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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感言﹕恩•情           姜樂雯校友 (2008 B.Th.) 

 

感謝上帝的恩典，我於本年

(2014)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被

香港路德會按立為牧師。回想

過去的事奉，在信義宗神學院

的裝備，直至現在全職服侍，

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在過程

中，上帝是不斷的陶造和建

立，心感自己原來是不配的，

但上帝卻親自的揀選，因此我

只能夠說感恩。記得多年前來

到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不

論是在學院中老師的教導、學院中不同方面的學習、與同學相處和學

院中的生活，都使我現在全時間服侍有許多的幫助。信義宗神學院可

說是我事奉的轉捩點，所以我十分感謝信義宗神學院我的母校。是次

分享按牧感言我是感到非常高興和樂意，知道上帝親自揀選我，賜福

我的事奉、教會、家庭、朋友和弟兄姊妹。同樣，上帝亦會在每時每

刻地賜福各位。 

 

恩典之路 
從認識並得着上帝的

救恩，直到被上帝揀

選走上蒙召之路。因

着上帝的大能，讓我

能成為牧者，為上帝

承擔牧養的工作，這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

典！雖然本身不配，

但上帝願意使用我，

開路讓我擁有各種機

會歷練，在堂會中服事，在本地及海外各處佈道事奉，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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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之地 

感謝上帝帶領我來到香港路德會。路德會是個有情之地！能夠有機會

在路德會堂會成長是一種福氣。早前在神學院全時間讀書期間，感謝

總會及堂會均全力支持及協助。這些從過去至現在的支援及體諒的片

段仍在心頭，歷歷在目。這幾年的事奉路上又幸得李日誠牧師的指

導，栽培及信任。李牧師是一個很好的恩師，雖然見面時間不多，但

恩師對我事奉生命的指教，於我，是一段難能可貴的經歷。 

 

事奉路上的經歷，無論過去、現在，甚至將來都必然是滿有恩典。從

裝備至全時間事奉的路上，不止我弧身一人。感謝過去太太的支持，

家人的體諒及機構同工的襄助。未來的日子或仍然帶着不同的挑戰，

但當回望之時我必見上帝在各時期，各處境中不斷的塑造。牧養群羊

的路不容易，但深信恩典必在！唯願緊靠主恩，存感恩的心面對未來

未知的挑戰及事奉！願神帶領！ 

 

 

(編者按﹕姜樂雯校友於 2014 年 10月 26 日獲香港路德會按立為牧師，校友會謹

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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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感言                              麥日強校友 (2009 M.Div.) 

八年前，當我懂得以實際行動回應上帝

的呼召，得到教會接納我在永光堂奉獻

事奉神，我回望我的人生上半場，十分

慚愧，我並沒有盡力為到自己可以更合

適地被上主使用而做最好的準備。當時

我立志：「往後的日子……我願意不斷

努力更新我的生命、靈性、知識，以至

我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能夠配合上主

的工作、更適合為上主使用……」 

 

八年過去，當我再次自我檢視，我認識

到我離「適合為上主使用」實在仍相距

很遠，這讓我想起幼年時的一個生活片

段：我讀小學時因為家境貧窮，父母只間中在禮拜日給我們一、兩角

錢買零食。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媽媽對我說：「爸爸快要生日了，你

想想買甚麼給爸爸作生日禮物吧！」但我不知道爸爸有甚麼嗜好，只

間中見他吃花生，所以我便把零用儲起來，在爸爸生日那天買了一包

五角錢的「萬里望」花生給爸爸。爸爸收到生日禮物十分高興，他把

花生讓一家人同吃，全家人吃得十分開心愉快。過了不久，爸爸對我

說：「媽媽快要生日了，你想想送甚麼生日禮物給媽媽吧！」但我小

時候從沒發現媽媽有甚麼娛樂，所以雖然把零用錢儲了下來，但卻想

不到買些甚麼才適合，最後只好又買了一包「萬里望」花生送給媽媽。

媽媽收到我的生日禮物，同樣高興地讓大家一同吃，她自己只吃了兩

粒，但一家人又吃得樂也融融。其實，我小時候的一切生活所需，都

是爸媽供應的，我所省下來的零用錢都是出自他們，我只是用他們給

我的，向他們表達我對他們的敬和愛。雖然當時我盡能力買到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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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小小的花生，而且因為我的幼稚，以致我所送上的根本難以對父

母帶來甚麼益處，但當我為了表達對父母的敬愛而盡力付出，那小小

一包花生竟發揮了出人意外的作用，讓我們一家人盡享家庭之樂。 

 

究竟是誰使這小小的一包花生發揮出使人喜出望外的果效呢？當我

想到這裡，心中出現兩節經文，詩 139:13、16：「我的肺腑是你所造

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

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我發現

到我幼年這個經歷不是偶然的，而是上主的作為，是上主使用我的小

禮物發揮出意想不到的果效，讓今天的我可以透過這件幼年的事，從

心底領略到：不是我有能力，

是上主有能力，我是上主所造

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祂賜

的，只要我甘心樂意把祂賜給

我的向祂奉上，竭盡所能事奉

祂，上主自會成就祂的美意。 

 

我明白當被按立為牧師，代表

將要承擔上主賜下更多、更大

的屬靈職份。我知道我的能力

不足，但我願意在往後的日

子，更甘心樂意善用上主給我

的恩賜，竭盡所能事奉祂。 

 

(編者按﹕麥日強校友於 2014 年 10

月 5 日獲五旬節聖潔會按立為牧

師，校友會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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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感言﹕我被神看見了       李洪蘭校友 (1989 B.Th.) 

