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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慕神的話語
詩一一九 33-40

詩篇一一九篇是詩篇中最長的一篇，共 176 節，當中
有些是我們熟悉的話，如：「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
我得罪你。」（1）「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
遵行你的話！」（9）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
光。」（105）「我愛你的命令勝於金子，更勝於精金。」
（127）

1. 學問與生活並重
簡單來說，詩篇一一九篇可以有一個主題，就是「愛

慕神的話」。有人說詩篇一一九篇的主旨是談及「義人道
德生活的動力」，也有人說一一九篇是「信徒在世界寄居
作客旅的指導」。不同的建議皆是從不同角度來看神話語
何等寶貴的結果。

周兆真院長

開學早禱會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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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一一九篇在希伯來詩篇文學
上，結構嚴謹優美。希伯來文有 22 個字
母（有如 a, b, c, d...），詩篇一一九篇分成
22 段，每段 8 節，每節的第一個字都
是用該段在全詩中字母的排序開始。詩
篇中還有其他按字母編寫的詩，如詩篇
一四五篇，但詩篇一一九篇特別之處是
分成 22 段，每段 8 節，每節都是用同
樣的字母開始。

33-40 節屬詩篇一一九篇的第五
段，全段每句第一個字母都是用 （hē）ה
開始。詩篇一一九篇用了許多不同的字
彙來形容神的話。在 33-40 節中就有律例
（statutes）律法（teaching  / law）、命令  / 判
語（commands）、法度（testimonies）、典章 /

判詞（judgements）和訓詞（percepts）等
每個中文都是翻譯不同的希伯來字彙。

問題來了，這些字彙都是同一個
意思嗎？律例、典章、律法都是指同
一項事物嗎？妥拉（Torah）一字在詩
篇一一九篇中出現多次，全都譯做律
法，對嗎？（有翻譯作教導，teaching/ 

instructions）。要能有好的理解和分
析，必要有對希伯來文及聖經十分投入
和專業的學習―好學術性，似是距離
我們這些非舊約專家好遠，而在早禱會
中單討論這些文學特色又似是十分「堅
離地」。但認真再讀詩一一九 33-40，我
們又明白裡面的內容和我們的生活又是
多麼的接近，難怪有學者說詩篇一一九
篇是義人道德生活的動力及信徒在世界

寄居作客旅的指導了。
33-40 節用不同的話，不斷重複愛

慕神的話和活在律法中的道理：例如
「遵行」（x1）、「遵守」（x3）、「使我
們趨向你的法度」及「羨慕你的訓詞」
等。學習神的道不單是思想和學問的訓
練，還是生命素質及生活實踐。這豈不
是對我們今天讀神學的一個十分重要
的提醒？我們學習不是為了知識而知
識；我們學習不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我
們學習是要有更親近神和活在道中的
生命。

開學第一次靈修，本人講道的第一
點就是以詩一一九 30-40 再次提醒我們
眾人―不論你已是博士，還是一年級
學生―讀神學固然是尋求知識，更重
要是親近神，活在道中。

2.	認定律法和恩典相兼：
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得福氣。

福音書中常常提到律法師（文士），他們
是精通律法的學者；也提到法利賽人，
他們是口傳律法的專家，是在第一世紀
人所尊敬的老師―拉比；也有對獻祭
條例十分嚴謹守例的祭司。由於他們對
耶穌及門徒存有偏見及敵對的攻擊，又
因為他們當中有口不對心及叫人做而自
己不遵守者，所以他們常被批評為守律
法只求外表，沒有內心，有口無心，甚
至被劃一斷定是假冒為善；再加上使徒
保羅的說話，如「律法是叫人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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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沒益的」和「沒有人可以靠律法
稱義」等，因此在教會歷史中，「遵守
律法」這句話常帶有貶意，甚至有斷章
取義者說，基督來了，一切都是恩典，
律法的時代已過去了。這些主張都是有
問題的，因為主耶穌豈不也是說「律法
上的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嗎？神的說
話是永恆活潑的道，怎可被廢去的呢？
假如從神口中來的律法被廢去了，那麼
從主耶穌來的恩典時代豈不是建立在律
法的廢墟之上，可能嗎？縱使保羅―
這位向外邦人傳道的偉大使徒對律法有
幾多批判的說話，他也不是說律法是聖
潔、良善和公義的嗎？ ( 羅七 12)。

