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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秀賢博士
本會優質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家家
興學證基協會於1974年成立，起初只是在本地推動基督教教育。1985
年本會成立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除了舉辦各項教師培訓課程，也開始向不同
地區介紹基督教教育的異象。神因着我們忠心服侍祂，就一步又一步的向我
們揭示更大的禾場，傾福於我們，甚至無處可容！
現時，本院的培訓工作已擴展至澳門、台灣、菲律賓、印度、澳洲、美
國及加拿大。參與我們培訓課程的，不單有華語人士，更有美國黑人及西班
牙語人士。我們雖然只是透過網上視像軟件來講課，竟然也使很多人深受感
動。原來每一位來參與課程的人，都有神的引領和啟導，這使本院眾同工不
得不為他們每一個感謝阿爸天父！期望我們眾同工都鍥而不捨，用盡今生，
努力完成耶穌基督升天前的最後吩咐：「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
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1:8）
現在，讓我們介紹兩位畢業生，希望她們的學習經歷和異象能鼓舞各位
讀者，願意來與我們一起，投入這傳道和教導的大使命！
加拿大安大略省萬國兒童佈道團本土宣教士周綺華傳道於2019年親赴
洛杉磯學習基督教優質教育。她被彭孝廉博士（本會榮譽總監，現任國際
家庭大學校長）挑戰她的餘生該作何事，她當時想起「大使命」：「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
咐你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至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其後她決定專心以「大使命」為人生目標，以傳福音及教導為
念。今年1月她再到美國國際家庭大學接受裝備，當中領會到若要建立下一
代成為教會接班人，培訓家長極為重要。她盼望日後在加拿大建立培訓中
心、網上優質教會及學校。（詳見第三版）
菲律賓The Wiser Kidz Christian School校長Menahlie L. Escal於2017
年來港開始學習基督教教育，她指所有網上學習和彭博士撰寫的書籍對她作
校長的工作和培訓教師的呼召極具價值。自2017年起，她在自己的學校和
教會作傳道與教導的工作，透過上網培訓學校的教師和同工，更於2019年
差遣兩隊教師赴港進修。她在教會崇拜中分享信息和舉辦研討會，鼓勵牧師
和領袖參加國際家庭大學的網上課程。其教會亦開設家長教育課程，按主吩
咐將家長帶到基督面前。她期望主在日後更多的裝備她，使她成為菲律賓的
基督教教育推動者，開展真正的基督教教育運動，從菲律賓直到地極。（詳
見第三版）
要提供優質教育，必須有優質的學校和教會，因為教育是一項屬靈的工
作，需要屬靈力量的支持。但怎樣的學校和教會才算是優質呢？優質的學校
和教會必須明白耶穌基督的大使命。
如何革新學校及教會的工作？如何作個優質學校／教會的領導人？本院
歡迎學校校董、校長及教牧長執等領導人一同深入探討以上課題，改進教會
及學校工作，滿足主的心意。
本會總幹事楊學威博士認為，主耶穌在這世代興起各地的人作祂的僕
人，承擔傳道和教導的使命和異象，這證明神要保守祂的教會，這異象也斷
不會失落。祂要在各地興起良善忠心的僕人，作這使命的傳承者，因為祂說
過：「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
16:18）祂已經把這使命交給教會，就是一切求告主名的人。盼望所有蒙主
愛的人都來回應主的吩咐，毋負今生！

經

有本當唸的

家長教育的重要性

一項在美國及加拿大的學校效能研究發現，
美、加等地的亞裔學生成績優異，其中一個重要因
素是亞裔家長每每分配資源及時間支持子女在家中
的學習。換言之，家長參與子女「在家學習」，是
最能改進孩子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
常言道：問題青少年出於問題家長，好家長培
育出好子女，不單學業成績，子女的品德、靈性亦
深受家長影響。

