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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
蕭柱石博士

臨床心理學及輔導助理教授

自本年農曆新年開始，香港甚或全球備受新型冠狀
病毒的威脅，曾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經濟、娛樂、消
閑、工作等等的活動，一步一步地慢下來，直到完全停
擺。出稿之時，香港新增本地確診個案有回落緩和的跡
象，這個城市的脈絡正慢慢復甦過來，而中心在這次風浪
中自是不能倖免，受到影響。

停 — 反思忙碌中的意義
信義宗神學院「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自成立以來，

一直不斷提供各類型的助人服務、課程、小組和活動，冀
能造福神學院同學、教會和社會大眾，促進他們關心自己
的生命成長，顧及他人的需要，學習同行，並踐行與上帝
同行的真理，為著這些目的努力邁進。一個翻天覆地的疫
症，使人驚徨失措，讓一切停頓下來。中心的開放時間和
各項服務，也因此要不斷作出調整，由暫停開放到有限度
開放，計劃了的活動由取消、延期到網上進行，著實影響
不少。不過，正因為停止，讓我們有機會安靜下來，重新
反思事工的意義，甚麼是最優先的，甚麼又是必不可少，
再一次確定事工的方向：與主、與人、與己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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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調整對應時代的需要
這次疫情對我們的生活衝擊甚巨，

在家工作，居家抗疫成為日常，中心服
務不應，也不可無了期停頓，所以，
服務方式必須因時制宜，有所改變。
人雖不能至，服務卻可無遠弗屆，線上
溝通工具大派用場。中心為了受導者的
需要，開設了網上輔導服務和網上授
課，使受助者及參加者足不出戶，仍然
可以獲得中心的服務。另一方面，不少
報導指出疫情使社會普遍瀰漫著一股抑
鬱的氣氛，市民感到焦慮不安，對將來
倍感徬徨。莘莘學子和為人父母為著停
課後復課如何追回落後了的學業，感到
壓力；一眾打工仔為著飯碗擔心朝不保
夕，甚或已丟了工作，對生活感到迷
茫；各行各業的老闆為著經濟低迷影響
生意，對將來感到擔憂。身處環境的轉
變帶動著中心具體服務的調整，以應對
教會和社會的需要，提供的服務不至離
地，切合時宜。中心現正申請基金，資
助一些對應社會需要的服務計劃，期望
可以順利獲批，開拓更多資源服侍他人。

更新— 追尋上帝的心意
一首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粵語流行

曲：「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
突如其來的疫情印證了這句歌詞的真
實，轉變其實是常態，只是以某一種
方式生活久了、習慣了，彷彿一切不會

改變，就忘記變幻原是永恒的事實，其
實每人都要準備好去迎接轉變帶來的衝
擊。然而，無論中心是主動的或被動地
調整服務內容和方式亦是必然，唯一不
變的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在萬變的生活
中，我們的心意仍然要不住更新變化，
察驗上帝在一切事情中的作為，好讓我
們不偏離，或向左，或向右，總是行在
上帝的心意中，謙卑地與祂同行。

仰望— 堅信祂仍然坐著為王
曾經聽說過一句俗話：「計劃趕不

上變化。」有時生活上的轉變實在太快
太急，叫人防不勝防，措手不及，就像
這次疫情蔓延一樣，來得快且急，頓有
手忙腳亂之感，或有無奈無助之嘆。中
心經歷疫症的衝擊，面對經濟的壓力
不少，但是，作為天父的兒女、僕人，
深信凡事不是偶然，總有祂的心意在其
中；遇事時心情或會有起有落，事奉或
有壓力和重擔，唯願我們天天堅固對上
帝的信心，深信祂仍在掌管，仰望祂的
恩典面對萬事，保守信心不至動搖失腳。

請大家記念還在疫情當中的香港，
以至世界各地的情況，亦記念中心的服
務和需要，雖然我們分散，卻又彼此同
心同行。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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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樹系列 」簡介
何善斌博士
新約副教授