太廿二 34 記戴有一名作律法師的法
利賽人來試探耶穌，向他說：「夫子，律
法上的誡命，那一條最大呢？」耶穌明
知律法師是試探他，但他沒有否定他的
問題，反而清楚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意
盡力盡性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其二是愛人如己。」主
耶穌沒有說，其他律法都不重要，而是
說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總綱。也就是說，其他都是這兩條誡命
的注釋（commentaries）。因為盡心盡性
愛神這是誡命第一，所以遵行律法便是
親近神。主耶穌不是說：「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
愛他，我也要愛他」嗎？（約十四 21）

照詩一一九 33-40，遵行律法就是
活在恩典中，因為遵行律法，人就不致

陷入貪婪，追求虛空和沾上羞辱的事。
律法何來這樣的力量？因為這是神的
話，神的話一命就成，正如以賽亞先知
記載神說：「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
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
有糧……照樣，我口所出的話，決不徒
然返回……」（賽五十五 10-11）

弟兄姊妹，信仰不應單是被動的
接受恩典，而也應是主動的順服。恩典
和律法，靈魂和肉體，學習與生命，信
仰和行為怎能分家呢？但願我等讀神學
者―LTS 的群體―在信徒中當有聽道
行道的職事，作好榜樣。

3.	禱告和行為並行
在和合本翻譯中，「求你」這兩個

字在詩一一九 33-40 每節中都有出現，
達 8 次之多，但在英文翻譯裡卻看不到
「I beg you，beseech you 等」 字 樣，
但這正是這段經文在文法上的特色，因
為第五段以 開始，所以每句都是用上ה
了希伯來文法的 hiphil imperative（共 7

次，第 40 節除外）。Hiphil 的用法是指
某人某事使某事發生（causative），作者
渴望遵行律法，愛慕律法，但他知道自
己是屬肉體的，是愚笨的，是軟弱的，
是無辦法的，只有神可使其發生，所以
他求神幫助他，使之發生。所以對他來
說，能夠守律法就是禱告得蒙應允，那
就是恩典。真正明白守了律法就是得了
恩典的人不會自以為義，更加不會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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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妄之中。
馬可福音記載一個人跑到耶穌那

裏，跪在地上求永生之道，耶穌和他談
到律法 / 誡命―不可殺人，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証，不可虧負人
及孝敬父母等，他回答說，這一切我從
小就遵守了。看，這人以為守了誡命是
自己的功勞，律法算什麼，有何難守？
我從小就遵守了，何等自以為義，最後
他憂憂愁愁離開了。他成了福音書中唯
一到耶穌面前懇切求助，卻是憂憂愁愁
離開的人。

詩篇一一九篇的作者求神幫助他，
因為他明白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
來由不得我的道理，正如保羅說心中喜
愛神的律，但肉體中有另一個律將他
擄去。詩篇一一九篇的作者深深認識試
探、肉體和慾望的可怕，他在 36 節說，
「求你使我心趨向你的法度，不趨向不
義之財。」他知道貪財的可怕，貪心是
萬惡之根。37 節說「求你叫我轉眼不
看虛假，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他求
神幫助他在虛妄、花花世界、名聲的誘
惑、俗世的稱譽追捧中得以堅定。在人
生的經歷中，他一定嘗過生命在肉體和
慾望的試探中慘敗的經歷，就如他在 39

節說：「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遠離我，
因你的典章本為美。」在詩篇一一九篇
中，禱告求神用其說話施行拯救的表述
不斷出現。正如詩篇一一九篇第 22 段，
即 169-176 節禱告中其中的一句話說：
「願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讚美你，願你