聖經中的家長教育
一般學校的家長工作在於聯誼、舉辦研討會、
促進家校溝通、改善學生福利及為學校籌款等。今
天正是基督教學校反思推行怎麼樣的家長教育才能
討主喜悅。
「 家 家 有 本 當 唸 的 經 」 —— 聖 經 是 一 本 家 庭
天書，可以預防家庭問題的發生，並解決已發生的
問題，所以家家都當讀聖經。聖經對家庭各方面的
問題，如怎樣處理生活問題、家庭成員的角色和相
處及如何建立與維持和樂的家庭等，都有清楚的指
示。
父母應按照神的話先改變自己，然後倚靠主來
引導子女改變，重點是讓自己在神面前成為合神心
意的父母。如此，整個家庭便會改變。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
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
來，都要談論。」（申6: 5-7）

基督教家長教育課程
拯救家庭，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的使命，但
這方面的研究相當有限，似乎很多研究都集中於問
題家庭，其實這只是亡羊補牢的做法。基督教家長
教育是防患於未然，其本意不是為應付問題，而是
鼓勵家長先認識神，再教導孩童主的教訓，使他們
走當行的路，到老也不作偏離。只要孩子能按照着
神的心意生活，許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所以，基
督教家長教育課程實為家長的必修課程。
按聖經立場研究而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甚為
罕見，筆者曾走訪不同國家，搜集多間機構和神學
院的家長教育課程，發現此等課程雖有結合聖經的
觀點，但較分割、零碎和片面，深感不足。筆者根
據所搜集的課程資料，加以聖經化、系統化和目標
化，製作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家長教育課程，並在
約百間學校、教會及不同機構教授二十多年。歡迎
學校邀約開辦上述課程，亦歡迎個別家長報讀，一
同學習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滿足主的心意（查詢
請電2788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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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異象 完成使命

楊學威博士
興 學證基協會總幹事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29:18，和合本）
「沒有先知先覺的教訓，人就放肆；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呂振中譯本）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 but blessed is the one who
heeds wisdom's instruction. (NIV)
異象就是神的啟示、神的話，是神藉着眾先知所傳遞的教
訓。經歷了數千年，我們可以從哪裏獲得這些啟示和教訓呢？
我們是否要像基甸去求神蹟來過每一天？真的不需要，因為聖
經就是神完備的指引，給所有信徒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和方法；
所以，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認真研究聖經的指引，就像文士以斯
拉，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
列人。」（拉7:10）很明顯，以斯拉不是天天求神蹟才去作工
的。
神的話語是很清楚的。摩西在帶領新一代以色列人預備
進入迦南的時候，重申神的教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
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申6:6-7）所以神的
心意並不難明，就是要我們首先成為「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2:2），把神的吩咐認真地、殷勤地教育下一代，然後
把世世代代也都培養成為忠心能教導下一代的敬虔人。神在歷
世歷代，多次多方派遣先知來宣講教訓，都是做這一件事。
教導的使命是神所頒布的。在主耶穌基督復活得勝之後，
祂再一次頒布這命令。祂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0）
我們有沒有考究主耶穌基督的話，並使這話成為我們的異
象？我們信主的人都會很清楚傳福音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教會
的基本責任，沒有教會會輕視傳福音的。然而，信徒對教導的
使命，就未必有清楚的領受了。例如有些信徒以為教育由政府
包辦，教會就可以省省心，專心傳福音就好了。可是，公立教
育只是為了職業培訓，主耶穌要我們做的卻是屬靈教育，把主

