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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牧長： 

從學道到活道，至實踐召命 
2022 年堂會崇拜講道及培訓課程邀請 

 
    願  貴教會在逆境中仍能經歷主內平安！由 2019 年至今，香港經歷了足 2 年持續社

會動盪及疫情的困境，且出現散居海外移民，香港留民，以及內地人民的多元受眾，這迫使

教會領袖反思牧養策略及模式，香港教會應如何回應？ 

 

近日前線同工推動聖經教導資源 - 「活道」，更開展網絡進階版的製作，上帝讓我們看

見「散居」/「留守」者仍可同心同行，實踐真理，回應呼召。這是契機，善用科技並開墾

真誠交流土壤，補足地域之隔，在到位的引導和啟發下，導引受眾有效學習、活出真道。 

在移民潮的去或留之下，上帝仍藉聖經不變的信息，召喚門徒再思召命！在這個劃時

代的十字路口，本會前瞻性提出混合式學習計劃（Blended Learning）：透過不同的學習模

式：個人學習、群體學習、自主學習，體驗網上學習的優勢。我們將在新年度陸續提供更多

元化的自主學習課程，包括聖經聖地、認識以至活出召命、調適領導、領導力等，更會按不

同課程的需要開發新的功能。 

另外，這亦是時機，讓香港教會透過認識中國教會今昔，探索香港教會獨特使命，故此

本會推出「咫尺‧中華」中國教會與事工課程*，期望從這角度服侍教會。本會亦籌備了《跨

越牆垣─從內地教會看逆境創新》專輯*，供教會索取，以能與教牧長執參照，理出在這時

代服侍中國教會同時，亦從她身上有所學習。 

2022，「證主」將踏入第 52 年，仍堅守召命與教會同行，急教會所急，推動「從學道

到活道，至實踐召命」，以混合學習模式為方法，支援教會領袖在逆變的世界，裝備門徒有

明確的召命，成熟的靈命，以及宣教熱誠去實踐大使命，轉化生命！ 

故提供 2022 年附件中崇拜講道邀請主題，以及培訓課程/講座題目，亦新增新課程，

支援教會「塑造門徒 成為領袖」(From discipleship to leadership)。2022 年講員及導師團

隊已準備就緒，期待在 2022 年，有機會服侍 貴堂會，請使用附上 2 份回應表（崇拜講道

邀請、講座/培訓/包班）回覆。歡迎邀約或查詢，致電 2725 8558 與吳姊妹聯絡，謝謝！祝  

以馬內利！  

 

 

 

 

 

 

 

*每間教會可電郵: ccmd@ccl.org.hk，以索取《跨越牆垣─從內地教會看逆境創新》專輯及申請

「咫尺‧中華」中國教會與事工包班課程 

 

主僕 

 
      鄧兆柏                                                                                 

      總幹事 

      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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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吳曼華姊妹  電話：2725 8558  傳真：2386 1804  電郵：rejoice@ccl.org.hk 或 hkccl@ccl.org.hk 

2022 年崇拜講道 講員邀請回應表 

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  

地址：＿＿＿＿＿＿＿＿＿＿＿＿＿＿＿＿＿＿＿＿＿＿＿＿＿＿＿＿＿ 傳真：＿＿＿＿＿＿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正推行差傳／宣教工作嗎？＿＿＿＿＿＿＿ 

是次領會期望：＿＿＿＿＿＿＿＿＿＿＿＿＿＿＿＿＿＿＿＿＿＿＿＿＿＿＿＿＿＿＿＿＿＿＿ 

是次領會後證主提供之服務:   訂閱證主刊物   健康教會諮詢服務   其他_____________ 

教會概況：聚會人數＿＿＿＿＿，已婚會友＿＿％  教會目前使用的聖經版本______________   

會眾年齡分佈〔長者＿＿％，兒童＿＿％，青少年＿＿％，職青＿＿％〕 

崇拜時間：（若超過一場，請註明）＿＿＿＿＿＿＿＿＿＿＿＿＿＿＿＿＿＿＿＿＿＿＿＿＿＿ 

主日自助書攤：  需要*   不需要，謝謝。 

* 請將書攤消息及位置刊登在場刊，並安排書攤放置教會內兩個星期。 

 

A. 崇拜講道 需要，請註明日期 

(若超過一堂，請列明時間) 

A1 認識中國/差傳主日：推動關心中國教會的發展及差傳教育  

A2 領導力：調適領導、領袖培育、辨認呼召、團隊事奉、使命傳承等  

A3 活出召命：支援信徒尋索及活出召命，以能燃點他人生命  

A4 
職場事奉/宣教主日：認識及實踐職場宣教召命 

(亦包括本土宣教、社區宣教、閒場佈福等主題) 

 

A5 事奉/靈命培育主日：培育事奉人員及教會領袖、服侍者靈命更新  

A6 家庭主日：建立基督化家庭、福音主日（邀約未信主親友出席）  

A7 健康教會主日：推動教會全面均衡發展、門徒訓練  

A8 文字事工主日：融合線上線下，推動屬靈閱讀，培育生命成長   

 

講員團隊 (按姓氏筆劃排序) 