疫症爆發、工作停擺、市道蕭條、
崇拜停止，社交聚會暫停，社會動盪再
現⋯⋯很多不如意的事發生，香港人經
歷像下大雨時開車，卻壞了水潑，感到
異常不安、孤立，看不清前路。蒙基督
救贖的信徒群體，我們面對同一樣的逆
境，是否也像沒有指望的人一樣，將寄
望放在客觀環境的轉變？

「生命樹系列」短片製作目的，是
回應現今香港信徒，面對逆境的艱難心
情與困迫。信義宗神學院老師會分別從
「關愛服侍」、「聖經教導」與「靈修默
想」三個向度，與信徒一同作出信仰的
反思，幫助信徒藉信仰面對情緒低落、
前路不明和生活陷入困境等逆境的衝
擊，一起立定在上帝的應許和安慰中，
帶著力量和盼望，面對香港和自身的難
題和挑戰。 

我們將這一系列短片，取名為「生
命樹系列」，靈感來自聖經的應許︰「天
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

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經過城

內街道的中央；在河的兩邊有生命樹，結

十二樣的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

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啟二十二 1-2）
主耶穌賜給信徒的活水和新生命，由我
們得救一刻，直到祂再來，都是一樣 ; 這
不單是我們將來的盼望，也是在現今任

何不如意的危難環境中，都能靠著主，
活出基督勝過死亡的新生命的應許： 生
生不息，常存盼望（參西一 4-5, 27；羅
五 3-5；十五 13）。

故此，我們信義宗神學院一眾老
師，選了六方面基督門徒在逆境中可
能遇到的挑戰，包括情緒（Emotion）、
自 處（Solitary）、 盼 望（Hope）、 感 恩
（Thanksgiving）、 成長（Growth）和關係
（Relationship），從具體問題的愛心服侍，
聖經真理與靈修默想（Love deeds - Truth 
values - Spiritual meditation）三方面，分
享我們的掙扎與心得︰當我們願意降服
己意，返回新生命的救恩泉源時，這寶
貴泉源怎樣幫助我們，一同以祂賜與的
新生命，面對困苦艱難的挑戰。我們不
單能夠絕處逢生，更可以活得有信有義 ; 
一同經歷祂的醫治，也成為祂醫治萬民
的福音見證。

我們相信，「我已找得盼望」並不
是自我催眠的主觀口號，也不是要靠己
力改變環境合我意才有的後果，而是每
位常連於生命樹的基督門徒必會散發的
香氣。但願主聖靈使用這系列的短片，
成為祂活水的出口，滋潤你的身、心、
靈，你更定睛從上頭而來的能力，更定
心於風暴中；在這絕望無助的時代，常
常充滿喜樂、平安，大有盼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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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教會在這段時間對弟兄姊妹作出的
教導或勸諭，可以參考如下：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教
會教導弟兄姊妹們：

a.  親身出席主日崇拜並非必須的，尤其
是長期病患者、有咳嗽發燒病徵的、
身體健康不在狀態的，都不應該出
席，反倒應該因病求醫，留在家中，
好好休息；

b.  親身出席主日崇拜的肢體不是比缺席
的肢體更屬靈，反之亦然；

c.  決定親身出席主日崇拜的肢體，為自
己好處也為他人設想，必須為自己的
個人衛生和健康負責，包括戴口罩、
勤洗手等等；

d.  親身出席主日崇拜固然可以享受到
教友權利，得到應有的服事，包括
在聖餐崇拜親領聖餐，也可以有機
會盡信徒本份，包括一齊公禱代求；

e.  無奈決定不親身出席主日崇拜的肢
體，無論是由於甚麼原因，都可以安
心，不必有任何歉意或內疚，因為上
帝看人是看內心，求聖靈賜我們信心
就是了；

f.  我們鼓勵未能親身出席主日崇拜的肢
體盡量安排時間空間，分別為聖親近
上帝，如果家居條件許可，可以透過
直播或錄播進行聖徒相通，否則，可
以在自己方便的時間藉唱詩、讀經
和祈禱操練自己的靈性，經歷上帝的
同在；

