、神學、

會，後來被家人送往美國寄宿，他大學畢業那年回港

事奉與家庭。Tim的本科及碩士皆主修化學，神學畢

參與了我的門訓小組。當時，他不太肯定自己的未

業後沒有受薪在教會事奉，卻在醫院急症室做兼職，

來，沒有甚麼理想或事業上的野心，想投身事奉但也

後來更在急症室中找到自己的召命，於是轉去讀醫，

有許多掛慮。兩年過後，他決定回到美國進入研究院

在別人眼中他確是有點「神化」。看著他花了十多年

繼續進修，同時繼續求問上帝的心意。後來他完成了

尋找人生方向，現在最終成了醫生，還育有三名可愛

碩士課程，又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只是他認

子女，在教會及職場中見證與牧養，實在為他感恩。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1. 普及神學課程 （10至12月）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劉偉業牧師

葵興

10月11日（逢週四）

民數記研讀：
曠野的歷程與成長

陳之虎先生

觀塘

10月16日（逢週二）

信仰身份重尋—
宗教改革的圖像與思想

葉沛森博士

元朗

11月2日（逢週五）

鬧市中的靈修—
省察與辨別

蔣賴玉芳女士

佐敦

10月5日（逢週五）

梁清恒先生

元朗

10月4日（逢週四）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課程
馬太福音研讀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他寫了推薦信，協助他在美國的神學院攻讀道學碩

成長沒有捷徑，在人眼中，十年、二十年或許太長，

士；同時，我也在教會為他籌募學費。

但在神眼中，建造生命就是要這些時間。能在別人成

不變的信仰挑戰—
哥林多前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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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為神的感動是要他讀神學，在教會事奉。於是，我為

(3,625,324)

2. 2017年7月份-2018年6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我才知道，他在寄宿時經常吃不飽，也被禁止參與任

這些學員中有一位Tim弟兄，他從初中開始來到教

(89,878)

1. 至2018年6月30日尚欠免息貸款

雖然今日我們並不能完全倒模複製主耶穌培育門徒的

Tim沒有按計劃完成在港的門訓課程，但我和他的師

(108,770)

負債及購置設備

統教會生存下來的信徒。後來，透過他在美國的導師

科目

(2,677,235)

將投資淨收入撥款至校園發展基金

主耶穌建立門徒的方式，是與他們一起生活與事奉。

留在原來教會，但都有聯繫。

2,568,465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人際衝突中的靈命塑造」為教牧學碩士必修科
營會另需繳費，敬請留意。

在品格作出稱許，而非指甚麼管理技巧與學識能力。

266,571

學費及其他收入

累積不敷

9月7日（週五晚）

（長沙灣）

1,949,598

宣訓奉獻
總收入

秋季課程（9至11月）
科目

2018年5月至6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經常費奉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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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過程中陪伴同行實在是一種榮幸，能親眼見證生

2. 門徒培訓教牧工作坊

個人資料：

其後，我到美國進修，也特意請他到我家過感恩節，

命被改變也是福氣。師徒關係（mentoring）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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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他才跟我道出在美國生活的點滴。他在美國的教會聚

同行關係，有時可能分不清誰是師，誰是徒。生命培

教會內開展門訓事工。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及參與事奉好幾年，但教會主要是服侍留學生，經

育，就是時間與心力的投放！

濟上並不富裕，也沒有在經濟上支持神學生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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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共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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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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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