的典章幫助我。」
別人在試探和慾望面前軟弱；在

攻擊無助下失望；在得意時迷失；小小
成功，便以為大到不得了，我們又豈不
是一樣。今天詩一一九 33-40 向我們傳
遞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困苦
中，絕望裡，危難中，恐嚇和驚慌下，
我們的避難所不是世人和俗世的權力及
人看為勇敢的作為，也不是逃避，甚至
躲在人看為神聖的地方，而是聽神的
話，因為神的話便是人生旅途上的舵，
是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今天是本學年開學的第一天，早禱
講道的題目「愛慕神的話語」這是一個
時常聽到的題目，但卻是一個在大多數
信徒生活中常常只是偶爾出現，甚至是
擦身而過的經歷。新學期的開始，我呼
籲大家，每天常問自己，我愛慕神的話
語嗎？正如儒家說：「吾日三省吾身」，
藉此來至相守望，互相提醒！願神賜福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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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帶領，我們今天雖然面
對疫情，每個人都戴上口罩來參加感恩
崇拜，然而我們都是帶著感恩的心情來
祝福畢業同學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各位同學，首先祝賀你們今天畢業了，
也祝願你們未來在工場的日子，力上加
力，恩上加恩。

今天選取了約翰福音二十 19–23 作
為講道的經文，是對你們的提醒，也是
祝福。這段經文是記載耶穌復活後的晚
上向門徒顯現，雖然短短五節，但卻包
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包括：害怕、復
活的主、平安、喜樂、差遣、領受聖
靈、赦罪權柄等等，可謂相當豐富。

首先我們看到門徒害怕，所以他
們在聚集的時候，連門也關上了。門徒
害怕，因為耶穌死了，也因為猶太人要
找他們算賬，所以門徒害怕。害怕是
人之常情，也是我們面對危險時的自
然反應，但我們要小心應對害怕，因
為當我們心裡害怕，樣樣事情都帶著驚
慌時，我們就會一事無成。有一次我和
家人到澳門觀光塔，在很高的地方有觀
光的樓層，樓層的地板是透明的，我不
敢踏出去，但我的家人鼓勵我，只要不

往下看，平平常常的走出去就可以，
我照做，果然可以走到透明的地板上
面，但我的家人又叫我可以向下望，於
是我也放膽眼朝下望，但這樣卻不得
了，當我一下望，發覺自己離地很高很
高，真是心膽俱裂，跟著不要說行前一
步，就是連提起腳來都不可以。所以我
很明白，當你害怕時，就是連一步也
行不出來。各位畢業同學，如果你心
裡懼怕，懼怕失敗、害怕逼迫、驚恐
被人挑戰，這又怕，那又不想，我告
訴你，你的傳道生涯只會一步也不能
向前，一步也不能，傳道工夫是不會
由一顆害怕的心而擔負得起來的，所
以我勸你們，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

我們怎樣克服害怕呢？經文說復活
主向門徒顯現，並請門徒查證他是真的
復活了，於是門徒就喜樂了，這就是秘
訣。門徒由害怕到喜樂，是因為看見了
復活的主，復活的主就是我們的力量。
各位同學，我們每時每刻都有復活主的
同在，我們不能說復活主沒有和我們
同在同步，不可能的，我們每時每刻都
與主同行，而這亦表示我們心裡都有喜
樂，對呀，喜樂就是我們事奉的力量，

逆境中的使命
張振華監督

信義宗神學院校董會主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監督

本文為作者於信義宗神學院第四十三屆暨延伸課程部畢業感恩崇拜的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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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識到復活的大能戰勝一切死亡的
權勢，我們就知道沒有事情值得害怕，
也沒有事情可以攔阻我們宣揚福音，自
自然然你們就喜樂，自自然然就有力
量，所以我盼望你們在事奉路途上，以
喜樂的心懷做事，主已經復活得勝，我
們也要得勝。

