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启者：  

 本院将於 2019 年正月至三月在本院举办第十届「卫神音乐短宣学校」，使有事奉心志

的弟兄姐妹得到圣经、神学、实践以及各方面的装备来面对廿一世纪的挑战。特此致函呼请台台

端或贵团报告及挑选适合人员前来参加受训。敬请留意下列事项：  

1.  学 生 来 源： 特别 注 意九 号 或十 一 号等候 成 绩 者， 以致 他 们受 训 之后 ， 不管是 继 续 深 造

或工作，都比较有生命根基来面对时代的挑战；或许教会干事/书记/热心事奉者等亦可

成为考虑的对象。  

2.  培训预算：三个月每人 RM2,300.00（包括：受训、本地短宣、膳宿与周末见习津贴；唯

不包括个别学生需用的买书钱与零用钱）。   贵 堂/贵 团可 将所 要协 助 的款 项交来 神 学 院

（注明短宣培训)。  

3.  资料宣布：请在堂会/团契报告，让家长/会友/契友知道此事以及代祷。  

4.  申请表格：请贵堂/贵团自由复印使用（参附件）；或自神学院网站下载。  

5.  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 

6.  请将申请表格直接寄来本院院长收，亦请在信封上注明「卫神音乐短宣学校」。  

 谢谢合作配搭，同心扩展神国在地上。  

 

 

此致  

堂会牧者/执事会主席   台鉴  

 

 

延伸神学教育/ 

短宣课程主任 :  

 教务主任 :   院长  

 

 

 

    

(陈秀金牧师、博士)   (林忠锦牧师、博士)   (邱和平牧师、博士)  

 

敬上  

 

2018 年 9 月 3 日  

 

 

 



卫理神学院 

第十届(2019) 音乐短期宣教学校 

2019 MTS Short-term Missions School - Music (The 10th Batch) 
----------------------------------------------------------------------------------------------------------------------------------------------------------------------------------------------------------------------------------------- 

名称 ：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卫理神学院短期宣教学校--音乐。 
 

目的 ：(1) 为教会事奉人员提供进深课程，以致更有效的参与教会事工。 

 (2) 使有志奉献者更清楚明白神对他们的呼召。 
 

时间 ：2019 年正月 2 日（星期三）开始，为期三个月。 

                  2018 年十二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三时正至四时卅分之间报到。 
 

开学礼 ：2019 年正月 2 日（星期三）上午九时正。 
 

结业礼 ：2019 年三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三时正。  
 

内容  ：灵性塑造  布道与宣教训练  

  圣经综览  乐理与视谱（分级）  

  基本指挥法和领唱  声乐班（六人一班）  

  教会音乐综览  基督徒生活 

  诗班  
 

方式  ：(1) 上、下午上课，晚上自修(为期三个月)。 

       (2) 周末见习。 

    (3) 短宣 (砂州开荒之福音事工)。 

    (4) 共同生活 (学生需住进神学院中；参加早祷会、晚祷会) 。 

   (5) 与神学生到各堂会进行神学之夜活动。 
 

入学资格 ：(1) 清楚重生得救，已经受洗或入会(有事奉者优先考虑)。 

      (2) 中五(预考或正式成绩至少四项优等，既 credit) 、中六或高中(及格)、或以上学历。 

(3) 年龄 18 岁以上，身体健壮、精神与心理正常。 

(4) 有顺服的心，受训不半途而废；不得无故延期报到或提早离校（农历新年假与公共假期除外）。 

(5) 于受训期间如有预先安排私人事故而需要请假超过两天者，恕不接受。 

(6) 有爱人灵魂的心和同甘共苦的心。 

(7) 必须有堂会牧师或传道人之正式与积极的推荐 (参阅附上之表格)。 

(8) 教会音乐服侍者：诗班员，诗班指挥，司琴，领唱者，乐器手等。 

(9) 认识乐谱（至少会看简谱）。 
 

报名手续 ：(1) 向牧师或传道索取申请表格。 

     (2) 一篇得救见证及受感参加此课程的见证。 

     (3) 身份证副本、学历证书或学校成绩单副本一张、护照型相片两张。 

     (4) 申请表格可寄到：P. O. 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4 )   询问电话: 084-321409    传真: 084-341409     邮址: tee@mtssibu.edu.my 

     (5) 报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11 月 1 日。 

     (6) 名额有限，符合以上入学资格者将会被考虑；落选者将不会给予解释。 

    有关当局有权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者。 

 

培训预算 ：每人 RM2,300.00(三个月)(包括：受训、本地短宣、膳宿与周末见习津贴；唯不包括个别学生需

用的买书钱与零用钱。) 



*卫理神学院音乐短宣申请表* 
(一)个人资料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 籍贯：______   NRIC NO：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家) ________________(办) 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 

学历：_________   学校：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洗日期：_____________  入会日期：_____________  所属堂会：_________________ 

事奉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乐装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恩赐/专长/兴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济来源： 堂会 RM________ 自费 RM________ 会友 RM________ 其他 RM__________ 

请注明：我已经详细阅读申请之资讯，特别是入学资格。 

申请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二)家长同意书 (年龄 30 岁及以上申请者，可选择免填此栏) 

我(父/母/监督人)____________________愿靠神的帮助让(儿/女或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成为『卫神华语短宣』学员，接受智、体、灵、群平衡的操练，使他成为一

个爱神、爱人、爱家、爱教会、爱社会的基督徒。 

    同意者：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家) ________________(办) __________________(手机)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牧者推荐书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愿意推荐_____________________成为『卫神华语短宣』 

学员，我对申请者有以下的认识： 

            注明(若须) 

1. 健康 □好 □不错 □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灵性 □强 □中等 □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事奉心志 □强 □中等 □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理解力 □强 □中等 □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性格/品行 □优  □不错 □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纪律 □好  □中等 □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人际关系 □合群 □有时合群 □独来独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者签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家) ________________(办) 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堂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