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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疲倦

講師園地

「休息」是停止將自己當神一般，從努力靠己力而
為，轉為安然依靠神，學習在放手中，讓神來照顧
我們、掌管我們的一切⋯⋯ 是為要看上帝的作為。

恩典的節奏

生命故事
淺談屬靈導引

 Raglan Siu

學院消息

活動剪影

感恩與代禱
• 寒假短宣將在1月3-13日進行，是次將有4隊出發到內地
和泰國服侍，請記念老師和同學的事奉配搭和有平安的
腳步。

「門徒身份的認同與覺醒」公開講座已於2018年11月17日
順利舉行。當日約有一百位弟兄姊妹和三家媒體出席，感謝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和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協辦。
祈願聚會能讓弟兄姊妹從新確立門徒身份，願意成為耶穌的
「粉絲」 。

• 2019獻身營將於1月26及27日在學院舉行，請為各參加
者禱告，讓他們預備好心靈；及請為到在聚會中分享信息
的院長馮兆成牧師和教務主任陳凱欣博士、負責靈命塑造
工作坊的黃韻妍博士、回母校分享的林紹芹校友，並參與
服侍的同學禱告。

校友消息
• 恭賀校友黃智敏（MM 2011）於2018年10月26日獲中
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願神賜福她往後牧會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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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疲倦
前言

力量，和自我膨脹之中，忘記誰才是掌管人的命途、
人類歷史的主宰。

我們都感到累透了！疲倦的感覺，本是人體一種正常
的生理反應，亦是上主賜給我們一種自我保護的機
制，提醒我們在勞碌工作或身心疲憊後，要停下來，
作適度休息。然而，我們這一代，不論是年輕人、成
人，甚或是幼童，卻經常感到疲倦，甚至被長期的疲
勞倦怠所困，導致身體、心理、人際關係，或是靈性
等方面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身心俱疲」好像已
成為我們這一代的普遍特徵。「疲倦」可以說是這時
代的形容詞。如何突破「疲倦」的枷鎖，告別「疲

更可悲的是，這「積極、能夠」的集體意識，也使我
們對「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深信不疑，不知不覺中
也陷於「自我負責」的虛無之中，破壞了人倫之間相
互扶持、人依存於神的創造秩序，使自己與他人、與
神越離越遠。由此可見，功績社會的諷刺在於「正面
積極地工作和生產」，卻不但未能帶來自由與幸福的
人生，反倒令人嘗到更大的孤獨和疏離感，並且使我
們對「無作為」產生了莫名的恐懼、不安和焦慮。因

倦」的生活，活出自由、輕省、豐盛的人生？

而，無時無刻都催迫著自己，要不斷地積極活動，追

無止境的倦怠

我們的標籤。漸漸地，我們都喪失了「說不、暫停運

我們為何如此疲累？柏林藝術大學文化學系教授韓炳

之中。

求績效，否則「不負責任、懶惰軟弱和失敗」，成為
作」的能力，使自己和整個社會都陷入無止境的倦怠

哲在其《倦怠社會》一書中，提出現代人的倦怠，是
因為社會過度強調正面積極的工作和生產。 1 他稱這
時代為「功績社會」。韓炳哲在書中分析，功績社會
中的人們都過度強調「可以、能夠」的肯定性。結

休息，是停止靠己力而為
如此看來，在我們正面積極地工作、努力熱心地追求

果，整個社會像吃了興奮劑，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致

和服侍神之時，「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力於效能的提升，以過度積極活躍的活動、歇斯底里

（詩四十六10）更是過動、過勞的信徒們不能忽視的

的工作和生產來追求績效、成就和卓越。 韓炳哲認

吩咐和操練。筆者認為「你們要休息」絕非邀請我們

為當人們只有正面積極的力量，卻沒有「說不、不做

走到另一個極端，就是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甚或不

任何事」的能力，他們不單養成了一種知性上的懶

為自己、他人或上帝負責任。反之，是幫助我們活出

惰，更成了「石頭一樣，如機械般愚蠢地運作，不斷

一種與功績社會有別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以致讓聖

地滾動著，缺乏暫停運作的機制。」 3 最終，把自己

經應許的自由、輕省、豐盛的人生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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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得身心俱疲，陷入「自我剝削」、無止境的過動、
過勞和倦怠之中。