在這段經文中，主耶穌向門徒說了
兩次「願你們平安」，主耶穌希望門徒心
中有平安，有喜樂，所為何事？緊隨其
後的是主耶穌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著他
們領受聖靈，而領受聖靈之後，就有權
柄宣赦別人的罪。主耶穌賜他們聖靈，
帶有權柄，去宣赦別人的罪，其實祂的
意思是叫門徒出去，呼喚人回轉悔改，
歸回上帝，認信耶穌，而當人聽信福
音，願意悔改之後，門徒就代表主耶穌
向他們宣赦，這些人就可以歸回上帝那
裡，得回兒子女兒的名份，宣赦是叫人
歸回上帝。在這裡我們也要小心，不可
認為主耶穌說：「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
的罪就不得赦免。」就等於我們就是審判
官，所有權柄都是從領受的聖靈而來，

不是我們有權柄可按自己的意思而審判
別人，而是要按聖靈的意思，簡要的來
說，是聖靈有衪的公義審判，不是按我
們的個人喜好，而是按聖靈的標準不赦
免，換句話說，亦讓我們有審判世界不
公不義的權柄。我們作主的僕人，領受
聖靈就有傳福音的責任，呼籲人悔改得
新生命，同時也要持守公義正道，不與
罪惡同流合污以顯揚上帝的美善。

各位同學，各位弟兄姊妹，當下我
們在香港這般困難的日子蒙召作傳道，
必然有上帝的心意，今天我的講題是
「逆境中的使命」，是想借用今天約翰福
音的這五節經文，彼此勉勵：在困難中
我們不要懼怕，一膽怯就輸掉爭戰，我
們在困難中愈發剛強，每天跟隨復活的
主，我們知道最後勝仗是屬於復活大能
的主，我們心中喜樂，自然就有能力，
堅持再堅持，我們在這場爭戰中叫人回
轉、悔改得生，也要持守公義正道，靠
賴聖靈的能力，在逆境中持守使命。願
聖靈的大能大力常常蔭庇你們，加你們
力量，從今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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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院延伸課程部推出「 基督

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CS)，主要是
為信徒領袖提供一個將信仰融入生活的
進深課程，這是與前年學院推出的「 心

道行證書 / 文憑和高等證書 / 文憑 」課
程的宗旨一致的。

將信仰與生活結合絕對可說是一個
老生常談的話題，沒有信徒會反對，也沒
有信徒會多說半句。但正正是一個常被掛
在口邊的字眼，卻有不同的演繹。我們所
指的將信仰與生活結
合，並不是在我們的
教會生活中更勤出席
聚會、更用心事奉，
或籠統地說，就是更
愛主。當學院以這個
信念作為課程設計背
後的宗旨，要將信仰
與生活結合，是指要
將在教會或在信仰經
驗中所得的，應用到
信徒生活上面，即在
信徒的工作中、家庭中、與人相處中，及
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中。

建基於將信仰放入信徒生活中這理
念，我們上年以一個三角形組合去帶出
心道行課程的特色，也就同時是基督教
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的特色。聖經的教導
是整個課程的基礎，除了聖經研究和神
學議題課堂之外，課程內容主要分為信
徒生活的三大方面：領導、生活和靈輔
（即靈修與輔導）。在每一個範圍內有不
同的科目，目的主要是透過以聖經作為
基礎性的教導，配合不同科目的新近理

論，討論和探討如
何將信仰落實在不
同的生活範疇之中。

在 推 出 心 道
行課程之時，我們
引保羅勸勉腓立比
教會所說的話作為
課 程 的 標 誌 性 經
文—「 向 著 標 竿

直 跑， 要 得 上 帝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從 上 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 腓立比書 3.14)。

保羅以自己為例子，指出自己也不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與心道行信徒培育課程    ┃    理念篇

為進入新時代

作好準備
黃漢輝博士
本院新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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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反而是更竭力追
求，要得到上主為他預備的獎賞。這節
經文同時也是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
程背後的信念經文。讓我從以下三方面
與弟兄姊妹在信仰之路上一同互勉。