主恩呼召： 
1985 年，我還是一間銀行裏

的小職員。有一日，一位基

督徒同事請我陪她去一間

神學院的開放日。我就這樣

陪着她去了。這一去之後，

我好幾天都在思想：我是不

是要讀神學呢？神是不是

要呼召我呢？這思想一直

揮之不去，我祈禱求上帝指

引。當時有三個困難阻礙

我： 

1. 我若讀書，家中經濟會

有問題嗎？我家是種田

的，尚有弟弟在中學階段，我工作時有錢拿回家，若沒有我的收

入，可以嗎？ 

2. 誰供應我讀書呢？我不工作，家中已少了我的收收入，更不可能

供我讀書，我怎樣可以渡過四年呢？ 

3. 媽媽尚未信主，已不太喜歡我返教會，現在還要辭去工作，讀神

學，她會贊成嗎？她若反對，我不敢去做。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過媽媽那一關。 

 

禱告了一段時間，我也不敢對媽媽說，到了最後要報名了，我只好鼓

起勇氣。那一個晚上，我好害怕，祈禱又祈禱，到了第三次才敢開口。

感謝神，媽媽雖然未信主，又不知道神學是甚麼，但她滿足我一直盼

望讀書的心願，雖然不太願意，但也不反對；至於家中經濟，媽媽說

都可以。兩關過了，但誰供給我呢？感謝母會，在經濟不足之下，仍

然支持我。當時母會還需要區會資助，但卻願意每月給我七百元的支

持，總算可以交學費及食宿費。三關過了，我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

神學院未通知我是否取錄，我便遞了辭職信，因為辭職要一個月前通

知。 

 

85 年 9 月我便坐在神學院的課室上課，感覺有點像發夢。現在回想，

這是蒙恩之路，使我經歷很多，成長更多。 

 

恩典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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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供應： 

入神學院前，我工作了四年，有少少的積蓄，都留給家人，只帶著

3000 元，大概是我當時的個多月工資。教會的支持，只可交神學院的

費用，但我沒有生活費。雖然在教會實習，應該有實習費，但我在母

會實習，他們已經支持了我，我不敢再要實習費。我很感謝兩個人，

一個是母會的劉弟兄，神感動他幫助我。當時他在美國一邊讀書，一

邊工作，並不富裕，但仍然願意幫助我，每月寄來 50 元美金。第二

個人是母會以前的傳道人，現在已成為賴牧師。當時他已在另一教會

事奉，但神也感動他來幫助我，他在事奉的教會找了一個人每月奉獻

250 元給我，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只知是姓巫的先生。 

 

這兩個人支持我的生活費兩年，到了第三年，我不在母會實習，在其

他教會實習就可以有實習費，便請這兩位肢體不用再奉獻給我。 

感謝主，四年的神學生活，我沒有缺乏過。 

 

家人信主： 

讀神學時，家中只有我一人信主。我常想：我將來

做傳道人，但家人一個也沒有信主，就感到很傷心，

每當聽到別人的父母信主，就為我家人難過。感謝

主憐憫！讀神學第二年時，弟弟決志了，是我信主

後 9 年的事。到我畢業 9 年後，媽媽也受洗了。現

在我的家人，除了家姐和姐夫外，都信主了。我丈

夫也是家中第一個信主的，我們結婚後，上帝也賜

福，先是七妹信主，後來老爺奶奶都信主了，現在

夫家家族信主的有十多人。我確信事奉神的人，家

庭必定蒙福。 

 

同路人： 

事奉路上，上帝差派很多同路人相助。工作了四年再讀書，要有很多

適應。神學院很多老師，不是講英文就是普通話，起初聽得很辛苦。

感謝主，有一班很好的同學，幫忙翻譯，一齊努力，學習都很愉快。

老師亦有很多恩典，我未試過不及格。讀神學第一年最辛苦的不是學

習，是沒有時間在家。因要住宿，星期六、日要實習，一星期只有一

晚在家，只可與家人吃一頓晚飯，星期日吃完晚飯便返神學院（其實

神學生星期日要在神學院吃晚飯）。媽媽常抱怨我不在家，她說：你

把家當成是酒店嗎？我心裏很難過。有一次，我情緒很差，感到壓力

很大，我對一位神學院老師說：我不讀下去了！感謝神，老師聆聽我

的苦情，鼓勵我，也有弟兄姊妹為我禱告，在壓力中就這樣捱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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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在母會事奉 10 年，感謝主有很好的同工，文先生是我尊敬的

屬靈父親，他看見我成長和結婚。同工半年後他便退休，由鍾牧師接

任。他是同工，亦是我的師長。我入神學院時很幼嫩，聖經還未看熟，

也沒有甚麼事奉經驗，我在鍾牧師身上有很多學習。 

 

在聖召會（現在事奉的教會），神讓我享受和幾位同工、執事及弟兄

姊妹的配搭，我知道自己的弱項，但有他們同路，我可以發揮得更好。 

感謝主，最親密的同路人，是我的配偶，他和我一同事奉。我拍拖一

年便入神學院，感謝主，讓他支持我走這一步，接受我因為住神學院

而不能常常見面，甚至肯結婚兩日就分居，因為那時我還有一年才畢

業，他接受我結婚後仍住神學院，我們一年來只做週末夫妻。 

 

人們說：嫁夫隨夫，我應跟着老虎（我丈夫的花名）「通山走」。但感

謝主，這隻老虎願意陪伴我走。我因為事奉的轉變，去其他地方，這

隻老虎也願跟隨。他是我的保鑣，是我的資料庫，是我的聆聽者，也

是我講章的第一位聽眾。男傳道事奉有一個優勢：可以無後顧之憂，

因為有妻子照顧家庭，可專心事奉。但女傳道事奉，照顧家庭是一個

張力。我感謝主，賜給我兩個寶貝老人家，他們是我們家庭的輔助者，

使我事奉一直都沒有阻礙。我感恩，結婚後和老爺奶奶同住，煮飯打

掃也不用做。兩個兒女出生，都有老人家幫忙照顧。我們心想，只要

奶奶可以幫忙照顧小兒子至兩歲入學，就已經很好了。真的很感恩，

奶奶身體軟弱，需住老人院的時候，小兒子已經五歲了。即使奶奶住

進老人院，家中還有老爺，他幫忙接送兩個孩子搭校車。我們不在家

時，家中總有大人。我多謝老爺奶奶的幫助，是上帝派他們作我們的

助手。 

 