的一切吩咐都教訓信徒遵守，所以教學的內容根本就不一
樣。
又有一些信徒認為基督教學校有聖經科，而且教會有
主日學，已經分別完成了教導神話語的使命。可是耶穌的
命令是要教訓門徒遵守，而非單單的知道。所以，如果下
一代只是知道聖經知識，但生命仍未改變，我們其實並未
完成教導的使命。
事實上，主耶穌的命令是交給教會，而非政府。教會
辦教育的方向和方法，應該與一般學者或官員是不同的。
教會如何承擔使命，是重整異象的問題。彼得前書4:17
說：「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為甚麼審
判要由神的家起首呢？因為教會有責任按主的吩咐，教導
和牧養主的群羊，所以教會必須醒覺這教導的使命責無旁
貸。因此，教會須要重整異象。
香港有很多基督教學校是教會辦的，是培訓敬虔下一
代的燈台，視乎我們信徒有否醒覺。從教會的歷史來看，
世界的壓迫殺死千千，世界的誘惑和欺騙卻殺死萬萬。每
年信主的青年人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沒有得到栽培建立，
以致隨流失去。教會是否束手無策？教會肩負傳道和教導
的使命，是否可以藉着基督教學校來建立生命呢？
信徒要醒覺，擺脫世界的誘惑、價值觀和方法，重整
異象，並且接受基督教教育的裝備，使自己成為忠心能教
導別人的人，世世代代薪火相傳。
盼望所有信徒都有正確的異象，可以完成主所交託的
使命，得主稱讚。

梁興強博士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院長

2020世紀疫症下的信仰反思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
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
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40:29-31) 面對這場突如其
來新冠肺炎的世紀疫症，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衝擊，無論
是學校的教學或教會的服侍，以致生活也隨之帶來了不同
程度的轉變。這轉變叫人感到紛亂，身心靈也因而感到疲
憊。

須包括上述四大境界的成長。願主賜福，使我們能在智慧
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的心都一起增長。

然而，基督信仰是需要我們全人身心靈的參與。在疫
情的初期，或許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我們內心的不安與紛
亂，深願能得享從神而來的平安，面對這不同程度的轉變
也能適應下來。當慢慢適應過來的時候，疫情固然可以為
我們帶來了危機，但同時也可以為我們的生命帶來轉機。

這世紀疫症下的信仰反思過程可以是我們信仰更進一
步成長的契機。我們需要靠主成長，也需要帶領學生及教
會弟兄姊妹成長的機會。我們要站在基督教教育的立場，
按主心意努力提升學生，培訓出豐盛生命的學生。信仰的
核心是神人的關係，因此最重要的是愛神的心如何，這是
我們信仰動力的起點。疫情確是會帶來我們信仰的考驗，
因為我們身處的環境起了變化、生活起了變化，甚至習慣
也起了變化。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愛神的心沒有變化！
若我們愛主，跟從主的決心也應不致被疫情搖動，縱使我
們在透過教學實踐信仰時或許有一些困難，我們也會尋找
出路，堅守信仰的核心：信、望、愛。

不斷反省能使我們的信仰不斷更新，這過程就是我們
信仰成長的過程。願主引領我們在過程中，「身心社靈」
皆成長像基督。讓我們從聖經中看看耶穌的成長：「耶穌
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路2:52）聖經描繪耶穌在「身心社靈」四方面皆成長。
「身」就是身量，指身體物質方面的人生境界，「心」就
是智慧，指心智及情意的人生境界，「社」指人際關係的
人生境界，「靈」指靈性生命的境界。整全的生命成長必

因此，在疫情下，我們必須更親近神，也需要與人
同行。在忙碌的日子裏，我們不要忘記天天來到神面前，
因這是力量的來源。我們正處身於艱難及動盪的一年，讓
我們以信心來到神的面前，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我們的神，並學習「愛人如己」，將愛心化作行動，讓我
們的信仰生命，不是停滯不前，而是在困境中仍能茁壯成
長，遵行從主領受的異象，堅守使命，實踐基督的大使
命！