詩人提醒我們，「你們要休息」是神的吩咐，也是人

筆者認為現代社會「積極、能夠」的集體意識，乃源

手、止住」的意思，

自一種對人性無遠弗屆的樂觀，深信一個人只要積極
地工作、持續地改進，各樣事情就會變得更好。換言
之，「積極、能夠」背後的信念，就是更好的效益、
成功的人生和美好的將來，這都是出於人努力耕耘的
成果。然而，當社會毫無保留地認為「積極、能夠」
是絕對的真理時，我們卻不知不覺沉溺於積極正面的
1. 韓炳哲著，莊雅慈、管中琪譯：《倦怠社會》（台北：大塊文化，2015），36。
2. 韓炳哲：《倦怠社會》，32-33。
3. 韓炳哲：《倦怠社會》，57。

認識、承認神的方法。「休息」此處有「安靜、停
• 聖經新譯本把「休息」譯為「住手」

•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譯 為 「 停 止 努
力」（Cease striving）

•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譯為「停止戰鬥」
（Stop your fighting）

• G o d ’s W o r d T r a n s l a t i o n 譯 為 「 放 開 擔 憂 」

蔣賴玉芳

副院長

（Let go of your concerns）

• Common English Bible 譯為「夠了！」（That’s

如何增強我們的信心呢？不在於努力追求，而在於安
息在信實的那一位懷中……讓我所愛的救贖主能將祂
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裡……住在祂裡面，而非努力

enough）

•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譯 為 「 冷 靜 下

或掙扎；注視在祂身上；相信祂必賜下這一刻所需的
力量；相信祂會除去內心一切的腐敗，安息在這位全

來」（Calm down）

能救贖主的愛中，因著全備的救恩而歡欣吧…… 6
「休息」不單是停下來、安靜自己，更要停止依靠人
的勞動、努力、力量來成就、爭奪一切的企圖和行

這位宣教士和戴德生牧師的經歷提醒我們，「休息」

動。唐慕華（Marva Dawn）曾這樣闡述「停止」的

並不是消極、無作為、欠缺信心的表現，相反地，

多重意義：當我們「停止工作，也停止對有所成就和

它是一種認識神、追求敬虔、增強信心的妙法。詩人

生產的需要，停止伴隨著現代對效率的要求而產生的

說：「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

掛慮和張力，停止將自己當神一般，要設法控制自己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

的生命，停止我們的支配欲和被文化同化……守安息

在火中。」（詩四十六8-9）詩人提醒我們，停止勞

日其中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我們學習到讓神照顧我

動、止住人的努力並不是休息的終極目標，休息為的

們— 不是藉著變得被動和懶惰，而是自由地放棄試

乃是讓人騰出心靈空間，去留意、尋找、注視、觀看

圖在生命中無力地扮演神。」

和探究神在各樣事上的作為，以致我們能夠在萬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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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神一直的同在，祂掌管人類的歷史和照管我們的