處處是吾家： 

我曾經有一年多沒有事奉，因為離開了原本事奉的地方，未找到合適

的。而且那時候奶奶已入住老人院，我要照顧孩子，不能全職事奉。

其實我要找的，不是一個工作的地方，是一個家，一個讓我們一家可

以落腳、可以奉獻的家，實在不容易。 

我感謝主讓聖召會成為我們安歇的地方，讓我們再有家的感覺，亦接

納我在這裏半職事奉。我當時想：只可去近的地方，亦只可做半職。

若沒有，我可能要停止事奉，至少等到兩個兒女都上中學，那差不多

是十年的時間。若停了十年，我還能應付嗎？感謝神，讓聖召會收留

我一家。 

雖然離開母會十多年，但感情未淡，它的恩情不減。那裏是我的娘家，

是生我，培育我的地方，有一班和我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我們從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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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歲相識到幾十歲。他們的禱告、記念、關愛，一直陪伴我們一家。

雖然有一段時間，我們的關係有些阻隔，但感謝神，讓我們經歷復和

的美好，讓我們體會主內一家，現在的關係更深更厚！ 

感謝主，處處是吾家！ 

 

小小心志： 
少年時初返教會，最愛坐在鋼琴旁邊一個較隱閉的位置，因為那裏並

不顯眼，很覺安全。我不是多言主動的人，故在人群中不常被發現，

然而我卻被上帝看見了。我參加神學院的開放日，是陪着別人而去

的。我不像是正選、首選的人物，但卻被神看見了，祂察覺我暗藏的

信心，在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時候，卻被神召喚出來了。成為牧師，我

並沒有雄圖偉略，要為主作甚麼大事，我只是隨主任用，甘作微小的

事。 

因我安靜內向，神賜我幼細的心靈，容易細察微小的事；也因我微小

不顯眼，便特別關注不顯眼的人。那些柔弱的生命、困苦的心靈、自

以為渺小的人，常觸動我。盼望神使用我，用上帝關愛的心靈把人照

亮，使他們從隱藏的角落中被召喚出來，被神使用。 

感謝主，我被神看見了，祂把我從鋼琴邊召喚出來！ 

 

前望廿五： 
從 89 年畢業到現在已經滿 25 年了！同屆的同學有些已到了退休的年

齡，我也到了「可以

想想」退休的年紀。

不過，只要神讓我能

夠繼續事奉，便已經

心滿意足了。現在按

牧，是神和眾弟兄姊

妹對我的肯定和鼓

勵，可能神要用我更

多。 

我常覺得自己會很長

壽，至少有八十歲，

或者上帝要讓我再事

奉多 25 年！若是真

的，我相信必有更多

福氣等着我。榮歸上帝！ (編者按﹕李洪蘭校友於 2015 年 1 月 3 日獲粉嶺

基督聖召會按立為牧師，校友會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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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2015-16 職員感言 
校友會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舉行周年大會，並選出新一屆 (2015-16) 

九位職員。新任職員當

選後合照，後排左至

右﹕邱瑞生、黃承香、

黃志輝、李國泉、李德

裕; 前排左至右: 葉雪

鳳、楊慧玲、梁銘牧師 

(榮譽會長)、陳淑玲、

陳堅麗 (後請辭)。以下

是八位新任職員的感

言心聲。 

 

 
會長感言﹕我心尊主為大        楊慧玲校友 (1982 B.R.E.) 

感謝天父的揀選，各位校友的支持，去年 11 月 28 日我繼續連任信義

宗神學院校友會會長。 

 

承蒙出版部李國泉 (現在是副會長）邀請本屆所有職員寫些心聲或感

想，故我也藉此機會用文字來表達我的感受、心聲。 

 

從新加坡回港牧會眨眼間巳經五年, 堂會的事奉有時真令我有點兒

透不過氣來，但我對學院總是有份說不出的「情」，我有機會在信義

宗神學院接受裝備，我深信並不是偶然的事，都是上主的恩典、帶領

和安排。畢業至今已經 32 年，我常懷念神學院的生活，如趕交功課，

做早操，晚禱、教會實習，晚上模黑走出校門下山去吃宵夜等。感謝

主賜我一班好同學，一齊學習，彼此分享、分擔、在學院住宿學習相

處之道，我們的教授：蕭克諧院長、吴明節牧師、胡聯輝牧師、黃廣

林教授（Dr. Wrangler)、甘娜博士（Dr. Kena)、聶爾生牧師和師母 (Ps. 

and Mrs. Nelson)，伍中恩老師 、祖文鋭牧師和李志剛牧師等，他們愛

上帝、愛人(學生）的心，而且身教、言教兼備，全都烙印在我心，

移居新加坡 18 年，我都常關注神學院的消息和校友會郵寄給我的通

訊。所以，回到香港，很自然就支持神學院和積極參加校友會舉辦的

活動。 



11 
 

選舉校友會職員前幾個月，我內心都有些掙扎，因着堂會事工繁重，

教會今年又要進行大裝修，我是否有時間可以繼續參與校友會的事奉

呢？我也徵詢一些人的意見，他們所给的寳貴意見大部份是正面的，

這期間我祷告時，常浮現這段經文，「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

的救主為樂」。（路 1:46-47） 因此，我願意接受提名，以謙卑、順

服的態度來服侍。 

 