優質教育到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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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在2013年藉着彭孝廉博士到多倫多開
始，其後鄺弟兄夫婦在2013年底到洛杉磯接受優質教育
培訓，並於2014年在多倫多開辦基督教教育文憑課程。
我於2016年藉着他們認識彭博士，當時他的第一句話
說：「現今整個教育都是無神論的。」我感到很震撼！
當中有一位任教於基督教學校的老師說：「我們只用20
至30分鐘的時間，教導學生有關聖經的知識，其他時間
都是和一般學校教導無異。」
當彭博士離開加國時，我追問他，他卻提醒我說：
「若你有10年、20年、30年的生命，神想你做甚麼事
呢？」之後我和鄺弟兄夫婦開始一起禱告，直至2019
年2月，我專程來到洛杉磯學習，希望了解更多有關基
督教優質教育。這一趟我聽了四次「人生的意義」及多
次「大使命」。我跟他們說：「我已經知道了並落實去
作，我已在一個世界性的機構『萬國兒童佈道團』服侍
達十年之久。他們卻提醒我，「看清楚！看清楚！大使
命是講甚麼的？只是單單傳福音嗎？神所吩咐的不單叫
我們傳福音，更囑咐我們，凡神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那天剛是農曆新年，我都馬上邀請在加拿大的朋
友以及一位在印度山區居住的印度牧師，一同參加在網
上優質教會的學習。
返加拿大後我馬上與人分享「人
生的意義」，並且鼓勵他們繼續學習。
之後利用兩週的時間完成優質教育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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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其後有兩位弟兄更利用假期到洛杉磯學習。當我
被彭博士再次挑戰「我的餘生」該作何事，我呼求神：
「神呀！我倒空自己，不願意讓世界和自己的意念來作
這決定。」當時想起「大使命」：「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至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去年十月，
我決定放下事奉多年「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工作，專心
以「大使命」為人生目標，以傳福音及教導為念，建立
基督精兵，滿足主的心意。今年一月我再到美國接受裝
備，當中領會到若要建立下一代成為教會接班人，培訓
家長極為重要，盼望學成後返加拿大，建立培訓中心及
網上優質教會及學校。現今階段我會努力學習，尋找同
心同行的福音伙伴，一同建立合神心意的教會，把福音
從多倫多開始傳到地極！
「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
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9:4）
讓我們一起實踐大使命，傳福音給每天步向死亡
的失喪靈魂，更用神的話語建立基督精兵，完成主的託
付！
（作者為加拿大安大略省萬國兒童佈道團本土宣教士）

周綺華

The Development of

Menahlie L. Escal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in November 2016 at the Grace Christian Educator’s
Conference i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when Dr. Paul Pang
came as one of the Plenary Speakers to over 3,000 Christian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He talked ab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which I thought I already knew and practiced for my
almost twenty years of Christian service. However, he sliced it into
its two-fold part- evangelism and education. I was struck to my
heart and realized that though I thought it was an old teaching, the
truth is I have not practiced it as a wife of a pastor and principal of
a Christian school. This realization has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to
me as I was seeking God’s direction, having just turned 40 in age.
As a response, I said yes to Dr. Pang’s invitation to study in Hong
Kong in April 2017 where I finished my diploma course, followed
by pursuing advanced studies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University
(IHU) in Los Angeles that same year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where I was given in-depth training on Christian education.
Everything I have learned from both studies, I was able to share in
our church and school but I sought God’s particular plans for me to
do with the new vision I was given.
As a result, I went to further study in Hong Kong for three
weeks in 2018 where I was given intensive training and guidance
by Dr. Pang, Dr. Miu Cheung and other instructors from SFC and
RICE Hong Kong. This special time has given me more insight to
do God’s work of Christian education as the Lord allowed me to
draft a new vision for our church and school and eventually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Philippines which vision
is to become