換言之，「休息」的邀請，其深層意義，是停止將自
己當作是神一般，從努力靠己力而為，轉為安然依靠
神，學習在放手中，讓神來照顧我們、掌管我們的一

生命。亦即是說，「休息」無非要讓我們發現、明
白、知道神在萬有之中的作為，以致信徒們能在一切
的勞碌中享受神照管與賜恩的作為，安息在祂之內，

切。

並且以感謝和讚美來回應神同在的應許。

休息，是為要看上帝的作為

總結

亞倫．克弗特（Alan Kraft）在其《靈命疲乏者的好

畢德生牧師（Eugene Peterson）一生追求屬靈的奧

消息》一書中，引用戴德生牧師一次屬靈的覺醒，提

秘，注重祈禱默想的操練，他曾說：「神在我們未曾

醒努力服侍神的信徒們踐行「安息」操練的重要性。

知道之先，就一直在我們生活中工作，所以我們不是

戴德生牧師一生忠心服侍神，全然投身於中國的宣教

祈求神做一些我們需要的事，卻是要去察覺神在做什

工作，然而，他亦曾經歷身心俱疲的時候。那時，牧

麼，以致我們能回應及參與其中，並為之欣喜。」7

師發現越是加倍努力地服侍神、討神的喜悅，卻越是

換句話說，自由、輕省、豐盛的人生，並不是「自我

無法如願，更是使他越遠離耶穌基督的恩典。直到有

負責」，而是因為祂一直在我們生活中工作；也不是

一天，牧師收到一位宣教士友人的來信，分享個人屬

藉人加倍的努力或祈求，而是在於我們能否看見、察

靈的體會，他才發現「要有信心的經歷，並非靠加倍

覺神在做什麼，以致明白人真正要回應，以及參與其

努力，而是要學習安息」這奇妙的恩賜。這提醒亦引

中的是什麼。若能如此，我們才不致被過度「積極、

5

領牧師走出身心俱疲的困局。 他的友人信中的分享

能夠」所支配，喪失「說不、暫停運作」的能力，使

是這樣的：

自己和整個社會都累透！

4.
5.
6.
7.

唐慕華著，陳永財譯：《俗世中的安息日操練》（香港：FES Press，2003），3。
亞倫．克弗特著，黃玉琴譯：《靈命疲乏者的好消息》（台北：基督中國主日，2010），111-114。
亞倫．克弗特：《靈命疲乏者的好消息》，112-113。原文引自V. Raymond Edman 所著 They Found the Secre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4), p.2.
Eugene Peterson, The Contemplative Pastor: Returning to the Art of Spiritual Dire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 4.

講師園地

恩典的節奏
此文的題目，出自在數月前離世的靈修大師畢得生牧

生命卻是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低谷，當我在外面忙

師，對以下經文的近代演譯：

於準備主日的講道，在主日學的教導，及輔導有需要
的人，我的內心深處持續感到孤單與失落。最諷刺的

你是否疲倦？累透了？為宗教的緣故燒燼了？到我這

是，作為別人的牧者，我卻與我的大牧者漸漸遠離，

裏來吧……我可指示你如何享受真正的安息。與我同

甚至覺得被祂離棄……。

行，與我同工—看我如何做，學習那從容不迫、恩典
的節奏，我不會加給你沉重或不適合的擔子。與我一

原來在不知不覺中，我逐漸按己意、靠己力去事奉，

起，你會學到如何活得更輕省，更自由。（太十一28-

主要的原因是我忽略了要來到青草地、溪水旁，被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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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的重要。然而這些事奉的危機，也成為我靈命成
長的契機。曾有一個印象深刻的片段，我從心裏感