g.  若教會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暫時停止
公共崇拜聚會，肯定是不得已的，這
並不表示我們主張或鼓勵信徒不守聖
日，相反，我們堅定不移認定十誡的
第三誡（四六分就是第四誡）是所有上
帝子民都樂意遵守的，也是在聖靈幫
助下的每一個耶穌基督信徒都會致力
奉行的，只是會因應處境時空有不同
的表達；

h.  際此非常時期，盼望每一位肢體都靠
聖靈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動，
更多為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的海峽兩岸四地以致全世界，尤其
為所有病人、死者和他們的家人，
並醫護工作及其他公職人員禱告。

8.  就教會在禮拜堂進行主日聖餐崇拜，
信徒在家中透過直播參與，從信義宗

信義宗教會在非常時期
實施「 在靈裏領聖餐 」的反思（續完）

李廣生牧師
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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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角度，個人有以下想法，恭敬
呈獻各位牧長面前，懇請一同反思：

a. 信義宗教會相信、承認和教導，聖餐
是上帝施恩給我們罪人的作為，按主
耶穌基督和使徒們的教導，並大公教
會的見證，我們當常常舉行，尤其是
當信眾一同守主日為聖的時候，就更
當如此。所以，個人以為我們應該認
真思考每個主日崇拜都舉行聖餐，使
我們教會在這方面的「使徒統緖」
（apostolic succession）得以有可見的
和全面的恢復。

b. 信義宗教會相信、承認和教導，聖餐
是上帝施恩給我們罪人的作為，上帝
設立牧師職份，正是要他們藉宣講聖
道和施行聖禮使人得著稱義的信心。
所以，按主耶穌基督和使徒們的教
導，並大公教會的見證，當由蒙召受
牧職的教牧公開主持；若某堂會未有
牧師同工在場，則可以按教會規定，
暫由非牧師的教牧、宣教師、傳道甚
或長老公開主持。

c. 信義宗教會相信、承認和教導，聖餐
是上帝施恩給我們罪人的作為，按主
耶穌基督和使徒們的教導，並大公教
會的見證，凡信而受洗的都是耶穌基
督的門徒，都同屬上帝的國度，都是
被上帝揀選的族類、上帝的子民、君
尊的祭司；按馬丁路德根據聖經的教
導，我們大家在信仰、屬靈、福音的
事上都同等同榮、同權同責，也當靠
聖靈同心同德同工。

d. 對於透過直播參與聚會的肢體，在聖
餐禮時段，如果信徒只是自己一個在
家，當然可以藉在靈裏領受聖餐操練
自己的信心、愛心和盼望，經歷耶穌
基督的真實臨在我們的心裏，正如上

文所說的；但是，如果信徒不只是
自己一個人在家，我們是否可以接受
甚至鼓勵在家中的他們也與在禮拜
堂的教牧信徒同步舉行聖餐，使他們
也可以藉領受聖餐的餅和酒領受耶穌
基督的真實身體和寶血呢？那豈不就
是上帝奇妙作為，化危機為良機，賜
我們可以在家中具體落實信徒皆祭司
的教義嗎？因為我們並非主張光是用
口領受或者在靈裏領受聖餐，彷彿我
們贊同二者或一（either-or）的想法
和做法；相反，信義宗的教義文獻
清楚表示，我們主張兩者兼具（both-
and），即不僅是用口領受，也要在靈
裏領受聖餐，唯有這樣做才是整全的
領受。

e. 具體的做法可以是：在家中的信徒先
行決定誰做代表主持聖餐，在崇拜聚
會之前就先行預備好適當的餅和酒
（或汁）及適合承載的碟和杯，到了
聖餐禮時段，家中的主持人追隨禮拜
堂的主禮牧師，主禮牧師說一句，家
中的主持人就說一句，這樣就以一面
做一面學習的形式，使在家中的信徒
能夠與在禮拜堂的信徒藉一同領受餅
和酒而一同領受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
血，一同經歷大家所認信的「我信聖
靈，一聖大公教會，聖徒相通，罪得
赦免」。