校友會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信義宗神學院的發展、增進校友之團契和發

展神學教育及促進教會增長。最近神學院在收生和在經濟上都有些欠

缺，需要未雨籌謀，本屆職員會希望協助推廣「培育的承諾」計劃，

呼籲校友們作穩定的奉獻來支持神學院，有關詳細的情形仍然有待在

下次職員會中商討。對於宣傳和對神學院的推廣，暫時還沒有具體的

計畫，但我們深信禱告能成事，故此，校友會將在 3 月 9 日（星期一）

上午 11 時假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舉行「讚美、歌頌----

為信義宗神學院禱告」，誠邀所有校友參加，讓我們同心為學院禱告，

求主垂憐我們的禱告，興旺神學院。 

 

為着增進校友之團契，我們會關懷探訪退休校友，為畢業班的同學獻

上關懷咭和畢業禮物，寄慰問咭給生病或有需要的校友，校友按牧我

們也會致送賀咭和書券。為着關顧不同地區的校友，我們會在世界不

同的地區，委任一些校友作聯絡人，詳情遲些公佈。 

   

我深信所有在信義宗神學院畢業的同學都愛䕶神學院，那就讓我們同

心協力關心神學院、支持神學院，大家校友間亦能建立美好的團契，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服侍神學院、服侍校友，亦很感恩和開心有彼此支

持、彼此體諒和合作的職員會團隊，也衷心謝謝榮譽會長對我的指導

和提點。 

 

「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哈利路亞！感謝上

主！讚美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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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再次參與校友會事奉感恩  
    李國泉校友 (1987 M.Div,; 2001 D.Min.) 

 

兩年前被選為校友會職員時，我相信是神的心意，要我回饋母校。每

當想起在白田村校園接受神學訓練日子，眾多可敬的教授師長如何對

自己信仰生命事奉深遠的影響時，實在滿心感恩。畢業多年後仍有機

會參與母校事工，實在是福氣。在上屆職員會分工時，被推選負責校

友會通訊之工作。這不是我原本的意願，但因應榮譽會長梁銘牧師的

提醒和鼓勵，故此十分樂意接受這個任務。回想過去兩年，四期校友

會通訊的編輯和出版的過程相當順利，反應理想，我更加肯定有神的

帶領。 

 

校友會的事奉的確是神的帶領、呼召與揀選，我也認真地以行動回

應。校友會舉辦的所有活動，諸如﹕畢業生座談會、茶道靈修、行山、

燒烤、探望退休校友 (三次) 等，我全都參與或策劃。母校百周年慶

祝眾多節目和過往兩年的公開聚會或事工，我都盡量參與，包括百周

年啟始禮、百周年感恩晚宴、路德神學講座、聖經神學講座、院慶感

恩崇拜、黃德榮教牧學講座、榮休教授歡送晚宴等。我又代表校友會

出席畢業生晚宴和步行籌款會議。 

 

今屆校友會被推選為副會長，是我事前沒有想過也更是完全不敢憑自

己血氣承擔的事。過去兩年親眼看見會長楊慧玲牧師和眾位職員全心

全意的投入，令我十分欣賞和敬佩。而今屆校友會職員組合更多樣

化、事奉經驗更豐富，使我有信心在榮譽會長提點下，配合楊慧玲會

長的領導，讓這個團隊彼此配搭合宜，充份發揮各人恩賜，在未來兩

年校友會之會務更有成果。 

 

信神絶非完美，近年更是多事之秋，還有面對收生困難和教授退休潮

等的衝激。不過根據聖經的教導和許多人的經歷，包括我自己在內，

這些危機往往可能變成契機，讓人學會更謙卑依靠神，或許成為母校

巨變的關鍵時刻。校友會在變轉過程中亦可能參與當中和扮演某些重

要角色。我深信神必會帶領母校進入更美應許之地，不過是有條件

的。在本屆第一次職員會中，楊會長吩咐我負責靈修。我選了歷代志

下 7 章 14 節與各新任職員互勉﹕「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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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

罪，醫治他們的地。」這是我十分喜歡的金句，多次提醒我要自卑多

認罪，神必垂聽，合神心意事情就必成就。認罪禱告可能是神最喜悅

的祈禱，也是最有效的。認罪和赦罪後，神就會醫治，甚至地土都得

到醫治。在我們誠心認罪後，母校所處的道風山也許會得到醫治，在

未來日子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神學生來學習受訓練的地方。我又選了一

首詩歌「尋求你的面」與眾職員共唱，也是同心向神的呼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  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過犯 

 求你將我們罪孽洗除淨盡 潔除我的罪 

 我們犯了罪惟獨得罪了你  因此審判我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們的時候顯為正直 求主赦免 

 你所喜愛的  （是內心的誠實） 

 並在隠密之處 （你使我得智慧） 

 我們謙卑禱告 尋求你的面 

 轉離我們惡行 （求你從天垂聽） 

 赦免我們的罪 （醫治我們的地） 

 我們謙卑禱告  尋求你的面 

摩西因為在西乃山上與神相處多日，臉上也沾了神的榮光，榮光太強

烈以致要將帕子蒙臉。若我們肯同心謙卑禱告，尋求神的面，三一真

神面上的榮光，也可以反射在我們的臉上。盼望校友會的事奉成為神

的榮耀，而且榮上加榮，讓眾人在我們面上看見主的榮光，如同主自

己的靈變成的。 (林後三: 18) 

 

但願校友會職員和眾校友一同以禱告和行動祝福母校。榮歸上帝! 

 

新年立志                   葉雪鳯校友 (2009 M.A.) 