在約十年前，我開始統籌學院一個特別為牧者而設的

到疲倦，對自己說：「我不要再聽，也不要再說什

部份時間課程，在過去任教的歷程中，發現對不少牧

麼！」當時只想一個人好好地去休息一下，我下定決

者而言，事奉實在是個相當沉重的擔子。曾經看過一

心，到一個退修中心，在那兒住了數天。在其中我似

些教會把牧者的職責羅列出來，包括講道、傳道、輔

乎真的如我所願，不需要聽什麼，也不用說什麼，因

導、教導及領導，看後不禁從心裏發出感嘆：「有誰

為在那裏的人，都實行守靜的操練。在離開營地前，

能擁有這些恩賜於一身？即使有這樣的人，是否能夠

我卻發現，自己從未如此聽到這麽多——能夠傾聽自

同時兼顧這五大範疇的工作？」難怪有次當我在台上

己的聲音，更重要是那內住的、聖靈的微聲。透過聖

講及此課題，聽見台下的人，忍不住半說笑的加上第

經和大自然，兩個上帝向人的重要啟示，我的心靈如

六項：「殉道！」

久旱的土壤，重新得著澆灌。「能聽才能說」，這是
人類學習言語的定律，我終於可以回歸那久違了的父

停不了的事奉？

面前，向祂傾心吐意，回應祂對我的呼喚。

牧職上所遇到的困難，大致可分為客觀環境，及個人

不可少的空間

的主觀經驗兩大層面。前者牽涉到牧職的性質、堂會
領導的組織架構等，這些較難改變，很多時都在個人

要活出以上所說，從容不迫的恩典節奏，實在需要空

的能力範圍以外，本文不作討論。但在個人的層面，

間；空間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日常生活有不少這樣的

例如我們對事奉的觀念、牧職的態度、如何自處與處

例子，就像句子之間有標點，說話之間有停頓，才能

人等，卻是自己可以掌控和調節的，這正是我們的出

令內容清晰地呈現；圖畫中的留白，可令主體的輪廓

路。記得在踏入牧職事奉的最初兩年，面對教會多方

更鮮明。更基本的是，觀察我們的一呼一吸，不可以

面的需要，我在全力以赴之餘，卻發現自己更多的限

只有呼而沒有吸，或只有吸而沒有呼，在我們不知不

制，重要的是，我忘了自己只是人，不是神！以下節

覺間，這個充滿奇妙、恩典的節奏，就維持著我們的

錄了我在教牧學博士論文中，對此經歷的自白：

生命。我又想起一個近年的退修體驗，有次我在一個

我承認當各人都景仰我為屬靈領袖的時候，我的屬靈

日營中，按主持人的吩咐，實習歸心祈禱，我們需要

1. Eugene Peterson, The Message. 筆者自譯。

黃韻妍

靈修神學講師

留意自己的呼吸，學習長而深的呼吸，在過程中，我

詩人形容諸天與穹蒼都在述說父神的榮耀與作為，無

發現自己呼氣的時候很順暢，但吸氣的時候總是有困

言無語，卻不斷向我們發出千言萬語（詩十九1-2）。

難。聖靈透過此經歷提醒我，可能在「付出」與「吸

都市人每天只埋首幾吋寬的手機或大一點的電腦屏

取」上失衡，因為埋首過多的工作，而忽略了心靈的

幕，對上帝美麗的創造，或無暇欣賞，或視若無睹。

滋養。

大多數供人退修的地方，都與大自然較接近。寬廣的
天際，起伏的海浪，一草一木，都可帶來奇妙的洗滌

騰出空間：屬靈操練的真義

與復修作用；讓自己有更長時間與大自然接觸，在其

個人的屬靈操練，特別是安靜，獨處的實踐，在這個資

對話，是重新得力的途徑。

中傾聽內心的聲音，及聖靈的微聲，向祂祈求，與祂

訊爆炸、嘈吵紛亂的世代，更形重要。屬靈操練是什
麼？不是靠一己的努力去戰勝什麼，而是騰出空間讓聖

退修是個發現之旅，平日生活太匆忙了，這是一個好

靈的工作得到展露；也不是靠一己的努力去賺取什麼，

機會，讓我們檢視一些未被留意，或差不多被「删

而是騰出空間去聆聽及遵從主的呼喚。以下的定義最能

除」，掉在「回收筒」的片段。上帝的工作很豐富，

說明空間的觀念，在屬靈操練實踐的重要位置：

祂是那不會停止工作的父，祂亦是樂意厚賜眾人的

在基督徒生活裏，操練所指的是人努力去揭開一直所

父，但像所有的禮物，一日未被接受，那仍然稱不上

掩蓋的，去顯明仍被隱藏的，去把置於斗底下的燈放

是禮物。聖靈會藉著不同的渠道，向人啟示：或是藉

在燈台上。這好像在我們的心靈花園裏把舖蓋著小徑

著聖經的說話，重整我們的價值觀，校正我們對人、

的樹葉耙掉。操練促使聖靈向我們的啟示在我們裏面

對己、對神一些狹隘，甚至扭曲的觀念，開啟我們的

得以顯明。

2

屬靈視野，帶來釋放與更新；或在大自然中透過祂美
麗的創造，展示祂的臉容；或是把充滿恩典的回憶，

是什麼令我們的空間愈來愈小？是什麽妨礙了我們的

帶進善忘的心靈……各人回應上帝說話的方式也不一

屬靈胃口？傅士德的經典著作《屬靈操練禮讚》中，

樣，我是較喜愛用文字，多年來已習慣記下上帝與我

他說我們的對頭撒但著重三件事：宣囂，匆忙和擠擁

相遇的重要片段，及我的禱文；有人會用顏料，以不

3

同意象、色彩、圖案展示上帝的工作；有些人心中響

，尋求大量與眾多，這是現代人的生活寫照。忙碌就

是撒旦的化身，我們沒有空間，不單是我們可見的每

起某詩歌的旋律，附著激勵的歌詞，繼而反覆唱誦。

分每秒的外在空間，更是我們不可量度的心靈空間。
「活得更自由，更輕省」，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