• A training institute for church workers and teachers through
offering purposeful, systematic and Biblical short-term diploma
courses, master studies and doctorate degrees on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Christian ministry as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University , and to be
• An information-support organization which publishes and
distributes printed and online materials for child and family
education as well as for quality Christian education.
With the 7,641 islands we have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Godled vision hopefully will reach Christian teachers and workers in the
coming years.
Since 2017, we have been training our own school teachers
and workers online with Dr. Paul Pang with the co-teaching efforts
of Min. Howard Chou and Dr. Miu Cheung. In addition, we have

sent two groups of teachers to Hong Kong in 2019 for advanced
diploma courses. Remarkably, through God’s grace, I too was able
to finish my Master in Christian Education degree in December
2019. This milestone has given me power to preach and teach in
our church and school.
For instance, our church has established a Discipleship
Training Institute under RICE Philippines. In addition, we have reestablished with clearer goals the Wiser Parent Education Network
(PEN) this year with the goal of reaching out to parents and
guardians of our school children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courses
like Child Education, Parent Education, Dating, Family and Life,
and marriage courses. We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train these parents with the goal to reach out to families.
This year, we automatically enroll a parent to the Wiser PEN as the
child enrolls to our school so that we can implement studies within
the school year and be able to lead them to the Lord.
Similarly, at this season, RICE Philippines has spread the
good news of Christian education to other churches- training
teachers and workers through IHU’s systematized courses such
a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Study on
Building of Quality Churches and Schools, Road to Success, and
other courses through the help and efforts of the IHU Teaching
team.
The Lord has also given me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Christian education through speaking in church services and
seminars. Moreover, some pastors and leaders now attend the
online courses led by Dr. Paul Pang and IHU Team since 2019 and
we thank the Lord for we are certain that the seed of God’s Word
has been implanted deeply in their hearts, proven by their desire
to continue studying and setting clear goals for their own churches
and future schools. Some are now joining our online prayer
fellowship weekly.
We envision to start a movement of genuine Christian
education from near to far, from small to big. Praise the Lord.
Through all these, we give the Lord all the glory that though
we are not yet seeing much fruit for our labor, we take hold of 1
Corinthians 15:58 which reminds us, “Therefore,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stand firm. Let nothing move you. Always give
yourselves fully to the work of the Lord,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r labor in the Lord is not in vain.”
(Principal of The Wiser Kidz Christi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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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訊

國際家庭大學守望禱告會

基督教教育事工分享及祈禱會
本會於本年8月12日（星期三）下午2:00-4:30在圖書館
舉行基督教教育事工分享及祈禱會，歡迎出席，共同為下一
代守望。

中學聯校聚會
由本會主辦之第17屆基督教中學聯校退修日及屯元區基
督教中學第26屆聯校教育研討會，將分別於2021年3月19及
2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12:30舉行。歡迎各校報名
參加。查詢請電2788 1566羅博士。

國際家庭大學全球教育退修會
本會及國際家庭大學合辦之第二次全球教育退修會將於
本港時間本年11月7日（星期六）上午9:00-12:30舉行。透
過網上會面，全球學員及友好一同參與三個半小時的敬拜和
分享，提升為主作見證的心志和能力，竭力做傳道和教導的
工作，堅固不動搖。敬請預留時間參加。參加者可到時上
網：ZOOM 5628811234，密碼：123456。

纖美營養減肥
健康博士主診
★飲食治療★歡迎
個人／小組／講座

9802 9264 林生

國際家庭大學逢星期四晚上9:30-10:15舉行網上守望禱告
會，內容包括詩歌、互勉、見證及禱告，歡迎學員攜同親友一
同在網上參加，彼此守望，建立靈命，復興教會，完成使命。
參加者可到時上網：ZOOM 5628811234，密碼：123456。

國際家庭大學網上課程
國際家庭大學向有意用普通話或英語進修的信徒提供網上長
短期學習課程，查詢請電郵至IHUstudentwork@gmail.com。

基督教教育研究院暑期課程
1)

