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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按牧後感言 
 

蔡潔儀牧師 - 全是恩典 

                                                                       

「從信主到事奉，回顧過去，全是恩典；展望

將來，合乎主用，同得福音好處。若有人在基

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以上五十字是較早前按立禮時刊登於

程序表上的按牧感言。 

回顧過去，全是恩典！還記得小學二年級

第一次踏足教會，是於小學的地下，出席主日

崇拜，散會後各自擺放摺椅，感到非常沉悶。

第二次踏足教會已是六年級了，出席週六小學

團契，感到被帶來的親人遺棄，同樣非常格格

不入。第三次已是中一了，試返初中團契，因

自己坦白表達感受而被責備。奇妙的是，竟然

在同一個山上，我從抗拒到信主，從事奉到按

牧。這一切都令自己難以置信！還記得，在我大概中二、三正式返團契，

有一次的週會內容是有關恩賜與職業，當時我第一項否定的可能性職業便

是傳道，因為覺得不可能，從知識到能力都沒有資格，從沒想到最終於八

年前成為傳道人。作為傳道人已自覺甚多不足之處，相信傳道已是人生中

最後的職份，更沒有想過今天成為一位牧師。 

再回想於神學院受訓的日子，最大的學習是經歷不同的病患，很多日

子都需要服藥，實在感到乏力與無奈。病的期間經常令我力不從心，難以

專注，也有很多個晚上躺在床上，求主憐憫和幫助。感恩，神的恩典夠

用，祂也帶領我經過一切。 

展望將來，合乎主用。按立後，我曾跟主任牧師探訪個別長者，學習施聖

餐，也曾學習主禮安息禮拜，而我多年來的召命正是以服侍長者為主，每

當想到人生很短，我會特別想到長者，以及在生死邊緣的病人。展望將

來，只求作一個合乎主用的器皿，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最後，僅以我決志信主時最深刻的經文互勉：「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

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深願每一位未信主

的朋友都能成為新造的人；又願每一位信徒能時刻想到我們能在基督裏成

為新造的人全是恩典，以致時刻帶著珍惜、感恩、敬虔的心度我們在世寄

居的日子，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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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冰牧師 - 按立，為更堅定走十架路 

 

成為牧師，是兒時的夢想，也是上

帝從小放在我內心的呼召。我父母不是

基督徒，但上帝微聲的呼喚卻一直伴隨

著我成長，引導我緊緊地跟從祂。轉眼

小女孩已長大成人，回應召命，踏上全

時間侍奉的路。 

 

執筆寫這按牧感言時，牧職生涯剛

好渡過了十個年頭。回望過去十年，與

無數的生命交織同行，當中有歡笑，也

有眼淚；有建立，也有拆毀；有縫補，

也有刺傷；有成長，也有跌倒；有期

許，也有失望……真的百般滋味在心

頭，難以一一細數，若要簡單總結，這

十年我深深體會到：牧養既是恩典之路，同時也是十架苦路！ 

  

牧師是一個很尊貴榮耀的職分，但這榮耀必須在十字架上彰顯。主耶

穌清楚告訴眾人：「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路加福音 9:23) 十架苦路是每一個跟從主耶穌的門徒必須走的

路，而作為牧者，更是被召作帶領者，所以按立成為牧師，並不只是領受

一個榮耀的職分，更重要是讓我再一次肯定上帝的呼召和揀選，更義無反

顧地繼續走十架苦路。 

 

近幾年香港有很大變化，牧養顯得越來越困難，加上自己家庭的巨

變，更感到有點乏力。但想深一層，牧養從來都不容易，因為牧養是一場

屬靈爭戰，所以我們更要緊緊地抓住十字架。十字架提醒我們不能靠自

己，唯有倚靠聖靈的大能，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才能與惡魔爭戰。

因此，每次穿上牧師服，戴上牧師肩帶，都提醒自己：非勢力、非才能，

乃是靠上帝的靈成事。 

 

最後，以使徒保羅的說話互勉之：「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拉太書 2:19 下-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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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事奉分享 
 

助理院牧 - 周于琴教師 

 