捍衛你的心靈空間：進入退修

應許，一份上主定意要賜下的禮物；也沒有捷徑，需

除了喜愛退修，我也很享受帶領退修聚會，其中一個

其中學習活得更從容，領略何為恩典的節奏。

要身體力行的回應，實踐屬靈的操練，如此，才能在

原因，是能夠見證上帝在不同人身上無數奇妙的作
為，我提供的是一個不受打擾的空間，聖靈就自然在
其中工作。

2. Henri Nouwen, Donald P. McNeil, Douglas A. Morrison, Compassion: A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Life , p. 90, 筆者自譯。
3. 傅士德著，《屬靈操練禮讚》香港，學生福團契，1982，17。

生命故事

淺談屬靈導引
筆者試從屬靈導師的角度，在此分享一下屬靈導引中
的點點滴滴。

陳群英

屬靈導引導師

敏銳
在主的恩典下，基督徒的靈命總是邁向著更豐盛的境

一切的開始：主的工作

界；而困難和考驗（可能是因為遭遇失去或痛苦，或

屬靈導師很多時會問受導者：「你今天帶著什麼期望

關口。當人觸碰到自己人性的脆弱時，這裡卻正隱藏

或渴望來？」他們的回答大概會是：「想加深與上帝

著主救贖的恩典。在複雜的人性經驗中，人需要聆聽

的關係；想安靜下來，享受在主裡的休息；想學習聆

內心的聲音和感受，把自己的真實狀況坦然無懼地帶

聽主的聲音；想就一個抉擇尋求主的心意。」由此可

到主面前，等候聖靈光照，直至認出什麼是來自主的

見，受導者往往帶著一份對主的渴望而來，而這渴望

真理，什麼是來自那惡者的謊言。屬靈導引在這裡提

是出於聖靈的感動。這正好說明，人追求上帝，始於

供一個安全的平台，讓導師陪伴人把心事向主陳明，

上帝自己，是祂首先渴望並定意要向人啟示祂自己，

而透過傾訴和聆聽當中的祈禱這過程，受導者可以逐

吸引人去認識祂，並且與祂親密往來。屬靈導引的基

步釐清內心種種動態的來源。

發現靈性／信仰再不能承載生活和事奉）正是更新的

礎，正是建基於受導者自身與主的直接、個人和獨特
的關係和溝通，聖靈才是人真正的屬靈導師。當屬靈
導師與受導者都深信，人對主的渴望總是被主對人的

領受

渴望所牽動和維繫，整個屬靈導引的過程便會依著正

屬靈導引可喻為一個拆禮物的過程。這過程有時比較

軌，自然順利地進行。

容易，可能不需要或只需要導師小小的提示，人便能
發現主所賜下的恩典；但有時又會好艱辛，要清理日

留意

積月累的障礙物（可能是一些傷痕、心結、死穴或盲

屬靈導引的基本材料，是受導者本身的屬靈經驗，而

救贖。收到禮物後，怎樣領受也是操練：無論聖靈所

屬靈導師的任務，只不過是以關懷和敬重的態度去聆

賜下的是鼓勵、安慰，抑或督責、更生，在屬靈導引

聽別人的屬靈經驗，並保持著默觀的姿態，鼓勵和引

過程中，人有機會去細味品嚐或靜心細察，讓恩典在

導受導者去留意和發現聖靈的感動，從而向主作出適當

心中深化、內化和整合，最後化為行動，讓上帝的心

的回應。簡言之，導師陪伴著受導者，一起懷著期盼的

意得以成就。

點），導師和受導者需要耐心等候主的治癒，釋放和

心情去等候主，好像孩子在聖誕節等候著拆開在聖誕樹
下的禮物。當然，人容易被自己的思慮、別人的想法、
周遭的文化和那惡者的欺哄等種種噪音所佔據，以致未

結語

能夠聽清楚聖靈的聲音。屬靈導師需要在這裡，幫助

作為靈修陪伴者，能夠與受導者在愛與信任的關係

他們在擠滿雜物的內室騰出一片空間，然後駐留在主

中，一起以敬畏愛慕之情瞻仰主的臨在和作為，一同

面前，留意主此刻怎樣臨在他生命的處境中。屬靈導

明白基督的愛，這實在是一項殊榮！

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幫助信徒贖回他的神聖空間，
在那裡享受與主無間的溝通。當人經驗了住在主裡的
美好，以後便知道要歸回主那裡，讓主親自牧養他。