（1） 目標：保羅的人生是一個走向目標
的人生，目標給予人方向，甚至讓人知
道做事的優先次序，讓人的一生好像是
邁向著一個方向而行，不致在人生旅程
中失去方向。保羅雖然是「中途出家」
( 加 1.11-24)，但他在被主耶穌呼召之
後，便將他前半生所學所識的用於傳
講基督的事業上。不用提他在古代世界
中仍屬少有可以有這麼廣泛旅遊經歷的
人，單看他在新約聖經中留下名字的作
品，差不多佔一半，殊不簡單。或許，
這就是保羅的目標生涯所留下的歷史痕
跡。但他所作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
為要完成那從上而來的使命。

（2） 召命：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認識主
耶穌後，便以他前半生的裝備去服侍那
呼召他的主。保羅沒有從猶太信徒改教
成為基督徒，他一直都在服侍那位永生
的上主，只是在大馬士革，復活的主耶
穌向他顯現並且呼召他。自此，他便成
為主耶穌的僕人和使徒，這是他在自己
的信中對自己作出的稱謂。在保羅的書
信和《使徒行傳》對保羅的敘述中，我們
可以看見保羅作很多不同的工作，他不
單傳講耶穌基督，也作皮革工作及寫書
信給教會，但這些不同的工作都是保羅
為要回應上主呼召而作的。保羅回應從
上而來的呼召，就是在他的人生中設下

了一個生命焦點，他作的工都聯於回應
上主給他的呼召。當保羅的人生走到完
結之時，也是他回應上主呼召到達終結
的時候。

（3） 獎賞：保羅有一個健康的身心，他
為上主工作，也期望上主會賞賜他。這
不表示在保羅為主工作時不會受苦，但
他更相信在為主工作過後，他必得到上
主從上而來的獎賞。保羅這樣的正向思
想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我們不是因
為怕上主會不悅或懲罰，才為主作工。
為主作工是要在祂面前得著獎賞，或許
是自我肯定，或是特別的屬靈經歷。若
非是用於炫耀自己，那又何況？無論如
何，保羅為主所作的，最終是期盼那呼
召他的那位可以喜悅他所作的工，這就
是保羅祈盼所得的獎賞。

綜合以上三點，保羅的人生是一個
以回應從上而來的呼召去活出當下的信
仰人生，他的人生終極目標就是要討上
主的喜悅。

當我們留意保羅如何向前邁進，他給
了我們—特別在今天的香港或世界—

一個很好的提示：「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3.13)。自去年開始，香港人經
歷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和物，有關於個人
的，也更有關乎整個香港的，甚至涉及
世界性的討論。我們不禁去問：「我們明
天的生活會否如昨日一般？」

若回到保羅的話：「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就是不要回望或甚至停留並回
味過去的日子，生活是向前邁進的。也
就是說，面對新的環境，我們要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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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和適應，要知道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前面的日子。

如此說，將信仰與生活結合不是一
個將人帶離人世，而是使人更入世的過
程。當信徒將信仰應用於生活時，這並
非以信仰作為個人屬靈生命成長的私事，
好像這些相遇是於一個屬於個人的私人世
界中發生的事；反之，這是以信仰作為
一個向外伸展的生命價值之定位與取向，

是將我們的世界打開，去讓我們在信仰
中與上主合力去迎接關乎我們人生在世
所遇到的每一樣事情和每一個人；更重
要的是，去做每一個人生中大小的決定。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心
道行證書／文憑和高等證書／文憑」
課程的推出，願能幫助信徒領袖透過課
堂的學習與交流，預備面對不確定的將
來，為進入新時代作好準備。