f. 按主耶穌基督和使徒們的教導，並大
公教會的見證，信義宗教會相信、承
認和教導，聖洗是上帝重生罪人的作
為，使男女老幼得以被聖靈藉聖道重
生而成為上帝兒女和耶穌基督的門
徒；而聖餐是上帝施恩給我們罪人的
作為，凡是已經領受聖洗的，只要沒
有進飲進食困難的，都有權和有責領



6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0期 2020年 6 月

當下．委身．召命
獻身營後感        
關永基同學
道學碩士二年級

今年獻身營已在 5 月 2 日順利舉
行。耶穌說：「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這是今年獻身營主題
經文其中一節，也是我對籌備今年獻身
營的深刻體會。在籌備的過程中，我體
會到在上帝裡的豐盛，雖然在籌備的過
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和障礙，但因上帝豐
富的恩典，這些困難都一一跨過，並且
我在當中見識和學習到的更是豐富。籌
備這次獻身營，不只是單單付出，更是
上帝給我上的一門課，讓我獲益良多。

獻身營給我第一個得著，是危與機
的經驗。這獻身營本應在 2 月舉行，是
一個兩日一夜的營會，讓參與者體驗在
學院食、宿、崇拜等的生活，這是我熟
悉的形式，營會的籌備也本是向著這方
向進行。可是隨著疫情突然發生，營會
不能照以往這形式舉行，學院唯有決定
更改形式，變為網上直播。這並不是我
熟悉的形式，但作為籌委會主席，我仍
需安排那些我鮮有接觸的操作，例如鏡
頭位置、畫面切換、參與者的網絡連接
等。感謝上主，藉著學院的同工和一眾
籌委會的幫助和溝通，我慢慢熟悉那些
操作並能好好安排，最終的安排雖不至
完美，但也算是有板有眼，獻身營當日
亦算順利流暢。這經驗讓我體驗到，在

6

受。果如此，豈不就是上帝奇妙作
為，化危機為良機，賜我們可以在讓
已受洗的兒童領餐這個課題上，有反
思和恢復的機會嗎？試想想，在這非
常時期，若信徒在家中透過主日崇拜
直播參與聖餐禮的同時，可以具體藉
餅和酒全體家人男女老幼一同領受耶
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是否有百利而
無一害的美事呢？

9.  等疫情過去之後，我們就可以，更是
應該再次親臨禮拜堂，與教牧長執和
其他信眾藉一同領受餅和酒而一同領
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一同經歷耶穌
基督的真實臨在我們之中和之內。

10. 求天父上帝記念，聖子上帝憐憫，聖
靈上帝光照引領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地
區的所有耶穌基督的教會，使我們可
以一同經歷三位一體上帝帶領我們出
黑暗入光明、化危機為良機的作為，
一同宣揚見證上帝是生命、上帝是
愛、上帝是奧秘。願榮耀歸給聖父、
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起初
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直到
永遠。阿們。 

 編按：本文為李廣生博士《信義宗教會

在非常時期實施「在靈裹領聖餐」的反

思》 後半部分，前文見於《信義宗神學

院通訊》，第 179 期，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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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這困難中，也許我們的生活變得無
法掌握，但若我們懷著開放的心順服上
主的旨意，祂會讓我們有更多學習，豐
富我們的經驗。

獻身營給我第二個得著，是互為
肢體的經驗。能成為這籌委會的一員，
我感到十分榮幸。籌委同學在籌備過程
中，都各自發揮著功效並且彼此配搭。
籌委中有十分心思細密的同學，能照顧
到大家「甩漏」的地方；有做事條理
的同學，能把事情的優次輕重條理地排
列；有充滿美感的同學，使播出的片段
和鏡頭畫面都讓人看得舒適活潑，還有
許多老師、同工、同學都投入了他們的
特質所長，使得營會更完美。當中的合
作和默契都讓我十分享受，也讓我有更
多的學習。我體會到這團隊就像一個身