  吳李金麗師母 資深家庭輔導及治療員、 

「證主」家庭事工顧問 

    林榮樹牧師 「證主」資深事工顧問、 

美國 PPI 授權 T-JTA 國際級教師 

吳炳華牧師 「證主」董事、資深靈修導師  馮肇熙先生 「證主」副總幹事（出版） 

證主出版社社長 

吳庭樑牧師 「證主」家庭事工顧問 

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副院長 

 劉忠明教授 「證主」董事會主席、《領導由心》、 

《像樣的教會管理》作者 

呂慶雄博士 「證主」副總幹事（培訓）、 

伯特利神學院實踐神學講師、 

《領導由心》作者、聖地團講師 

 鄧兆柏先生 「證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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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講座／培訓／包班 邀請回應表 
 

 

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者人數：＿＿＿＿＿＿＿＿＿ 

參加者類別：＿＿＿＿＿＿＿＿＿＿＿＿＿＿＿＿＿＿＿＿＿＿＿＿＿＿＿＿＿＿＿＿＿＿＿＿ 

(如: 牧者傳道、長執領袖、主日學老師師、青少年導師等) 

期望培訓目標：＿＿＿＿＿＿＿＿＿＿＿＿＿＿＿＿＿＿＿＿＿＿＿＿＿＿＿＿＿＿＿＿＿＿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員／導師團隊 (按姓氏筆劃排序) 

尹祖伊博士 
「領導力培訓學院」培訓顧問、 

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專業培訓導師 
 梁銳光先生 

「領導力培訓學院」培訓顧問、 

企業管理顧問、「思基匯」合夥人 

  李俊諺先生 「證主」特約導師  許志超博士 
「證主」領導力培訓顧問、 

《相愛又相爭》作者 

  呂慶雄博士 

「證主」副總幹事（培訓）、 

伯特利神學院實踐神學講師、 

《領導由心》作者、聖地團講師 

 陳錦萍女士 
「證主」聖經聖地課程特約導師、 

曾參與耶路撒冷舊城區內工作。 

  張少珠博士 
「領導力培訓學院」培訓顧問、    

資深人力資源管理及培訓顧問 
 楊佩玲女士 

「證主」特約導師 

故事演講人，溝通培訓導師 

兒童圖書《襪子天堂》作者 

馮廸恩博士 

「證主」總監(拓展) 

道風山實習靈修指導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委員 

 劉忠明教授 
「證主」董事會主席、《領導由心》、 

《像樣的教會管理》作者 

  梁惠珍女士 「證主」副總監（培訓事工）  鄭世萍傳道 
「證主」特約靈修導師、 

生命前線帆船事工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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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講座／培訓／包班 主題一覽表 
 

B. 培訓課程（一次性或多次性） 需要，請註明日期 

B1 認識中國、中國教會事工異象：推動關心中國教會的差傳事工  

B2 神州情祈禱會：專題分享，推動肢體認識中國教會現況，禱告守望。  

B3 
「咫尺‧中華」中國教會與事工課程：專透過認識中國教會今昔，探索香港

教會獨特使命。（新） 

 

B3 

「調適領導力」實踐課（新） 

「基督教靈命塑造初探與醒神禱告」工作坊 

「活現真我」生命藍圖規劃課程系列——事奉篇、職場篇、導引者篇 

相愛相爭在教會 

健康重塑計劃（新） 

生命成長讀書小組（召命/靈程同行者等） 

 

B4 

教養兒童系列【請圈選你的選擇】 

提升子女的情緒抗疫力從遊戲培養孩子對家庭的歸屬感 

認識孩子的思想世界/感受世界/經驗世界 

童心英語：導師及家長課程（新） 

撕裂關係中的聆聽與溝通 

（訓練父母／導師成為年青人的生命師傅、鞏固夫婦關係） 

家庭/夫婦/個人成長講座（從原生家庭影響、性格差異和溝通方法改善家庭關係） 

 

B5 

基督徒領袖課程：領導六要（six leadership essentials）主題  

辨認呼召、品格建造、團隊領導 

領導方略、持續得力、領導承傳 

（「證主」關聯機構領導力培訓學院提供） 

 

B6 
猶太人節期活動/小組組長訓練（住棚節、逾越節）： 

認識聖地文化，強化聖經教導；把猶太風俗及教導，推展在教會/團契學習 

 

 

C. 宣教教育 需要，請註明日期 

C1 
宣教教育導賞行：走進港島十九世紀宣教史蹟，實地導賞認識教會歷史的今日意義。 

（培育事奉人員及未來教會領袖心志，適合差傳/宣教部、團契小組） 

 

C2 「宣教與使命」聖地講座  

 

D. 包團 需要，請註明日期 

D1 

聖地考察團：聖經聖地考察團（約旦、以色列） 

使徒腳踨團（土耳其、希臘） 

教會歷史團（西歐） 

宗教改革前傳（西班牙、葡萄牙）（新） 

 

D2 

中國教會使命探索之旅：踏足宣教史蹟，聆聽生命故事，探索個人召命。如：華東

內地會史蹟行、西南少數民族教會體驗行。 

宣教士開墾福音硬土之旅：追溯苗文新約全書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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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同行套餐 

 

 培訓套餐 
✓需要 

請註明日期 

   

 
  

   

   

   

 

 

 

 

  

 

 

  

 

預算首選舉行日期（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算首選舉行日期（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望培訓目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安排個別靈性指導，請指定期間： 

 2022年 10-12月 

 2023年 1-3月 

 2023年 4-6月 

 2023年 7-9月 

 2023年 10-12月 

 

 

查詢：2725 8558 或 hkccl@ccl.org.hk（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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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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