學生分享

2020 年首屆「 心道行信徒培育 」課程的畢業生誕生，也意味著「 基督教研

究文學碩士 」進深課程面世。7 月 4 日週末早上，第三波疫情爆發前夕，黃

漢輝博士和林培芬主任與心道行課程其中四位同學有一段美好的相聚時光。

同學們願意藉文字在此分享讀神學的心路歷程，與讀者互相勉勵！

利永行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學生

我很感恩能夠成為第一屆「心道
行信徒培育高等文憑」的學生。回想
我踏上這條路的歷程，當中有許多神的
帶領，讓我在此簡單分享。

我在 2019 年復活節受洗，在此以
前，神自己用衪的話語吸引我，我在
這兩年突然愛上聽道，並且對研經很感
興趣。事實上，我早在七、八年前已經
決志信主，但一直讀不懂聖經，也沒有
動力去讀。神突然向我啟示了衪話語的
寶貴，我自此便有源源不絕的動力去讀
經、聽道，自己學習，甚至我曾經每日

聽幾篇道，這令我知道一定是聖靈的感
動讓我做此事。

後來，我開始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
培訓，因為我深深感受到神的話語帶有
何等的力量，使我的生命改變。我亦觀
察到在教會內，也有許多信得馬馬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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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在生活上失去希望、喜樂，
我心中有一種想教導神話語的渴望，我
很希望將自己所聽所學、將聖經中的豐
富分享給其他人，讓大家一同被神改變
生命，活出豐盛。所以我就考慮報讀心
道行課程。

我原計劃報讀碩士課程，但由於學
院正籌備一個新的「基督教研究文學碩
士」(MACS) 課程，因而暫停招收碩士班
學生。後來我得知心道行課程可以銜接
MACS，而且學分可以全數轉移，於是我

梁婷嵐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畢業生

當談論到我們的「 信仰 」時，你會如何去理解或闡述你

的信仰呢？

我在報讀心道行課程之前，對神學
課程的理解大概是知識上的增長，跟參
與教會的聖經課一樣。當然，神學課程
定會更深入。然而，我卻一直沒有什麼
大的動力，覺得教會的教導已經足夠。
直至當我希望投入全職服侍時，才想需
要鞏固自己的信仰，而心道行是我報讀
神學課程的起始點。

心道行課程打破了我既有的觀念，
學習不是硬崩崩的知識，而是結合了信
仰的生活。信仰可以用上很多不同的描
述，但絕不是冷冰冰的條文或知識。在
課堂上遇到的老師都是一個又一個熾熱
的生命見證，不是單講述他們的認識，
同時是真實地展露著他們所相信的信
仰，無論語速、語調或說話內容，他們

內與外的一致讓
他們的教導更震
撼我的心，讓我看見並明白，成為我不
斷的提醒。

當我嘗試走出教會接觸外界時，在
課堂上認識的同學或老師，都成為了我
的學習的對象，我的眼界被擴展，看見信
仰的寬度 – 認識自己、愛神愛人與生活的
態度，學習從自身不同範疇的「Being」
活出屬自己—份的「Doing」。不再只
是課堂或教導中的聽眾，卻銳意在每一
個課題上深入地探究、了解，作生命的
反思，並成為自己的生命功課。這是震
動我的一年，亦是讓我變得更成熟的一
年。能更多深入了解信仰是恩典，是甘
甜的，是引人入勝的。祝福大家！

便報名。過去一年的學習經歷讓我大開
眼界，還讓我認識了更多有一樣心志的
基督徒，一班滿有熱誠的導師，他們不
但有豐富的神學知識，還有自己獨到的
見解，使我受益不淺。

保羅在以弗所書六 11 說：「要穿戴
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抵擋魔鬼的詭
計。」面對這混亂複雜的世代，我們更
要繼續裝備自己，站立得住。求神親自
更多地吸引衪自己的羊渴慕祂自己的話
語，修讀神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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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寶儀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畢業生

