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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 協同神學院 
 

 
 
 
 
 

信徒領袖課程部 
2021 - 22 年度 

事工計劃啟航日 
 
 

 

主題 : 後疫情 新火種 

反思 : 在後疫情時代 福音使命 如何落地？ 

  

日期： 2021 年 5 月 1 日（星期六） 

地點： 路德會沐恩堂（地下小禮堂） 

時間： 上午 10：00 — 中午 12：30 

 下午 02：00 — 下午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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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司儀：劉景駿傳道  

10：00  

 
宣布開會 / 昭示 

開會禱告 

張錦棠牧師 

葉泰昌院長 

10 :05 
主席：馮達揚牧師 

詩歌： 1. 以愛還愛 

2. 願那靈火復興我 

 

沐恩堂 敬拜隊 

司琴 黃信榮牧師 

10 :15 

 
早堂訊息      

以馬忤斯@心火熱 

(路加福音 24：14 – 35) 

伍渭文牧師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客席教授） 

 
安靜 反思 馮達揚牧師 

 默想 : 何解復活的主火熱兩位門徒的手法是:「先解經，

後顯現 」 如果倒轉這個次序，結果又會如何 ？ 

11：00 火種見證：「疫」師「疫」友 主持 吳啟輝傳道  

11：30 

 

專題分享「疫」流而上 :  

媒體事工與英語聖經班 

黃信榮牧師 

12：00 分組討論  司儀 劉景駿傳道 

12：30 午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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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逆向「思」「為」：匯報討論成果 黃振權牧師 

02：30 火種見證：「疫」有所為 司儀 劉景駿傳道 

03：00 詩歌：1. 願那靈火復興我 

      2. 合而為一 

沐恩堂 敬拜隊 

司琴 黃信榮牧師 

03：15  午堂訊息  

關心貧窮人—「重塑真象」 

(以賽亞書 61：1 – 4) 

戴浩輝牧師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

院長） 

 
安靜默想 預備 總結感恩 楊力生牧師 

04：00 會長勉勵 戎子由牧師 

 
詩歌：立志擺上 以琳堂 敬拜隊 

 
奉獻 張錦棠牧師 

 
祈禱 祝福 差遣 劉少銘牧師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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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堂訊息  以馬忤斯@心火熱（路 24：14 – 35） 伍渭文牧師 

「夕陽無限好，但如果你心情憂傷、失望，夕陽便顯得催迫，而你正慢慢步

入黑暗中，這正是以馬忤斯路上兩個門徒的寫照。就在這時候，耶穌在路上

向兩位門徒顯現，並對他們講解聖經，給他們帶來盼望，使他們的心火熱起

來……」 

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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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堂訊息 

關心貧窮人—「重塑真象」 (賽 61：1 – 4) 戴浩輝牧師  

分題  1. 今天的假象      2. 重塑真象的工作 

3. 重塑真象的力量  4. 重塑真象的果效 

 

講道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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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啟航日 中午 12 時 分組討論 

A. 根據 R1 你是否同意作者的分析，處於後疫情時代， 

教會的人際關係和事工發展，成功發展的關鍵在「肢體關係與關顧主

導」， 你同意嗎？ 

同意與否，請分享你的看法 / 理由 

R1 「教會的未來──網上的禮儀、裝備和同在」  

藍志揚 2021. 03 .18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4857&Pid

=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B. 根據 R2 的文章，你是否同意作者的分析， 在後疫情時代 ， 

有關當局未有具體的政策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承接上題，你認為後疫情時代，新移民來港是當前的福音新契機嗎？  

同意與否，請分享你的看法 / 理由 

R2  周永新:「香港人口結構大轉移 」《 明報 》2021. 03 .19 

香港人口結構大轉移（文：周永新）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0319/s00022/161607657

9597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4857&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4857&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0319/s00022/1616076579597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10319/s00022/161607657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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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 R3「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機遇處處，轉守為攻」一文 

的結論，你同意嗎 ?  

大灣區發展，對教會青年工作是一個機遇 ? 

同意與否，請分享你的看法 / 理由 

R3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機遇處處，轉守為攻 」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10012021.html 

補充資料 

青年發展基金政府成立三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以資金配對形式與

非政府機構合作，支持青年人在香港，以至到內地，例如大灣區創業，

發掘各種機遇。2019 年 3 月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

助計劃」和「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香港非政府機構

為在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及

孵化服務，包括落戶創業基地，以及進一步協助青年解決創業初期的

資本需要。各界對兩項計劃的反應踴躍，共接獲 40 多間非政府機構回

應。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1001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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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信徒領袖課程部 

 

異象 :  

今日神學普及  明日領袖輩出  (Learners Today , Leaders Tomorrow ) 

 

使命  

我們致力與教會連結，延伸神學教育，普及信徒層面，合力培育 

領袖人才，廣傳福音，力行大使命，建立教會 : 基督的身體。 

 

目標  

推動神學普及教育，培育教會領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這正是神學院服事教會的方向，不是成全自己，乃是

成全聖徒—培育信徒領袖，協助牧者，成全教會的使命，持守兩個正確 : 「在

其中福音得到正確的宣講，聖禮得到正確的施行」 (1530 年《奧斯堡信條》) 

如此確立以一個信仰群體的兩個正確為軸心，配合神學院的教育使命 : 貫

徹「三個唯獨」。 

 

課程設計 三個科系 配對「三個唯獨」  

唯獨聖經 — 聖經科 ; 唯獨信心 — 領袖科 ; 唯獨恩典 — 實踐科  

 

課程預告 

課程介紹 LED 2021 July 七月份【牧養關顧與社區服侍】 

課程介紹 LED 2021 Oct., 十月份【路德宗崇拜神學初階】 

（詳情 稍後公佈 請留意 本院網頁） 

 

奉獻方法  

支票付款  抬頭請寫“香港路德會有限公司協同神學院”; 

 “THE LUTHERAN CHURCH-HK SYNOD LTD – CONCORDIA SEMINARY” 

銀行過戶，入賬戶口：匯豐銀行戶口 004-193-062486001 

 

地址: 香港九龍又一村海棠路 68 號 

電話: 2397 3721 或 2397 1636  傳真: 2397 1686 

電郵: ctslchks@gmail.com  網頁: https://www.cts.lchks.org 

mailto:ctslchk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