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理神学院 
 

第九届卫斯理神学研讨会: 

卫斯理的末世观 
 
 
 
 
 
 
 
 
 
 
 
 
 
 
 
 
 
 
 
 
 
 

2016 年 8 月 15-17 日 

地点：诗巫卫理神学院 

 
 
 

主办单位: 

卫斯理研究中心 

卫理神学院 
51, Tun Abang Haji Openg Road 

P.O. 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网址: www.mtssibu.edu.my 

电话: +6084-321409 传真: +6084-341409 

目的: 

 更深入地研讨卫斯理神学与其末世观。 

 透过深入地了解圣经与卫斯理神学的末世

观，在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宣扬圣经圣

洁，以带来教会的更新与国家的转化。 
 

议题: 

 课题 讲员 

1 约翰卫斯理的神学

看末世生活 

黄迪华牧师（博

士） 

2 卫斯理对天堂与新

创造的观点 

邱和平牧师（博

士）& Ningkan Galung 

ak Suring 牧师 

3 卫斯理对阴间与地

狱的观点 

刘世尧牧师 & 陈秀

金牧师（博士） 

4 卫斯理对千禧年的

观点 

陈发文牧师 & 池金

代牧师（博士） 

5 卫斯理对审判的观

点 

林忠锦牧师（博

士）、黄敬胜牧师

（博士）& Elizabeth 

Enjut ak Salang 牧师 

6 卫理宗圣诗中的末

世观 

卢臻长牧师（博

士）、陈亦煌讲师 & 

赖婷婷讲师 

7 卫理宗对“I”之末世

观的回应 

胡新汉牧师 & Bonnie 

Sedau 牧师 

 

节目表: 

201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  

时间 内容 

3:00-4:30pm 注册 

4:30p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5:45p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6:00-7:00pm 晚餐 

6:30-7:00pm 注册（限非住宿参与者） 

7:15-9:00pm 课题（一） 

9:15p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2016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  

时间 内容 

5:00a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5:15-6:15am 圣餐晨祷会  

6:15a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7:00-7:30am 早餐 

8:15a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8:30-10:00am 课题（二） 

10:00-11:00am 分组讨论与点心 

11:00-12:15pm 课题（三） 

12:30-1:00pm 午餐 

1:00p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1:00-3:00pm 休息 

2:45p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3:00-4:30pm 课题（四） 

4:30-6:00pm 康乐/休息 

6:00-7:00pm 晚餐 

7:15-8:30pm 课题（五） 

8:30-9:00pm 泰泽祷告会 

9:15p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2016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   

时间 内容 

5:00a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5:15-6:15am 晨祷会 

6:15a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7:00-7:30am 早餐 

8:15a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8:30-10:00am 课题（六） 

10:00-10:45am 分组讨论与点心 

10:45-12:00pm 课题（七） 

12:00-12:15pm 闭幕礼 
12:30-1:00pm 午餐 

1:00pm 校车从卫神往 Orchid Hotel 

 

2016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可选） 

时间 内容 

7:45am 校车从 Orchid Hotel 往卫神 

8:00-4:00pm 认识本地卫理教会与圣工之旅 
 

询问: 刘世尧牧师 (+6084-321409 或

wesleycentre@mtssibu.edu.my) 
 

 

第九届卫斯理神学研讨会报名: 

称呼:  Mr.  Ms.  Rev.  Ps.  ______ 

名字: (中) ________ (英) 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女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 (办) _______________ (手) 

教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及时的捐献将协助本研讨会的筹备流畅: (请 ) 

  RM 80 （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 

 RM 120 （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 

 RM 170 （2016 年 7 月 15 日后，将不再安

排讲义与点心） 

若您于下列的晚上需要住宿: (请 ) 

 14/8   15/8   16/8 

  17/8  18/8  19/8 

*名额有限。请事先联络卫神财务管理员 (+6084-341409 

或 accounts@mtssibu.edu.my) 询问空房。分配将依据先到

先得的原则。  

A.  卫神宿舍:  

每天的捐献如下: (请 ) 

  RM 35 一间男生二床风扇房 

  RM 40 一间女生二床风扇房(房内备有厕所) 

 RM 70 一间男生二床空调房 

 RM 80 一间女生二床空调房(房内备有厕所) 

B. Orchid Hotel (含早餐): # (请 ) 

 RM 65.90 一间单人房 

 RM 101 一间双人房  

 RM 128 for one superior triple room 
#2016 年 4 月后价格或许更改。 

C. 首选房友: (若相关，请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您需要膳食安排，膳食预算如下: (请 ) 

日期 
早餐  

(每餐 RM4) 

午餐  

(每餐 RM5) 

晚餐  

(每餐 RM5) 

14/8 自理 (在 5-15 分钟步行距离内) 

15/8 自理 (在 5 分钟步行距离内)  

16/8    
17/8    
18/8 

自理 (在 5 分钟步行距离内) 
19/8 

 

若您需要交通安排: (请 ) 每程每人 RM5 捐献。 

  我会自己安排交通。 

 请于 15/8 2:00pm 从诗巫机场接我。 

(我预算的抵达时间: _________) 

 请于 17/8 1:15pm 载我往诗巫机场。 

(我预算的起飞时间: _________) 

 请于 18/8 4:30pm 载我往诗巫机场。 

(我预算的起飞时间: _________) 

若您有意更加了解本地卫理宗的事工，您可选参

与认识本地卫理教会与圣工之旅: (请 ) 

  RM75 18/8 8am – 4pm (包括导游、交通、点

心、饮水与午餐)  
 

报名表呈交可: 

  亲自交予卫神财务管理员 

 传真至 +6084-341409 

 电邮至 to accounts@mtssibu.edu.my 或  
wesleycentre@mtssibu.edu.my 

 

捐献需同时与您的报名表一起呈交: 

  现金交予卫神财务管理员 

 支票抬头:  
“Methodist Theological School” 
51, Tun Abang Haji Openg Road  
P.O. 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Malaysia. 

 银行转账至大众银行账号: 3142208112 

请传真 (+6084-341409) 或电邮

(accounts@mtssibu.edu.my) 银行收据。 

 

办公室使用: 

报名表收到日期  

研讨会捐献 RM 

住宿捐献 RM  

膳食开销 RM 

交通捐献 RM  

卫理之旅开销 RM  

全部捐献 RM 

全部捐献收到日期  

捐献管道  现金 

 支票 

 银行转账 

经手人  

收据参号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