課程推廣

財務報告

2018年9月至10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經常費奉獻

491,899

宣訓奉獻

275,923

學費及其他收入

528,808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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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收入
支出

講師

情感與屬靈品格
（另附營會）

黃韻妍博士

開課日期

基督教使徒信心會 3月4日（週一早上）
（樂富）

營會日期：4月8日

彭順強博士

屬靈導引入門
（另附營會）

蔣賴玉芳女士

觀潮浸信會（觀塘）

依納爵靈修與
屬靈辨別（營會）

董澤龍神父

思維靜院（長洲）

領袖與靈命

賴淑芬博士

觀潮浸信會（觀塘） 6月3日（週一晚上）

屬靈導引的歷史發
展與傳統

彭順強博士

本院校園 （元朗）

聖約教會遠東堂
（尖沙咀）

3月4日（週一晚上）
3月7日（週四晚上）
營會日期：4月6日及13日

6月8日（週六）
密集課程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1. 普及神學課程 （2019年4至6月）
講師

開課日期

使命承擔—成為查經組長 梁清恒先生

荃灣

4月4日（逢週四）

退修日營：作貴重的器皿

本院校園

5月18日（週六）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課程

不住地禱告

黃德光先生

旺角

4月4日（逢週四）

傳道書—
虛空人生怎麼過？

蒙日昇牧師

元朗

4月9日（逢週二）

文化？信仰？何去何從？

陳凱欣博士

觀塘

4月12日（逢週五）

關心被遺忘的一群—
認識印度教徒

潘翠琼女士

旺角

5月9日（逢週四）
5月25日（戶外考察）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何慧明博士

元朗

4月4日（逢週四）

累積不敷

(4,512,418)

購置設備
9,437

1. 2018年7月份-2018年10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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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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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奉獻

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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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門徒培訓教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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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門訓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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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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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週一，共兩天）

(84,899)

□ 劃線支票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一宿雖然有哭泣

(919,049)

將投資淨收入撥款至校園發展基金

奉獻方式：
上課地點

陳誠根牧師

本期不敷

(2,215,679)

（週五至週二）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499,378)
總支出

5月24日至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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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321,279)

行政及課程支出

上課地點

歷代基督教
靈修傳統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1,395,022)

宣訓支出

春夏課程（2019年3月至8月）
科目

教職員薪酬

1,296,630

3. 門徒成長教室：黑暗中抓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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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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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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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隨基督

◆

胸懷神國

◆

牧靈宣教

起來，
！
吧
走
們
我
招生

2019

校本部全時間課程
道學碩士 （三年制）
神學學士 （四年制）

獻身營

基督教研究深造文憑 （一年制）

「起來，我們走吧！」

基督教研究文憑 （一年制）

2019年1月26及27日

筆試日期：2019年3月16日及 5月11日 (週六)
面試日期：2019年4月6日及 6月1日 (週六)

神學教育體驗日
2019年4月27日

校本部部分時間課程

2019年全新課程

基督教研究深造文憑

基督教研究文憑

（日間/晚間五年制）

（日間/晚間五年制）

校外進修課程
教牧進修課程

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信徒進修課程

神學碩士 （二至六年）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 （二至六年）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 （晚間三至七年）

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三至六年）

普及神學證書 （晚間三至五年）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三至六年）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 （日間三至五年）

主修新約研究、舊約研究、神學研究或
中國基督教研究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三至六年）

門徒培訓證書 （日間/晚間一年制）

主修聖經研究或靈修牧養

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三至六年）

所有校外進修課程全年接受報名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www.cms.org.hk，或致電 5802 5322
地址：新界元朗洪屋130號

電話：2986 5433／5802 5300

中華民族福音化

傳真：3117 6043

華人教會國度化

電郵：info@cms.org.hk

中國文化基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