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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019}
{代禱日誌}
{01}

{02}

{03}

儲備師資李穎婷校友 (MDiv 13) 於 9 月至

圖書館助理區志恆先生於上月離職，學

校牧今晚為同學預備“Couples Night”
，由

10 月期間赴英國劍橋 Tyndale House 搜

院衷心感謝他十六年來忠心的事奉。

雷競業牧師師母和校友池俊文牧師（MDiv
08）師母擔任分享嘉賓，願參加者得著幫助。

集博士論文資料，求主恩領。

{04}

{05}

{06}

李思敬院長於 10 月 4 日及 6 日應循理會

薛霞霞博士發表文章“An Analysis of

本學年午會主題「行過生命幽谷」，願神

恩安堂邀請，擔任其三十周年堂慶培靈

James 2:14-26: With Special Reference

透過講員的信息造就中神群體。校牧團隊

會及感恩崇拜講員，求主使用。

to 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Abraham

於午會前安排 15 分鐘「守靜操練」時段，

and Rahab”收於 The Epistle of James:

讓師生及同工們有一段空間安靜，心靈與

Linguistic Exegesis of an Early Christian

主相遇！

Letter. Edited by James Dvorak and
Zachary Dawson.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19:127-54.

{07}

{08}

{09}

感謝主帶領中神加拿大區董事會於 9 月

校園幹事張玉萍女士於九月份入職，求

今晚舉行董事會財務委員會會議，商討

21 日舉行的董事會議，教務長李適清博

神讓她適應新工作環境，與同工團隊有

學院 2020 年財政預算，求主帶領。

士於研究寫作休假期間代表學院出席。

美好配搭。

{10}

{11}

{12}

副教務長黃國維博士於 10 月 12 日應香

香港神學教育協會明天舉行本年度第二

研究院於 10 月 14 日舉辦「與我的牧者相

港 AWANA 邀請主領講座，主題：「天國

次院長及教務長交流會，副院長朱光華

聚」，邀請新同學的牧者蒞臨學院，彼此

博士及代教務長張智聰博士將會出席。

分享認識。

{13}

{14}

{15}

校友會明天舉辦「安息在周一」，邀得吳

學院今天舉行公開講座，題目：「再思教

校牧團隊為同學每月安排一次「靜修星

慧儀博士主講信息：「擁戴基督為王」，

會處理家庭危機—神學、教牧及輔導之

期六」，本學年主題：「聆聽上主」，鼓勵

願校友透過安靜、敬拜、聆聽信息，身

協作」，由副院長朱光華博士、莫國治．

同學們有定期的安靜默想操練，好讓生

心靈得以休息重整。

鄭惠貞教席教授區祥江博士及副教務長

命專注於上主和結連於祂的愛中。

『正』人：培育天父喜悅的孩子」。

黃國維博士主講，求主賜福三位講員的
信息。

{16}

{17}

{18}

延伸部 10-12 月的課程，於本月陸續開

潘怡蓉博士於 10 月 21 日應福音證主協

請記念正在病患中的老師、同學、校友及

課，求神藉課程叫信徒的靈命長進，並

會邀請，帶領講座：「動盪處境中的明辨

他們的家人，求主施恩憐憫，安慰醫治。

賜福講師們的授課。

與靈性轉化（牧者篇）」。

{19}

{20}

{21}

一年一度的神學生聯禱日今天於香港伯

黃滋瑞校友（MDiv 07）及李振偉校友

請記念學院今天為研究院校友及同學舉

特利教會慈光堂舉行，主題：「讓我們一

（DipCS 07, MCS 09, MDiv 17） 今 天 接

行「創啟在香港—教會的想像」座談會。

起禱告吧」
，全港神學生聚集禱告仰望神。

受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
願主繼續賜福他們分別在牧民堂和北角
堂的事奉。

{22}

{23}

{24}

為生命之道每個聚會點的場地主管、領唱

儲備師資楊思言校友 (MCS 10) 於 10 月

潘怡蓉博士於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 日應

者、核心組長、組長和司事們忠心的服事

23 日至 26 日出席在比利時魯汶大學舉行

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邀請，帶領教牧學博

感謝神，求主親自報答。

的會議，會議主題：Leuven Encounters

士生研討會，並主講「婚前輔導」公開講

in Systematic Theology: Theos and Polis:

座，願主賜福。

Political Theology as Discernment，期間
發表文章“Feast before my Enemies Re d i s c ove r i n g t h e S o c i o - Po l i t i c a l
Dimensions of the Eucharist”， 求 主 保
守行程平安。

{25}

{26}

{27}

請為中神美國區董事會正籌備 11 月份在

中神職場校友會（MAC）今天晚上舉行

請為拓展主任羅仲軒先生及拓展部三位

曉士頓舉行的董事會議祈禱，求主記念。

周年聚餐，慶祝今屆職場課程同學畢業，

同工祈禱，求主記念他們的辛勞，保守

歷屆職場課程校友聚首一堂，感謝神賜

他們的身體健康、靈命活潑、事奉得力。

美好團契及分享時刻。

{28}

{29}

{30}

八月份學院經常費收入 $5,230,553，支出

請為研究院同學的靈命培育小組代禱，

今晚舉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會議，求主帶

$4,103,469， 盈 餘 $1,127,084，2019 年

期望組員透過在組內互動，彼此激勵代

領。

累積盈餘 $829,197，感謝神信實的供應。

求，靈命成長。

{減 少 用紙}

承擔
收閱電子版《代禱日誌》

整全使命

裝備

神國僕人

請記念 11 月 30 日延伸部畢業禮的籌備
工作，求主加能賜力給同工。

本院每個月印製的《代禱日誌》，需要砍伐林木。若您也想一起為環保出力，誠邀您從下月開始，
改為收閱電子版《代禱日誌》。您只需到www.cgst.edu/subscribe填寫資料，從下月開始，您便會
收到電子版《代禱日誌》。感謝您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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