「基督教學校領導學文憑」課程
日期：本年8月3-8, 10日
時間：上午9:30至下午4:00
地點：滙基書院（大坑東）
2) 基督教教育文憑／證書密集課程
日期：本年8月5-7, 10-12日
時間：上午9:00至下午5:00
地點：本院圖書館
詳細章程備索，或請瀏覽www.sfchk.com。查詢請電
2788 1566梁博士／陳小姐。

約瑟搬屋

明達搬屋

專業搬屋搬寫字樓
搬廠公屋唐樓村屋
清拆傢俬傢俬存倉
基督徒主理服務好

明白要求達成目標
本港搬屋絕對忠誠
村屋唐樓存倉服務
mingtatmover.com
9 2 8 1 4 4 5 5明師傅
9 2 5 7 4 3 8 3陳先生

26222131

書籍代購

上門補習

代訂國內外圖書、
大學教科書，方
便 可 靠 ， 不 另
收 集 運 費 用 。

善達工程

肥仔裝修

設計裝修一站式服務
家居商舖室內戶外
為您設想見証至上
9646 5334
凌生

承接大小工程全屋裝修
木櫃廚櫃土木油漆牆紙
水電冷氣等全科服務
歡迎查詢 92024854 陳弟兄

此格廣告

基 業 地 產 C-003136

(3Ｘ4cm)

各區住宅 ＊ 寫 字 樓 ＊ 教 會
機構 ＊ 教 育 中 心
歡迎 來 電 查 詢
九龍：27150125 港島：28575088

經 驗 教 師 誠 補 中 學
中 、 英 、 數 、 經 濟
及BAFS各科。請電

每期 $168

輝老師 (主內)

連登3期9折

9885 4562

5 4 0 8 5 1 7 6 奮進

新新裝修工程
承接室內油漆、泥水木器、水電全科
大小工程。歡迎教會、主內肢體致電
90819077，免費報價，陳弟兄洽。

靈溢企業有限公司
紀念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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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

啟 滔 裝 修

Diamond Term Decoration

超值電器會
SUPER

ELECTRIC

CLUB

附屬公司

本公司直銷各大小名牌家庭電器、影音產

室內裝修、翻新改建、防水防漏、
隔音防曬、清拆還原、塗料環保、
AP/RSE服務、機電設施、屋宇維修

品 ，包括 電視機 、 雪柜 、 洗衣機 、 冷氣
機、DVD、數碼攝錄機…全部原廠正貨。

電話：2332 2840 傳真：2332 8874
網址：www.diamond-decor.com.hk

地址：旺角山東街 47號中僑商業大廈 1203室
查詢請電： 27818618／27818634
網址： http://www.hksec.com.hk

學校活動，周年紀念，節期禮
物及鼓勵性獎品，款式品種
多元化，適合不同年齡。明碼
實價，豐儉由人。現成福音禮
品，學校訂購有特價優惠。
詳情查詢電話： 2490-5130
電郵： info@01gift.com
網址： www.01gift.com

2788 1566
2699 3605
林小姐洽

* ****************** *

* ****************** *

****************** *

惠賜廣告請 電

* ******************

優 質 影 音 製 作 服 務
証基影音製作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之影音製作服務，其專業錄音室
全電腦設備，可供6人同時錄音，適合話劇、小組合唱、故事、英
語／國語／粵語訓練教材之錄製等，另有專業錄影剪輯服務。本
公司定期奉獻支持興學證基協會事工，歡迎學校、教會、機構使
用。詳情請電 2788 1566李先生。

在此經濟低迷時刻，敬請勿忘在經濟上及禱告上支持研究院教師培訓工作。
* 支票抬頭：「興學證基協會有限公司」（S c h o o l s F o r C h r i s t F o u n d a t i o n L t d），
或存入本會東亞銀行之戶口：015-139-10-04252-2。請將入數紙傳真2788 1597／WhatsApp 5443 5143
至本會，並註明「支持研究院事工」，以便發出正式收據。查詢：2788 1566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