體，同心合意地朝著目標進發，完成了
獨自一人無法完成的工作，而且在當中
彼此學習和成長。我深信這是我們的主
聖靈，在我們裡面發揮的果效，使我們
經驗到這團契中的豐富。

「當下．委身．召命」這營會主題
看似是要求我們去付出，但對於我這次
經驗來說，是收穫和得著。縱然當下的
環境或許困難，但當我們願意獻上自
己，回應主的呼召，我們能夠經歷上主
豐盛的恩典，因為耶穌說：「我來了，是
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願意我
們並當天十九位參與者，都清楚且順服
在主的召命中，一同經歷在祂裡面的豐
盛。阿們 。

7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0期 2020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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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同學感言
前言
今年五月八日，信神在疫情陰霾稍露曙光情況
下，安排了今年度「畢業生差遣禮」；這也是自
疫情發生以來，學院首次舉行的實體活動。差遣
禮在嚴謹的防疫措施下進行，包括只限校內師生
參與、全程配戴口罩、分隔座位，並安排了消毒
潔手液等。學院有此決定，基於早前因著疫情原
故，學院已取消了今年度多個畢
業班活動；因此有感一個實體舉
行的畢業生差遣禮，除了對畢業
同學多年學習生活的肯定外，更
願意在畢業同學各赴前路以先，
為他們一一代禱、祝福。以下是
當日參與差遣禮同學感言分享
（外地同學原稿為英文，胡玉藩
中譯）。

楊婉茹    神學文憑 非常感恩，去年九月我終
於達成讀神學的心願，轉眼已經快一年，將要畢
業了。神學院讓我滿有愛和家的感覺，感謝引導
幫助我們靈命成長的導師們，無論是早禱會、批
改作業、課堂互動，都讓我們看到神僕的榜樣。
我亦要感謝彼此相愛、互相扶持的同學們。

陳國聲    神學學士 在信義宗神學院四年的栽
培、裝備後，終於要下山了。當日眼見很多師兄
師姐在差遣禮中都好感動；當到自己拿著一條紅
色腰帶，行入禮堂接受差遣，心中感恩不盡，從
蒙上主揀選到接受差遣，四年的學院生活片段湧
現，眼淚不斷滴下，只因感謝上主。

馮韻霏    神學學士 上帝的奧秘人不能測透，惟
有從踏上的路途中，一點一滴經驗上帝奇妙的帶
領。這四年的歲月有喜有憂，我不敢說回應上帝
呼召就必然一帆風順，在過程中更加體會到自己
的軟弱和缺點，然而，這就是讓我成長的必經階
段，而且，得著的總比困難多。

孔志豪    神學學士   回顧由蒙
召到進入神學院裝備的這幾年
時間，充滿著上帝的恩典與老
師同學的包容與同行。畢業離
校在即，想以過去四年的學院
主題總結這個「蒙福之旅」：
「因信，踏上更新的路」、「憑

信前行，藉道更新」、「樹綠根深，榮神益人」、
「謙恭學習，勇於承擔」。願主使用我這個無用的
僕人，誠心所願！

王比年    神學學士 作為一位本地的住宿生，我
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是「你屋企住在哪？」 我由始至
終的回應都是，信神就是我的家。 對於一位過去四
年，每年 365 日都住在學院的我， 離別的心情難以
言喻。 每一位在這裡相遇的教授、同學、同工都
有聲無聲陪伴我度過四個寶貴的春夏秋冬。你們的
教導和接納默默滋養著我的生命。這刻帶著你們的
祝福下山，也期待他日重聚。深信無論我去到哪一
方，有主便有家。