人，一切都有所改變，有了希望。在恆
常參與教會崇拜和活動的同時，神也讓
我接觸到要尋找方向的提示。當我向神
交出我自己後，神一步一步引領我去尋
索祂的旨意。

在課程學習中，神令我知道我最基
本的召命，正正是成為基督徒，知道現
在的我，就是神所掌管的，我未來要行
的路都要由神引導，要受祂的琢磨，並
做出合祂心意的事。透過這一年的心道
行課程，認清了真實的自己，認識更多
關於神要我們所作的，認識了一群同時
在主內尋索的同學們。從老師、同學及
課程中有很大的收獲，同時亦知道原來
休息亦是神要我們做的。我相信若時間
容許的話，我可以有時間多讀一年，繼
續完成學業。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再可
以完成餘下未完成的課程。感恩！

我第一次報讀
的神學院課程—
「心道行」，九個
月的課程眨眼之間

我能夠成為
心道行課程的學
員，並且完成學
業，真的要感謝
神給予我機會，
同時亦感謝神學
院老師們給我機
會。

我 在 一 次
參與神學院活動

時，偶然看到招生海報，剛剛自己亦正
在尋找神的心意。報讀心道行課程主要
想知道到底神對我的召命是什麼，祂想
我如何與祂一起走餘下來的日子。

五年前，神給予我一個十分重要
的機會，令我可從過去十年迷途的路上
重新有方向，在我對自己失望的時候給
予我重新出發的力量，受洗成為新造的

就過去了，回想起來滿有祝福和恩典 ! 
因著過去與親人在患難中的經歷，

使我開始尋求神把這些經歷放在我生命
中的心意為何，或者說，尋求神在我生

謝筱榕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畢業生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文憑學生

讀書歷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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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的召命為何。我的工作是護士，那
些經歷似乎讓我更體恤病人和家屬的心
靈需要。「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安慰
我們，使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
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 林後 1:4) 常
在想：這是否就是神給我的召命：在工
作中多點關心病人和家屬的心靈，透過
信仰分享讓他們得安慰和鼓勵 ? 於是，
我禱告神是否可以在基督教輔導或心靈
關顧方面讀書裝備。在無意中看到信義
宗神學院發出有關「心道行」課程宣傳
的電郵，課程內容是有關明召命、管人
生、去服侍，對於希望明白召命、在職
場中服侍的我深感興趣，只是有一點點
憂慮輪班工作需要更期配合上課，只有
禱告交託就報名了，感恩最後能入讀。

當憑信心踏出一步，原來前面神的
恩典和祝福很豐富 ! 在更期的調配中，
神為我開路讓我能夠出席所有課堂。神
為我預備好同學，彼此分享生命，同行
讀書路不致孤單，建立真摯的友誼。在
每一個科目中，老師都很用心教導和分
享，使我得著不同的啟發，讓我認識多
了自己、個人與人與神的關係，明白多
了召命為何，突破了信仰的框框。

在此簡單分享在學習中其中一個
使我心態有所改變的啟發：起初我以
為召命就是神想我做甚麼或甚麼岡位
(DOING)，但原來神看我們的 BEING
比 DOING 更重要。我反思自己一直在
工作或事奉上，總覺得要做到甚麼或達
到某程度才算是事奉神，例如在工作中
我覺得若有機會為病人禱告或分享信仰

才算是回應召命，原來我誤解了，把聖
俗二分了，當中也有被成長背景所形成
的欲求 ( 希望做得好給自己肯定或被人
肯定 ) 所驅動……其實，只要用心做好
我護理工作的本分已經是在回應召命 ! 
我不需要勉強自己去做到甚麼信仰的行
動，回應召命是生命的流露 (BEING)。
當我明白這一點再返回工作岡位，我感
到很釋放 ! 

