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巫卫理神学院 

第十届卫斯理 

神学研讨会 
2019 年 8月 19 至 21 日 

 
 

主题： 

卫斯理的门徒训练 
Wesleyan View of Discipleship 

 

 

 

地点：卫理神学院 
 

卫理神学院主办，   
No.51, Jln Tun Abang Haji Openg,  

P.O.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Website: www.mtssibu.edu.my 

Tel: +6084-321409 Fax: +6084-341409 

卫斯理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尧牧师 
(thomasngiu@yahoo.com) 

19/8/2019 (星期一):  
时间 节目  

3:00-4:30 p.m. 注册（在神学院办公室） 

6:00-6:30 p.m.  晚餐 

6:30-7:00 p.m. 注册（卫斯理堂圣堂前） 

7:15-9:15 p.m. 主题第一讲；问答交流 
 

 

20/8/2019 (星期二): 
5:15-6:15 a.m.  神学院早祷会 

7:00-7:30 a.m.  早餐 

8:15-9:30 a.m.  主题第二讲；问答交流 

9:30-10:00 a.m. 茶点 

10:00-11:00 a.m.  主题第三讲 

11:00-12:15 p.m.  小组讨论与分享 

12:30-3:00 p.m. 午餐，休息/图书馆研读 

3:00-4:30 p.m. 主题第四讲；问答交流 

4:30-6:00 p.m.  休息或运动 

6:00-6:30 p.m. 晚餐 

7:15-8:30 p.m. 主题第五讲；问答交流 

8:30-9:15 p.m. 小组讨论与分享  
 

 

21/8/2019 (星期三): 
5:15-6:15 a.m.  早祷会 

7:00-7:30 a.m.  早餐 

8:30-10:15 a.m.  主题第六讲；问答交流。 

10:15-10:45 a.m. 茶点 

10:45-12:00 p.m.  闭幕礼 

12:30-1:00 p.m. 午餐 

2:00-7:00 p.m.  本地卫理教会之旅 
 

 

报名表 

名字：_____________(华) _______________(英) 

性别： 男  女  电邮：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O) ________________ (HP) 

堂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报名费 (只包括讲义和点心): 

RM 100.00（15/6/2019 之前） 

RM 150.00（16/6-15/7/2019） 

RM 180.00（15/7/2019 之后;无讲义和点心） 
 

II. 住宿 (请自理)： 

Paramount Hotel（5分钟车程）6084-331122 

https://paramounthotelsibu.com/ 
 

Jaya Hotel（3分钟车程）6084-314167 

https://twitter.com/jayahotelsibu  
 

卫理神学院宿舍  
女生冷气二人房 （五间） RM 80 

男生冷气二人房（五间） RM 70 

女生风扇二人房（十间） RM 40 

男生风扇二人房（十间） RM 40 

家庭宿舍冷气三人房（一间） RM 100 

联络人：神学院行政管理员 Winnie Tang  

6084-321409, admin.officer@mtssibu.edu.my.   
 

III. 伙食(只提供给住在神学院宿舍者，请 ) 
日期 19/8 20/8 21/8 

早餐 

(RM4/餐) 
   

午餐 

(RM5/餐) 
   

晚餐 

(RM5/餐) 
  

 

总数： 

住在酒店的参加者可在神学院旁边的毕理学院餐

厅，或距离神学院三至五分钟车程的三个饮食中心

享用三餐。   

mailto:thomasngiu@yahoo.com
https://paramounthotelsibu.com/
https://twitter.com/jayahotelsibu
mailto:admin.officer@mtssibu.edu.my


IV. 本地卫理教会之旅 

21/8/2019 (星期三):  RM 50（包括导游和交通） 

 

 

注册费须在呈交报名表时交上： 
 

 

   现金：直接付给神学院办公室 
 

   支票抬头： 
  “Methodist Theological School” 

      51, Jln Tun Abang Haji Openg, 

 P.O.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Malaysia. 

 

   直接汇款： 

      MTS Account at Public Bank  

   (A/C no.: 3142208112) 
   Please fax registration form together with bank-in       

      -slip to +6084-34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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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使用: 

 

 收到注册表的日期： ______________ 

 

 注册费：       RM ___________  

 用餐：              RM ___________ 

 住宿（神学院宿舍）： RM ___________ 
 

 收到费用的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支票 (No. __________________) 

   现金 

 

 接收者：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题讲员 

Philip Meadows 博士是美国肯塔基州亚

斯毕理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布道学教授（Professor of Evangelization 

Studies ） 。 他 毕 业 于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Ph.D.），拥有生物化学、教育、电脑科

学、神学各领域的学位。他曾在多间高等

学 府 任 职 ： Cliff College 、 Westminster 

College、Garrett-Evangelical Seminary。  

Meadows博士是爱尔兰卫理公会的牧师，也

曾是卫斯理神学协会（Wesleyan Theological 

Society）的主席。除了在神学院服事，他也

是一个国际超宗派基督门徒训练网络与事

工的创办人（https://inspiremovement.org/）。 

他近年发表的文章包括“在数位文化中的

使命和门徒训练”（Mission and Discipleship 

in a Digital Culture, Mission Studies, 2012），而

最近的著作有《记得我们的洗礼：在卫斯

理 精 神 中 的 门 徒 训 练 和 使 命 》

（Remembering Our Baptism: Discipleship and 

Mission in the Wesleyan Spirit, Discipleship 

Resources, 2018)，《门徒训练的脱氧核

糖核酸》（The DNA of Discipleship, Grove 

Books, 2013)，《卫斯理的视窗：今日世

界的卫斯理神学》（Windows on Wesley, 

Wesleyan Theology in Today's World, 

Westminster Press, 2001)。 

 

第十届卫斯理神学研讨会的特色： 
 

1. 主题讲员兼顾学术与实践二者的

教导內容。参与者有时间与主题

讲员在问答時光中进一步交流。 

 

2. 讲座期间可使用神学院图书馆，

目前拥有 52,000 册书 (包括

2,666 册与卫斯理神学和传统有

关)、170 种期刊/杂志/通讯，及

90 本论文。图书馆也会特别展览

与门徒训练有关的书籍供大家在

图书馆阅读。 

 

3. 参与者能亲身体尝诗巫卫理神学

院师生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如兩

场 周 间 的 早 祷 会 （ 5:15-6:15 

a.m.）、运动时光（乒乓、篮球

等）。 

             

https://inspiremovemen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