黃力恩    神學學士 當自己成為差遣禮中被差遣
的一員時，頓時有一種離別在即的感受，強烈地
迎面撲來。歡喜、感恩、不捨，以及失落都一湧
而至，百感交集。無論如何，感謝上帝賜我回味
無窮的經歷，使我豐豐足足地踏上作傳道人的旅
途，向著祂所給的召命揚帆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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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星朗    道學碩士
一步、一步，完成道碩的裝備；
一段、一段，湧現師友的回憶。
在疫情肆虐、香港前景一片烏雲
的情況下，領受差遣進到世界。
一段、一段，等候上帝的時間； 
一步、一步，踏上未知的旅途。

于妍    文學碩士（神學） 五月八日，蒙主恩，與畢
業班同學一起在神學院領受差遣。行禮時，老師
為我們在腰間繫上一條紅色繩子。我想起《約書
亞記》中，住在耶利哥城城牆的喇合，將探子用朱
紅線繩，從窗口放下。這豈不正如我們要將上主
的希望和憐憫，帶入世界嗎？求主帶領。

Mung Dang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緬甸      
在差遣禮中，當我將自己名牌遞給一位老師，另
一位老師替我腰繫紅帶，最後又有一位老師為我
禱告，我內心充滿著上帝的愛，並聖靈能力的更
新，好叫我為主作工。

孫貴心    教牧輔導學研究碩士 沒想到我終於可以
參與莊嚴氣氛的差遣禮。在差遣禮上，我們每一
位同學雙手上拿著紅繩，慢慢前行到十字架台
前，老師會將紅繩綁在我們的腰上，並為每一位
畢業生禱告。當老師們為我祈禱時，我心中有著
無比的感動，好像神的臨在。神憐憫我，再次堅
定我的信心。感恩！神愛我，祂賜我信心、愛
心，也賜我力量，更與我同行。

藍敏婷     道學碩士 在疫情下的差遣禮，人數限
制下出席者較以往少，卻又增設了同步網上直播
的安排，可說是不一樣的差遣禮。在這份不一樣
的轉變中，差遣禮可能只是一天的事，但願意天父
的恩典下幫助我，能持守這差遣被召一生的使命。

林卓禧    道學碩士       差遣是生命因主耶穌而轉
化的經歷，為主耶穌所愛的人放下自己，甘願接
受主的帶領，進入世界，榮耀基督。正如，在主
日崇拜後，我們都領受差遣進入世界，彰顯上帝
的榮美。差遣禮是份禮物，說明上帝在這裡，所
以我才在這裡。

余偉英     道學碩士 當聽到鋼琴奏出的音韻、會
眾嘹亮的讚美聲在那神聖的空間中蕩漾，久違了
的敬拜場景，使我感受到自己是被教會群體所祝
福及差遣出去。教授為我束上紅繩和代禱，使我
知道師長的榜樣和記念會繼續扶持我踏上前路。

Aye Thandar     神學碩士，緬甸        差遣禮很有意
思，尤其是老師替我腰繫紅帶和代禱的部分。我
禱告上帝，未來即使遭遇任何境況或困難，我願
以真誠和愛去事奉。我不會放棄，因為耶穌說：
「我就常與你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

Naw Nandar Lin Htin     神學博士，緬甸       當我參
加差遣禮，我深深感受到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
我是屬於上帝的。我向上帝承諾，願意服侍祂的
子民。靠著聖靈的感動和幫助，我願意終生在緬
甸服侍祂的百姓。

Pausa Gam Ja     神學博士，緬甸
五月八日的差遣禮，對我的生命有重大意義。當
老師為我腰束紅繩，並且為我禱告，令我深受感
動，我必終生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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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動態