各位親愛的師兄師姐、同學們，

還有師弟師妹好！我是周于琴，信神

第 41 屆畢業生(神學學士)。非常感謝

主上帝給我機會回到母校服侍。我的

事奉崗位是助理院牧，協助院牧部的

工作，希望可以多關心神學院的學

生、老師、職工和校友們！ 

記得入職前，上主藉哥林多前書一 26-27 節鼓勵我：「弟兄們哪，想一

想你們的蒙召，按著人的觀點，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地

位的也不多。但是，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

了世上軟弱的，為了使強壯的羞愧」。當知道有機會回到神學院事奉時，開

始會想很多，例如自己憑甚麼去牧養將要成為傳道人的神學生呢？自己也

不過剛畢業不久，牧養經驗明顯不足，而在神學院事奉，相信也難免要用

英文溝通，而我的英文又是「有限公司」。又想，自己對聖經和神學的認識

也好像很有限…一開始了「自我不足」檢視模式，就停不下來。但感恩的

是，說到底，我還是很興奮、很感恩可以返神學院服侍，很想一試！而上

主就以這兩節經文鼓勵我！所以，我認定能回來神學院服事，不是因為我

有或沒有甚麼條件，而是從上主而來的恩典！感恩在事奉當中，真的也體

會到同工配搭的美好，在互相幫助下，很多原初認為困難的事，不知不覺

就跨過了！ 

在院牧部服侍，有時會忙到「甩碌」，哈哈！但能與神學院的老師和同

學一同經歷每天的校園生活，看到上主如何幫助不同的人成長，也很感恩

（往往是在自己已覺得沒有辦法時，上主一出手，人心就得幫助！祂有自

己的時間，我們學習守望和等候）。而在同工團隊中，也體會到兩個人比一

個人好，即使忙，但有人明白、傾下、講下，一同祈禱，彼此提醒大家為

了甚麼而努力，這些都很珍貴和重要。而不得不說，神學院有一班很有愛

的學生，有時，他們的生命和分享，會給我很多提醒，例如：「要懷著初心

去服侍和待人」、「我們是有限制的人，而不是機械人」，「每個人也有孩子

氣的一面」等。看著他們，會很感恩，因為他們如今存在於神學院中，代

表著每一個世代中，上主仍向人發出呼召，而每一個世代中，仍有人回應

上主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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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信義宗神學院。因為上主藉學院陶造和滋潤了我

的生命。我所指的學院，不是單單指到一座建築物、一些課程或當中所涉

及的制度或活動，而是指向裡面那一班蒙召培育和愛護上主兒女的老師。

（無論是外國還是本地教授，客席定訪問教授）他們在面對繁重的工作和

各方的要求、身心靈的需要或不同的人生際遇時，依然尋求上主的幫助，

學習去愛我們。 

我所指的學院，還指向那一班以單純信靠的心回應上主呼召，願意付

出愛心和關心的同學—我親愛的師兄師姐、同級同學、師弟師妹，你們豐

富了我的人生，給了我很不一樣的一段經歷。你們有些已安息主懷，有些

仍在努力服侍，有些需要靜止休息，感謝你們，願意在禱告中彼此記念。 

我所指的學院，還有一班默默在背後努力，見證著上主作為的職工，

想起不少同工原來已經服侍了學院二十多個年頭，霖霖更已服侍了三十個

年頭！深信上主記念你們的辛勞。 

我所指的學院，有上主。祂一直引領一代又一代「信神」的師生和職

工，不但為我們預備了一個美好的地方，作敬拜、學習、教學、共同生活

之處，更使我們能因放眼自然環境，體會自身的微小，又可舉目看天，仰

望並思想那偉大的上主，因而安歇在上主的同中。當俯瞰山下沙田和大

圍，則被提醒仍有很多生命需要被上主的福音和真道所幫助。而當神學院

面對逆境時，上主又感動教會的眾肢體為神學院禱告並伸出支持之手。 

誠然，神學院並不是一所完美的學院，很多時總會有我們認為解決不

了的問題，重重覆覆出現的不協調，上主的敵對者又總不斷地找機會散佈

疑惑的種子，使上主的兒女中間出現不信任，甚至敵對。然而，神為其民

堅固保障，我們則都是罪人，求主憐憫扶持。羅馬書八 35 及 37 節這樣記

載：「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

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著愛我

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親愛的校友們，也許我們眾人也面對著人生或事奉中大大小小的風

浪，縈繞我們的可能是同工關係、自我形象、憂慮疾病，或是在接觸生命

時浮現出來的、那些對於生命的疑問。願意我們各人都轉向上主，定睛於

祂，我們便會發現，祂也以愛去凝視著我們，很多問題也許沒有答案，很

多思慮也許沒有完結的一天，但此時此刻，上主仍在，祂仍溫然微笑，呼

喚我們的名字，讓我們繼續跟隨祂，走人生的道路，與主的關係更深地契

合！ 

盼未來有機會與大家見面！最後送你們一首「泰澤」短詠： 

          信任上主是多麼美好，期望上主是何等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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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校友李國泉弟兄 
 

