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  
紅色《門徒》課程「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導師重溫日營  
 
日期： 2023 年 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7:30 
地點：總議會辦事處（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內容：重點講解三日兩夜《門徒》導師訓練營之內容，包括——  

ａ．簡介《門徒》課程宗旨及精神、教材綜覽及課程特色；  
ｂ．帶領《門徒》課程之原則及技巧；  
ｃ．《門徒》課程導師之職責、重要性。  

對象：五年內未曾擔任紅色《門徒》之導師 

（亦歡迎五年內曾開辦紅色課程之導師參加）  
【不包括助教或只完成導師訓練營之參加者。】  

備註：完成是次重溫日營，可毋須參加三日兩夜導師訓練營，並最快於 2023-

2024 年度擔任本階段導師  

預習：請務必於重溫日營前完成共三週之作業，並攜同出席。  
費用：每位  $250（包括教材套。不包括：當日膳食、研讀手冊及導師指南

｛可自費額外訂購，並於活動當日領取｝。）  
截止日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  
查詢：請電 3725 4530 與本會信徒培訓部女士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聯絡。  

 
------------------------------------------------------------------------------------- 

紅色《門徒》課程「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導師重溫日營  

報名表 

 
※ 請以中文填寫（報名表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姓名：    性別：    所屬堂所：  

稱謂：牧師  會吏  宣教師  先生  女士  其他：  

地址：  

電話：  電郵：  

最近一次擔任紅色《門徒》導師之年份：  

額外訂額：紅色《門徒》研讀手冊一本（$180）   紅色《門徒》導師指南一本（$120）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請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將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書明：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寄交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收。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  
綠色《門徒》「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導師重溫日營  
 
日期： 2023 年 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7:30 
地點：總議會辦事處（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內容：重點講解三日兩夜《門徒》導師訓練營之內容，包括——  

ａ．簡介《門徒》課程宗旨及精神、教材綜覽及課程特色；  
ｂ．帶領《門徒》課程之原則及技巧；  
ｃ．《門徒》課程導師之職責、重要性。  

對象：五年內未曾擔任綠色《門徒》之導師 

（亦歡迎五年內曾開辦綠色課程之導師參加）  
【不包括助教或只完成導師訓練營之參加者。】  

備註：完成是次重溫日營，可毋須參加三日兩夜導師訓練營，並最快於 2023-

2024 年度擔任本階段導師  

預習：請務必於重溫日營前完成共三週之作業，並攜同出席。  
費用：每位  $250（包括教材套。不包括：當日膳食、研讀手冊及導師指南

｛可自費額外訂購，並於活動當日領取｝。）  
截止日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  
查詢：請電 3725 4530 與本會信徒培訓部女士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聯絡。  

------------------------------------------------------------------------------------- 
綠色《門徒》「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導師重溫日營  
報名表 

 
※ 請以中文填寫（報名表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姓名：    性別：    所屬堂所：  

稱謂：牧師  會吏  宣教師  先生  女士  其他：  

地址：  

電話：  電郵：  

最近一次擔任綠色《門徒》導師之年份：  

額外訂額：綠色《門徒》研讀手冊一本（$180）   綠色《門徒》導師指南一本（$120）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請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將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書明：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寄交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收。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  
紫色《門徒》課程「緊記你們是誰」  

導師重溫日營  
 
日期： 2023 年 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7:30 
地點：總議會辦事處（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內容：重點講解三日兩夜《門徒》導師訓練營之內容，包括——  

ａ．簡介《門徒》課程宗旨及精神、教材綜覽及課程特色；  
ｂ．帶領《門徒》課程之原則及技巧；  
ｃ．《門徒》課程導師之職責、重要性。  

對象：五年內未曾擔任紫色《門徒》之導師 

（亦歡迎五年內曾開辦紫色課程之導師參加）  
【不包括助教或只完成導師訓練營之參加者。】  

備註：完成是次重溫日營，可毋須參加三日兩夜導師訓練營，並最快於 2023-

2024 年度擔任本階段導師  

預習：請務必於重溫日營前完成共三週之作業，並攜同出席。  
費用：每位  $250（包括教材套。不包括：當日膳食、研讀手冊及導師指南

｛可自費額外訂購，並於活動當日領取｝。）  
截止日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  
查詢：請電 3725 4530 與本會信徒培訓部女士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聯絡。  

 
------------------------------------------------------------------------------------- 

紫色《門徒》課程「緊記你們是誰」  
導師重溫日營  

報名表 

 
※ 請以中文填寫（報名表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姓名：    性別：    所屬堂所：  

稱謂：牧師  會吏  宣教師  先生  女士  其他：  

地址：  

電話：  電郵：  

最近一次擔任紫色《門徒》導師之年份：  

額外訂額：紫色《門徒》研讀手冊一本（$180）   紫色《門徒》導師指南一本（$120）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請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將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書明：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寄交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收。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  
金色《門徒》課程「在生命樹下」  

導師重溫日營  
 
日期： 2023 年 2 月 18 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 9:30 至下午 7:30 
地點：總議會辦事處（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內容：重點講解三日兩夜《門徒》導師訓練營之內容，包括——  

ａ．簡介《門徒》課程宗旨及精神、教材綜覽及課程特色；  
ｂ．帶領《門徒》課程之原則及技巧；  
ｃ．《門徒》課程導師之職責、重要性。  

對象：五年內未曾擔任金色《門徒》之導師 

（亦歡迎五年內曾開辦金色課程之導師參加）  
【不包括助教或只完成導師訓練營之參加者。】  

備註：完成是次重溫日營，可毋須參加三日兩夜導師訓練營，並最快於 2023-

2024 年度擔任本階段導師  

預習：請務必於重溫日營前完成共三週之作業，並攜同出席。  
費用：每位  $250（包括教材套。不包括：當日膳食、研讀手冊及導師指南

｛可自費額外訂購，並於活動當日領取｝。）  
截止日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  
查詢：請電 3725 4530 與本會信徒培訓部女士梁翠湄女士或施泳欣女士聯絡。  

 
------------------------------------------------------------------------------------- 

金色《門徒》課程「在生命樹下」  
導師重溫日營  

報名表 

 
※ 請以中文填寫（報名表如不敷應用，請自行影印） 

 

姓名：    性別：    所屬堂所：  

稱謂：牧師  會吏  宣教師  先生  女士  其他：  

地址：  

電話：  電郵：  

最近一次擔任金色《門徒》導師之年份：  

額外訂額：金色《門徒》研讀手冊一本（$180）   金色《門徒》導師指南一本（$120）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請於 2023 年 2 月 3 日前將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書明：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寄交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 14 樓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收。 


	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
	日期：2023年2月18日（禮拜六）
	報名表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日期：2023年2月18日（禮拜六）
	報名表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紫色《門徒》課程「緊記你們是誰」
	日期：2023年2月18日（禮拜六）
	紫色《門徒》課程「緊記你們是誰」
	報名表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金色《門徒》課程「在生命樹下」
	日期：2023年2月18日（禮拜六）
	金色《門徒》課程「在生命樹下」
	報名表
	參加者簽署：  堂主任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