踏進 2015 年，正是天父上帝的恩典，賜給我們好好立志的機會。 

有一個製作鉛筆的師父，把一枝鉛筆裝進筆盒裡；同時告訴鉛筆說：

「在我把你帶到世界，讓人使用前，以下幾點你必須記住，這樣就會

使你成為世上一枝有價值的鉛筆。」 

 你可以作很多偉大又有意義的事，但是，先決的條件，你要甘心

樂意地讓主人握在手裡。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詩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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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削鉛筆的時候，正正表示你要經歷許多艱難、痛苦，但這是必

要的！因為這會讓你變成一枝更好的鉛筆。「祂對我說：「我的恩

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上) 

 

 當你寫錯字時，其實是可以擦掉重寫的。(人誰無錯，知錯能改才

是重要﹗)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 3：13-14

上) 

 

 你最重要的部份就是筆心！「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 4:23) 

 

「鉛筆的比喻」對我們有甚麼啟迪呢？想一想，我們來到世間，是否

希望過着一個有意義、有價值、榮耀上帝的人生？願以一節舊約和一

節新約經文與大家共勉：  

「我的心啊，你曾對耶和華說：〝袮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袮

以外〞。」 (詩 16:2)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 

 

願我們於新一年立定心志：多禱告、多服侍、多結果子、榮耀上帝！ 

 

 

幾句感恩的說話       李德裕校友 (2011 M.A.; 2013 M.Th.) 

「願主－我們上帝的恩寵歸於我

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

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詩九十 17） 

二零一四年四月，我再一次飛到

加拿大的多倫多市探訪年邁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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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我逗留了大約三星期左右，但是我今次的體會卻與以前的旅程頗

為不同。 

 

三星期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因為我每一天的時間，大部份都花在照顧

母親和處理神學院的一些文件事務。早上我就忙於處理一些有關神學

院的文件事務，包括了翻譯中、英文通訊的稿件，以及畢業班特刊內

的週年報告。到了中午，我就為母親預備簡單的午飯。下午則到一些

著名的景點遛達遛達，接近黃昏的時候，就為母親和妹妹一家預備晚

飯。看來這都是平常不過的生活，對我來說，實在另有特別的體會。

因為，我在過去三十多年中，經已沒有下廚，能夠每一晚都為自己所

親愛的家人擺上豐富的晚飯，實在是一件欣慰的事。 

詩人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

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即逝，我們便如飛而去。」當我們一

天一天地年紀漸長，而一但「登陸」之後，對詩人的感慨更是深刻。

我相信，我們的一生，就是要為榮耀上帝的名而活。蹤然我有千萬個

藉口，推搪不同的工作擔子，我卻認為，能夠在校友會中繼續出任為

職員，彷彿我就好像每天都為所親愛的每一位校友， 預備美食，與

大家一起分享。 

在過往兩年的職員生涯中，我實在並沒有可誇口的地方，能夠繼續出

任為職員，實在是上帝的恩典。詩人的感慨，成為我的提點。我不能

浪費每一天的時光，希望能夠把所託付給我的工作，做得更好。 

今年四月，我又再次飛往加拿大，探望母親。而每一晚為她預備晚膳，

亦是一件頗為傷腦筋的事，因為她有特別的偏好，而她亦因高血壓和

糖尿病，不能進食一些影響她病情的食物。 

作為校友會的職員，我亦要詳細考慮每一位校友的特別境況，目的就

是要為大家預備最好的，所以我祈求上主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

手所做的工，願主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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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的分享                 陳淑玲校友 (1996 M.R.E.) 

謝謝天父！給我在校友會事奉的機會；能夠事奉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傳 9：10：「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過去二年，在關

顧的職份能與校友同行，是一件美事；(羅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

樂，是與哀哭的人要同哭。」一張小小的卡，代表校友會對校友的支

持、鼓勵、關懷和慰問。時間許可，我有時會出席校友家人的喪禮，

(傳 7：2)「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從校友家人的生平

述史中，見證上帝的恩典在校友的身上和他的家中，藉此看見上帝的

愛環繞在我們校友四周。 

 

最深體驗是探訪退休校友牧師：特別在國內老人院居住的資深校友，

生活在不是同聲同氣的環境(言語不同，很少基督徒)下，長年仿似一

人獨處，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體會肢體相交生活是非常重要；(來

10：25)「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

勉。」。看見身邊與家人同住和有家人照顧的校友是很幸福的事。與

他們一起用膳，聽他們分享昔日在校園的生活，豐富了我的生命。 

 

有時，我也會掙扎是否出席校友們的紅白二事。新的年度，與資歷豐

富的邱瑞生牧師一起負責關顧，我相信會比昔日做得更好！在這裡特

別多謝學院的同工將校友的消息轉達；以致能適時送出賀卡或慰問

卡，讓我經歷彼此配搭。在此再次多謝大家給我事奉的機會！ 

 

 

禱告和行動                      邱瑞生校友 (2006 M.A.) 

感謝天父，2015-2016 年新一屆職員一會已順利選出，譲我們可以

彼此同心配搭一起事奉，祈求聖靈多多加添我們所需要的能力和智

慧，使我們在基督裏合而為一，若我們將自己的軟弱交給主，將會看

到祂如何在我們當中顯出祂的大能，求主憐憫，盼望（信神校友會）

的職員是一群願意委身於基督的僕人，更願以禱告和行動彼此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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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停、諗一諗」，卻是美事    黃承香校友 (1985 B.Th.) 