何善斌博士蒙編委邀請，在《〈和合本〉百
周年記念文集》撰文，現已出版。文章名為
〈《和合本》： 感恩回顧與修訂獻議〉。

學院動態

「2020 聖周默想 - 客西馬尼園」已於 4 月
8 日上載至本院 YouTube 頻道，觀看次數超
過 4000 人次。

獻身營「當下．委身．召命」已於 5 月 2
日順利完成，共有 19 名參加者，求主帶領
他們的前路。

宣關小組已於 5 月 26 日探訪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牧師分享他關愛扶貧
的異象，教會為接觸露宿者而定期舉辦不少
活動如探訪、街頭煎年糕和補習班。神學
生希望從中掌握秘訣，幫助教會發展，獲益
良多。

校   園   消   息

本院已於 5 月 28 日為金聖顯博士及畢
業生舉辦歡送晚宴，求主帶領他們日後的
事奉。

新型冠狀疫情雖然在本
港繼續肆虐，但感恩給本院
一個合適的時間為圖書館各
處進行翻新油漆工程，讓學
生有更舒適的環境學習主
道。再次感謝一眾職工在這
期間的辛勞。

延伸課程部消息

5 月 16 日舉辦「世代變
遷中的門徒生命」講座暨課
程簡介會，由黃佩芳博士從
靈修向度作分享，林培芬主
任任主席，黃漢輝博士介紹
課程。由於疫情關係，當日
以 Facebook 及 YouTube 網
上直播，是學院首次以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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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進行，過程順利，收到不少好評。感謝
主！講座內容將配上字幕於 YouTube 播放。
當日收看直播人數達 157 次。

延伸課程部推出新課程【基督教研究文學
碩士】，乃【心道行培育課程】的進深版，適
合學士畢業生修讀。歡迎致電 2691 1520 查
詢，截止報名日期 7 月 31 日。

延伸課程部開學禮將於 9 月 4 日晚上 7:30
假港澳信義會信恩堂舉行，懇請代禱！

校友消息 

校友梁家燕宣教師（2013 年道學碩士畢
業生）獲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按立為
牧師。願上帝賜福給她。

學生會消息

踏入 5 月，又到了一年一度送別的日子。
今年學生會預備了小禮物及心意卡致送給師
兄姊，祈願他們在服侍中經歷使人得自由的
真理。另外，學生會已於 5 月 13 日舉辦畢
業生歡送會，在 ZOOM 中歡送各畢業生。是
次活動共有 36 位老師及同學出席，其中 12
位為畢業生。

同工消息

金聖顯博士將於 6 月底回德國，學院感謝
金博士過往貢獻，造就同學。願主賜福！

支持．代禱

為了回應信徒在香港現今要面對的逆境，
本院製作「生命樹系列」短片，從愛心行
動、聖經教導與靈修默想三個角度，幫助信
徒面對社會上令他們心情低落、前路渺茫的
失望或生活陷入困境的問題。求主幫助眾老
師，能夠合宜地回應社會需要。

感謝上主，香港疫情漸漸穩定，求主帶領
特區政府的官員繼續執行適當的抗疫措施。
又求主帶領教會，與在疫情下失業或經濟受
困擾的市民同行，讓市民從中得到從上主而
來的安慰及平安。

請為我們太陽能發電板安裝工程代禱和
奉獻：五月十三日本院已與承建商 Widex 
Solar 簽約興建太陽能發電板；是項工程將
於暑假進行，希望在秋季新學期開始前完
成；並能參與中電的「可再生能源上網計
劃」。是項工程費約為港幣六十萬，懇請各
位信神支持者慷慨奉獻支持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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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交流生呂飛躍及謝垠如已完成交流。
求主保守他們回家順利。

本院 6 月 13 日（六）上午 11 時會舉辦
「人心四散下的教會牧養」網上座談會；8 月
22 日（六）上午 9 時正於學院舉辦「讀經日
營」，由黃漢輝博士主領，幫助信徒在局勢紛
亂中，從《約翰福音》中找到方向。報名詳情
請參閱最後頁的海報。求主帶領活動能順利
舉行。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中心過去數月曾實施有限度開放，近日疫情稍緩，中心服
務如輔導、督導、八人以下小組或課程等，亦逐漸回復正常，詳情可瀏覽中心網站：www.
leshalom.org。請繼續禱告記念疫情盡快平息，前線醫護及其他人士安全，以及一般市民心中
平安！