永遠懷念李國泉博士                                        謝伯聰 

 

李國泉博士在 1980 年代，和女友（後來的太太）出席信義會主恩堂的

主日崇拜，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他。當時他任職社工，我覺得他很開朗和健

談。當他在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任總幹事職務時，我在他們所舉辨的活動中

也有再與他接觸的機會。踏入千禧年代，他在信義宗神學院(簡稱信神)的早

會中，分享他之前在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事奉的經驗。我感受到他是一位充

滿熱誠和以愛心服務吸毒婦女的社工。當時他已經獲得信神教牧學博士

（D. Min)學位了。 

 

2015 年當「信神」收生陷於低潮，他身為校友會副會長，勇敢地帶領

校友會的祈禱會，包括「信神」師長和我們校友，一起懇切為學院認罪祈

禱，求主赦免我們所犯的罪和引領學院的前路。 

 

2017 至 2018 年，他擔任信神校友會會長，服務母校和校友。2019 年，

由於他已做了六年職員，便按章程暫時放下職務。但他欣然再次承擔起

2021-2022 年信神校友會司庫的職務。我也有幸與他一起在 2021-2022 年之校

友職員會中同心事奉主和服務校友。 

 

在校友會的事奉中，我體會到國泉弟兄是一位擁有豐富事奉經驗，而

且是很細心、盡心和用心事奉主的弟兄。他在校友會職員會會議上，提出

很多實際有用和可行的意見，令校友會職員會能夠更暢順地進行。他與我

一樣，喜歡踢足球。他每逢星期一都相約一群教牧一起踢足球，他擔任

「門神」，是把守最後一關的真漢子。第 44 屆信神畢業生差遣禮是我與他

一起事奉主最深刻的時間。那天有幾位校友會職員，一起致送給畢業班同

學和榮休的副院長戴浩輝博士一份禮物。我欣賞他的細心，安排整件事情

能順利地進行。  

 

他雖然患了重病，但為了不令我們擔心，並沒有透露他的病情，卻仍

然繼續殷勤在校友會中事奉主。因此當我知道他安息主懷的消息，我實在

感到很意外和不捨。我不捨得一位如此有愛心和同心事奉主的同工和校

友。 

親愛的國泉弟兄，我永遠懷念你。他日在天家與你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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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01 月 31 日之校友會職員會「財政報告」 

項目 存入($) 支出($) 結餘 ($) 

承上結餘(2021-09-13)       42,508.20 

永久會員 (2 位)  2,000.00   

註冊會員 (1 位) 100.00   

會員大會講員費  500.00  

租借會員大會場地  500.00  

院慶蛋糕  1,100.00  

合共    42,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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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會員及 2022年註冊會員名冊 
(截至 2022年 1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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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健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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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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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曾浩賢 53. 陳紅蓮 54. 沈冠堯 55. 呂慶棠 

56. 鄒小龍 57. 黎曉恩 58. 蕭汪郁卿 59. 黃美琴 60. 曹瑞雲 

61. 陳玉蓮 62. 胡明添 63. 伍笑豔 64. 黃志輝 65. 吳麗卿 

66. 李玉顏 67. 李國泉 68. 張  詠 69. 葉錦洪 70. 譚溢泉 

71. 張麗英 72. 張振華 73. 陳美莉 74. 鄧瑞東 75. 陳錫妹 

76. 胡玉藩 77. 藍新港 78. 葉麗德 79. 黃志東 80. 鄔天輝 

81. 吳繼成 82. 李就強 83. 趙慧德 84. 邱瑞生  
  

 

⚫ 2022 年註冊會員 

1. 林耀榮 2. #謝道泉(2022–25 年) 3.  4.  

 

* 一次過繳交 HK$1,000 會費為「永久會員」 

⚫ 繳交 HK$100 會費為「2022 年會員」 

 

 

      已安息主懷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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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各位親愛的校友，由疫情開始至今，相信大家在事奉的路上

或多或少會遇到不同的挑戰與困難。面對逆(疫)境，有時我們難

免會覺得孤單、疲乏，氣餒。 
 

但想起昔日在「信神」（LTS）有一班同蒙呼召的同學與同行

者互相守望扶持與代禱，會否立即為我們增加了事奉的力量與喜
悅？ 

 

為此，「校友會」願意成為大家重聚與連結的「橋樑」，在今年
繼續舉行校友祈禱會，主題為「逆中同行」。 

 

 

舉行日期及詳情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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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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