「信神」校友職員會是一項怎樣的事奉呢？小弟多年的參予有以下的

感受。 

 

1. 這是火燒荊棘的事奉 

摩西正是在為他的生活而忙碌時，上帝就為他的人生帶來異象。「摩

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

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

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趕羊時看見這異象，他

就停下來前去探看這事，豈料上帝在其中向他說話。摩西說：『我要

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出 3:1-3  

荊棘在火中本是很容易燃燒的，但是，在上帝稱為聖地中生長的荊棘

就是永遠燃燒，不會燒毁。摩西的異象正是神學院在世上存在的寫

照。魔鬼猛烈而無情的攻擊，並沒有把神學（對上帝認識的道理）教

育摧毁，世界諸般的引誘試探，沒有改變神學的本質和信念。縱然有

不少信徒會跌倒、教牧也有軟弱，但是，教會仍然靠著上帝的恩典堅

守著耶穌的使命廣傳福音。燒不盡的荊棘豈不是一個很好的寫照嗎？ 

 

2. 這是何烈山上的事奉 

何烈山是上帝的山，也是上帝向以列人說話的山，當然，也是以色列

人在曠野時事奉上帝的山，「摩西將以色列眾人召了來，對他們說：『以

色列人哪，我今日曉諭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可以學習，謹守

遵行。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何烈山與我們立約，這約不是與我們列祖

立的，乃是與我們今日在這裏存活之人立的。』」申 5:1-3   

何烈山一帶雖是一個荒郊野外的曠野之地，但卻是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一生事奉上帝的地方。信義宗神學院是我們學習上帝話語和靈命

成長的地方，她影響我們的一生，也指導著我們的事奉和生活，在教

會傳揚福音、培育接班人，使福音持續發展。一次的承諾就是擺上一

生。願以色列人對何烈山的尊崇也成為今天我們對母校的愛戴之情。 

 

3. 這是曠野路上的事奉 

摩西在人生中最後的四十年帶領以色列離開埃及並不是他個人的意

願，而是因為以色列探子們的小信，上帝就安排他們在曠野生活了

40 年，培育他們的信心與順服的心。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領袖，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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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上帝呼召帶領他們離開埃及的倡導者，他也甘心與他們一同經歷上

帝在曠野的帶領。 

從神學院畢業後進入教會事奉的安排，深信定有上帝的心意，也是為

我們的好處而預備。事奉路上發生的事並非我們所能預計，但卻是上

帝在其中引導，每論是起行或是停留、向左或是向右；江河或是高山、

綠洲或是沙漠；崎嶇或是平坦的道路、黑夜或是日間的安全，一一都

在上帝的看顧之內，在上帝手中曠野的路也是供應豐富的蒙福之路。 

 

願上帝賜恩給每位願意承擔校友職員會事奉之校友 

 

吃力討主喜悅的事奉             黃志輝校友 (1990 B.Th.) 

畢業那年代，滿腔熱誠擔任了校友會職員，跟隨資深牧者探訪堂會，

被人戲言為神學院「籌款」，為院長「站崗」，即時熱火被冷水「照頭

臨」，卻不失召命，持續事奉兩屆，慢慢引退。謹記每年交年費，初

期盡力參與活動，後期盡點力參與。畢業後二十四年「主動」報名出

席校友會年議會，是被主推動，而被人錯愛當選職員。在這個年代，

擔任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職員，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卻是討主喜悅

的事奉。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為只看見這是一份義工的工作，為信義宗神

學院做「打手」、為院長「出手」、為個人聲譽「握手」。這樣做義工，

最後像跟隨主的門徒，手扶著犁向後看，知難而退，沒有使命，只有

「怨命」。 

 

討主喜悅的事奉： 

是討主喜悅的事奉，從上帝而來的呼召，專注上帝異象，遵照上帝使

命。我領受的異象是「愛主基督，愛神學院」（神的學院）。遵行的使

命是，1)停止每年交年費，轉移交「永久註冊會員費」$2,000(今年目

標三位)；2)默默禱告，為主的愛大大臨到每一位校友生命中；3)密密

參與，是回應校友會職員忠心事奉，參與也是服侍他們。是次再擔任

職員，預期要付上代價，不是我有何能力，卻是忠誠回應主耶穌的愛；

是吃力的，卻是吃力討主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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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校友李華成牧師                                譚偉德校友 （1999 B.Th.） 

            二 零 一 四 年 九 月

中，幾位校友同往大

嶼山愉景灣，探望校

友李華成牧師（1963

年，36 屆）。李牧師

雖 然 年 屆 八 十 一

歲，但仍精神奕弈，

熱情接待我們。與李

牧師交談，聽他細訴

信主經歷、讀神學的

趣事以及牧會經驗，我們一班後輩，真是獲益良多！ 

 

蒙恩得救 
            一九四九年正是李牧師讀夜小學畢業年份，小學校監特意請畢業生吃

晚飯。飯後，校監帶領眾學生參加禮賢會香港堂的佈道會；李牧師開

始認識主耶穌。其後，李牧師穩定參加教會團契聚會和主日崇拜。中

學時代，李牧師就讀基督教中學，在夏令會決志信主。李牧師曾在一

個暑假間參加三個青年夏令會；分別由禮賢會、信義宗聯會及香港基

督教女青年會舉辦。李牧師於夏令會得上帝呼召，決志奉獻跟從主。 

 

蒙召讀神學 
            李牧師蒙上帝呼召後，向教會申請入讀神學。由於當年他還差約半年

才足二十一歲（當年代以二十一歲才是成年），故必需得家長同意方

可入讀神學。因此，教會長老約李牧師的父親會面，徵求家長同意後

李牧師才得教會資助保送就讀神學。當時，李牧師的父親仍未信主，

又被朋友取笑他兒子作「番鬼和尚」。幾經說服，他父親終於到教會

與長老會面，同意兒子入讀神學，感謝主！ 

 