「己、情、心」個人成長課程第二篇「與心同行」終於在 2/4 順利完成。因疫情關係，課堂
全程在線上進行。組員希望面對面交流分享，因此擬定舉行重聚日。

「己、情、心」個人成長課程第一篇「與情同行 Return」將會再招生，詳情如下：
日期：8/7~26/8/2020（逢星期三，共八堂）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對象：尋求自我認識和成長人士，願意開放自己樂於與他人分享
導師：劉嘉成先生（事工發展統籌、中心三級輔導員）
收費：$1,600（早鳥優惠：21 / 6 / 2020 或以前報名九折，本課程舊生報名八折）
查詢及報名：2111 0172（電話）    9812 5800（WhatsApp）
 http://www.leshalom.org/ 與情同行篇 /（中心網頁）

社會多月發生不少事件引發大眾情緒波動，中心因此舉辦「情緒急救 DIY」，透過約一個
星期共三晚的時間，讓自己學習如何幫助、關心自己，實行自己情緒自己救！詳情如下：

日期：16/6（二）、19/6（五）、23/6（二）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對象：願意照顧自己情緒的公眾人士
導師：劉嘉成先生（事工發展統籌、中心三級輔導員）
收費：$500
查詢及報名：2111 0172（電話）     9812 5800（WhatsApp）
 http://www.leshalom.org/ 情緒急救 DIY/（中心網頁）。

捐款可以直接存入信義宗神學院
「 大新銀行 」040-645-701-23889

 或「 匯豐銀行 」004-106-002330-001
轉賬記錄請電郵至 development@lts.edu 

以便預備奉獻收據。感謝！



奉獻支持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 神 學 教 育 事 工

捐款可以直接存入信義宗神學院
「 大新銀行 」040-645-701-23889

 或「 匯豐銀行 」004-106-002330-001
轉賬記錄請電郵至 development@lts.edu 

以便預備奉獻收據。感謝！

銀行自動轉帳表格

信義宗神學院環境優美，位處道風山之巔。登臨

於此，令人讚嘆上帝創造之美麗，校園各處遍佈

靈性啟迪，是洗滌心靈的理想退修場所，又是香

港合法舉行婚禮之教堂。校園開放予教會、機構

及主內弟兄姊妹租借（暑假六月中至八月中可申

請舉行退修營會）。

歡迎聯絡李小姐查詢，

2691-1520 / booking@lts.edu

租 借 校 園

退修  ▏婚禮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零年一月至三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個人奉獻	 $507,823.30		 薪金、強積金	 $3,615,656.15	

教會奉獻	 $625,240.00		 水、清潔、電話費	 $19,477.00	

學費	(1 至 6 月份 )	 $3,221,816.69	 電費	 $68,231.50	

學生宿費	(1 至 6 月份 )	 $545,530.00	 膳費	 $90,541.70	

學生膳費	(1 至 6 月份 )	 $603,531.00	 差餉	 $150,379.50	

租借校園	 $288,733.00	 印刷	 $14,156.00	

膳費	 $17,414.00	 校巴	 $27,462.69	

利息	 $70,334.46	 延伸課程	 $78,997.00	

印刷	 $19,080.35	 設備	 $14,156.60	

會員教會津貼	 $448,400.00		 郵費	 $5,725.30	

差會津貼	 $0.00	 差會助學金	 $0.00	

延伸課程	 $86,033.33	 圖書館	 $72,899.49	

其他	 $97,384.99	 維修費	 $53,586.50	

	 $0.00	 學費優惠	 $48,264.00	

	 	 其他	 $57,344.43		

	 $6,531,321.12   $4,316,877.86	

	 	 盈餘 $2,214,443.26	

	 $6,531,321.12   $6,531,321.12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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