            當時，禮賢會只承認信義神學院、建道神學院。禮賢會香港堂兩傳道

人正是建道校友，故自然帶領李牧師入讀建道神學院。當年禮賢會區

會已派了一位神學生在建道就讀。禮賢會兩神學生畢業前兩年，一位

禮賢會牧師由德國深造回港，他也是信義神學院校友；認為禮賢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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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該受信義宗神學栽培，提請教會安排現讀的神學生轉到信義神

學院。故李牧師和另一神學生被安排入讀信義神學院（後改名為信義

宗神學院）。李牧師在神學院就讀期間，一件難忘的事：當年英文課

程，老師要求學生默書。一次，李牧師默寫《使徒信經》時作弊，被

老師發現。英文老師為提升李牧師的英文水平，建議他閱讀 Time（時

代雜誌），而學院圖書館有這雜誌故不用購買。李牧師終日與字典為

友，方能閱讀英文雜誌。李牧師感謝老師的關心鼓勵，讓他英文水平

得以進步。 

 

牧會生涯 
            李牧師在禮賢會事奉至今五十多年。他分享五六十年時代，教牧薪金

雖然低微，但牧師卻有家長的身份和權責；牧師與會友的關系如父母

兄長的親切，也是眾人的僕人。一次，某患病的會友致電李牧師，請

求協助他將痰送往醫院化驗，因為當時無法找到家人；李牧師答允幫

助這會友送痰到醫院。事後這會友的家人受感動，而他的子孫家人都

回到教會，參與崇拜和活動直到今日。 

 

            牧會多年，李牧師深感會友的關懷愛護。每年節期，李牧師都收到會

友送來的糕點臘味等食品。雖然李牧師已從禮賢會香港堂退休十八年

了，會友仍每年到愉景灣祝賀他生日，農曆新年到府上拜年祝賀，中

秋佳節仍寄月餅券給李牧師，可見會友對牧者的尊敬和情深。李牧師

察覺，今日部份會友對牧師要求甚高，然而牧師與會友的關系也改變

了。 

  

            李牧師牧會期間因身體

軟弱，曾經三次從死亡

中活過來。感謝主的醫

治看顧，帶領李牧師走

過死蔭的幽谷。今天，

李牧師身體健康，生活

安逸，現仍擔任堂會顧

問牧師，正是退而不休

的事奉榜樣！  

(相片左至右﹕楊慧玲、李潤洪、李華成、譚偉德、李國泉、黃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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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泉校友(1987 M.Div.; 2001 D.Min.) 

校友會於 11 月 28 日 (星期五) 在母校舉行本年度 (2014) 周年大會。

當天上午部份校友已經一早返回校

園出席母校院慶日聖餐崇拜，重溫母

校過去一百零一年「我們的故事」。 

 

享受豐富的午飯後，十多位校友陸續

到達明節堂。會長楊慧玲在準一時半

開始主持校友會周年大會。校友李德

裕帶領各人敬拜讚美，頌唱多首美妙

聖詩。副會長黃承香帶領開會祈禱。榮譽會長梁銘在分享牧養經驗

時，雖然回憶時多年前用心事奉所發生感人的事，仍然真情流露，實

在是眾後輩的良牧典範。 

 

在正式進入議事程序前，方克信校友點算出席人數為十八人並宣佈已

達法定數目。與會者首先一致通過去年 (2013) 9 月 10 日周年大會的

會議記錄。會長楊慧玲接著報告過往一年校友會職員會已完成的事工 

(詳見會長報告)。透過會長報告，大家知道校友會推動了不少事工、

參與母校多各項活動和做了不少關顧校友的事工。葉雪鳳牧師報告校

友會財政及預算，至今校友會結存五萬多元，所以財政十分穩健 (參

校友會財政報告)。大會隨即接納二人的事工報告及財務報告，又通

過會費維持年費 100 元不變。 

 

接著舉行兩年一次的職員選舉，由

李國泉校友主持。結果順利選出楊

慧玲續任會長、李國泉副會長、和

另外七位職員﹕陳淑玲、黃志輝、

葉雪鳯、黃承香、李德裕、邱瑞生

及陳堅麗。最後由周兆真院長祈禱

祝福。散會後出席者在明節堂前拍

照留念 (右照為全體新舊職員)。部

份校友則繼續參加晚上的懇親日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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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周年大會事工報告                     楊慧玲會長 

本屆 (2013-14) 職員有楊慧玲、黃承

香、方克信、葉雪鳯、李國泉、李德裕、

陳淑玲、張恵恩，榮譽會長是梁銘牧

師，學院代表為周兆真院長和張俊容。 

1 本年度職員會開了 3 次，分別是 2

月 17 日、5 月 8 日和 9 月 15 日。 

2 本年度出了兩次校友會通訊，分別

是 1 月和 8 月。 

3 3 月 17 日代表校友會於信神早禱會中致送百周年賀禮给神學院。 

4 安排組織校友會詩班於 5 月 8 日歡送榮休教授中獻詩。 

5 致送榮休紀念品給伍中恩老師及俞繼斌博士(陳堅麗牧師代表到

台湾致送）。 

6 贊助信義宗神學院第 37 屆畢業特刊及致送記念品給畢業同學。 

7 6 月 1 日出席信神第 37 屆畢業典禮。 

8 6 月 3 日出席信神第 37 屆畢業班晚宴並宣傳校友會。 

9 9 月 1 日代表校友會出席信神開學禮。 

10 透過校友會職員 Whatsapp 群组同心為有需要的校友禱告。 

11 協助、籌劃及推動 10 月 26 日下午信神步行籌款。 

12 按牧的校友，校友會會致送書券恭賀並派代表出席按牧禮。 

13 每當生病，需要關顧的校友，我們都會寄慰問咭和為他們禱告。 

14 5 月 31 日代表校友會出席信神校董會。 

15 11 月 20 日代表校友會出席教牧進修小組，籌備 2015 黃德榮教

牧學講座。 

16 2014 年校友會舉辦活動： 

(1) 2 月 17 日遠足 

(2) 3 月 3 日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3) 3 月 24 日探訪退休校友謝約翰牧師 

(4) 4 月 14 日到樟木頭探訪退休校友祖文鋭牧師 

(5) 5 月 8 日參加歡送伍中恩老師、崔天𧶽博士和李嘉恩博士榮休 

(6) 9 月 15 日探訪退休校友李華成牧師 

(7) 11 月 28 日院慶和校友會會員大會 

 

本人衷心感谢過去一年周兆真院長對校友會的支持，神學院同工張俊

容及教授羅永光博士對校友會事務上的協助，衆職員的同心協力，以

致校友會的工作能顺利推動和發展，也特別感謝榮譽會長梁銘牧師的

教導和提點，一切都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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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職員會「財政報告」 
 

 項目 存 入 支出 結餘(港幣) 

1 承上結餘 (2014 年 8

月校友會通訉) 

  HK$54,144.04 

2 校友盧區彩嫦奉獻 $5,000   

3 註冊會員 $1,100   

4 永久會員 (1 位) $2,000   

5 利息 $0.59   

6 通訊印刷費  $880  

7 通訊郵費  $1,000.60  

8 探訪退休校友  

(李華成牧師) 

 $95.9  

9 致送俞繼斌牧師紀

念品 

 $700  

10 姜樂雯校友按牧賀

禮 

 $100  

 合共 $8,100.59. $2,776.50 HK$59,468.13 

 

(至 2015 年 2 月) 

葉雪鳳牧師 (財政) 

 

 

 

 

                                 

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   

*永久註冊會員 

1.  梁琼芳 2.  梁  銘 3.  許  景 4.  陳羅以 5.  黃承香 

6.  楊慧玲 7.  吳碧珊 8.  劉樹德 9.  彭美儀 10. 陳堅麗 

11. 左溫宜 12. 馬秀琼 13. 莫蕙芬 14. 唐聖愛 15. 王玉琪 

16. 候健婉 17. 羅雪雯 18. 賴雪艷 19. 黃文遜 20. 孫玉芝 

21. 文靜嫻 22. 戴春華 23. 鄭小瓏 24. 張鎮英 25. 楊其輝 

26. 林潤鳯 27. 李國華 28. 司徒永富 29. 梁溢敏 30. 麥家聲 

31. 陳秀華 32. 陳惠玲 33. 張錦堂 34. 葉雪鳯 35. 李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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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羅永光 37. 周兆真 38. 盧倩顔 39. 狄玉英 40. 余賽金 

41. 黎淑美 42. 董愛莉 43. 林雪文 44. 黃新華 45. 江偉才.  

46. 黎嘉賢 47, 李德裕 48. 戴浩輝 49. 楊忠源 50. 王音發 

51. 曹焯德 

56. 鄒小龍 

61. 陳玉蓮          

52. 曾浩賢 

57. 黎曉恩 

62. 胡明添 

53. 陳紅蓮 

58. 蕭汪郁卿  

63.. 伍笑豔        

54. 沈冠堯 

59. 黃美琴 

64. 黃志輝 

55. 呂慶棠 

60. 曹瑞雲 

 
 

 

**2014 年註冊會員 

1.  陳美莉 2.  洪性舜 3.  陳婉儀 4.  祖文銳 

5.  Rita Wong 6.  李國泉 7.  洪盛霞 8.  謝伯聰. 

9.  張炳芳 10. 何碧韻 11. 周愛弟 12. 張俊容 

13. .李雪微 14  徐恩慧 15. 黎惠儀 16. 陳橋森 

17. 余淑芬 18. 何月華 15. 陳麗玉 20. 方倩雯 

21. 吳繼成   

25. 方克信  

29. 邱瑞生 

 

22. 梁建中 

26. 張惠恩 

30. 李華成 

23. 謝佩霞 

27. 陳淑玲 

24. 黃志輝 

28. 鄧瑞東 

 

 

2015 年及之後年份繳費名單 

1.  陳婉儀 HK$500.00         2011-2015 年 

2.  祖文銳 HK$500.00         2013-2017 年 

3.  Rita Wong 

4. . 李雪微 

HK$600.00 

HK$200.00 

2013-2018 年 

2014-2015 年 

     

 

**2015 年註冊會員 

1. 李國泉           2. 鄧瑞東           3. 陳婉儀 4. 祖文銳 

5. Rita Wong         6. 李雪微           7. 李華成        8. 方克信  

9. 邱瑞生 

.  

*一次繳交 二千元之永久註冊會員   

**繳交一百元會費 (基本會員/該年註冊會員) 

(有關繳交會費事宜, 請與校友會財政葉雪鳳牧師聯絡，電話 94283515, 電郵 

revsfip@gmail.com) 

mailto:revsf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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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特別活動 

活動名稱﹕「讚美、歌頌----為信義宗神學院禱告」 

日期﹕ 201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1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 

目的﹕ 同心為母校禱告，求主垂憐，興旺母校 

內容﹕ 詩歌、讚美、認罪、祈禱 

參加者﹕ 誠邀歷屆所有校友參加 

負責人﹕ 會長楊慧玲牧師 (62343055) 

 副會長李國泉博士 (電話﹕98235532) 

報名﹕ 請與負責人或母校拓展部 (26843283) 聯絡報名 
 

 

新春賀詞 
校友會趁此 

農曆新春期間 

祝賀各位校友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校友會 2015-16全

體職員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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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活動推介 

2015 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主題：i 世代@牧養 

日 期：2015 年 3 月 16 日（禮拜一） 

時 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 點：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歡迎各校友參加。請與母校拓展部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