感謝神一步一步的拖帶，我現在再
報讀了信神的「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
文憑」課程，回應內心一直想讀輔導
和心靈關顧的意願。入學面試讓我更深
反思自己的性格特質和關懷人遇到的困
難等問題，使我領會到，其實在這個讀
書的意願中，神著眼的不是我將來做到
甚麼，祂關注的是我的生命—祂願意
我的生命先被醫治、處理、恢復。感謝
神的愛 ! 又一次的提醒：神看重我們的
BEING 過於 DOING! 祂的祝福超過我們
所想所求 ! 願大家都繼續在神裡面加油
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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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行者：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

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

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賽四十二 3-4）

感覺今年是前所未有的一年，整個
世界、香港、社會、教會、神學院、成
長中心都正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外在
環境及一連串突如其來的改變、社會的
不穩定，難免令人感到不安、擔心、徬
徨、無奈、無助⋯⋯ 

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於今年二至
七月進行了一項調查，以問卷訪問一萬
一千多位巿民。研究報告指出：過去一
年社會事件及疫情，近 41% 受訪者出現
中度至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狀，近 74%
受訪者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多達 36%
同時出現中度至嚴重的創傷後壓力及
抑鬱症狀⋯⋯（參考： https://reurl.cc/
vDy4pN）可見，現今很多人的心靈十分

需要關懷和同行。
最近，在「助己助人」課程收生過

程中，我體會到上帝奇妙的帶領：有人因
為疫情嚴峻和社會動盪而卻步；亦有人因
危難日子而受感動來報讀課程，希望裝備
好自己去事奉上帝，回應這時代的需要；
更有人在課程截止報名後，因受感動致電
學院，熱切地表達很想報讀課程。當我表
示仍可為他們安排，他們就十分感動和感
恩。他們的熱誠及渴求的心也感動了我。

猶記得我就讀中學時，曾經問上
帝：「在這充滿罪惡的社會中，我可以如
何回應社會的需要，我可以有甚麼貢獻
社會呢？」當時我聽到主的回答是：「建
立生命，與人分享基督的愛。」近日我在
靈修默想時，很有感動地再向上帝問這
問題：「面對現今社會的需要，我可以如
何回應？」主說：「牧養我的羊。」我深
深感受到我沒有力量，亦深深體會到，
唯有倚靠主。有一次我在默想耶穌受難
的過程中，深深體會耶穌基督由受審判
至釘死在十字架的歷程：當時宗教領袖
因為嫉妒，煽動群眾攻擊耶穌，發動無

壓傷的蘆葦，

祂不折斷
林雪文博士
本院副教授（臨床心理學及輔導學）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主任

作
者
於
帶
領
陶
泥
默
想
工
作
坊
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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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攝
於
沙
巴
神
山
雅
比
斯
靜
修

主堅固我們的生命，轉化並使用我們的生
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作你我可作的，
牧養關懷建立主的羊。讓我們彼此扶持，
同心禱告，互相守望。

願主的恩典和平安常與我們同在，
激勵我們的生命，賜我們智慧分辨善惡，
賜信心和勇氣活出真理和仁愛。讓我們在
生活中更有力量見證主，榮耀主名。

最後，願與大家分享一首詩歌〈是祢
應許〉：（見網上https://youtu.be/9rOn
QUajdMo）。

故的仇恨；耶穌無辜地被攻擊、辱罵、
嘲笑；亦有人選擇卸責洗手，任由無罪
的耶穌被判十字架的死刑。這些片段讓
我再次體會耶穌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濶
高深，亦從心底讚歎感謝耶穌的生命見
證是如此的真實，祂的生命韌力是如此
的堅強，深深地激勵了我。

我和你同是普通的人，也有軟弱、無
助的時候，願主賜我們力量實踐主的道。
也許你我沒有甚麼可貢獻，但願我們同有
一顆願意順服主、忠心事奉主的心。又願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那將殘的燈火，祂不會吹滅。

尋求祢憐恤我的軟弱， 誰願無力走過這生？

盼救主垂聽心中困倦， 現實壓迫中裝出歡笑。

旁人自顧，沉溺虛空宴樂， 誰安慰念記？

耶穌顧念我，求在祢懷內， 醫好我的創傷，潔淨我罪；

祢捨身拯救我生命， 全能主應許。

耶穌顧念我，求被祢陶造， 一生裏緊靠倚，再沒有畏懼；

賜犧牲的愛與醫治， 這是祢應許。

求主安慰念記那些活在困苦彷徨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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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 2020 畢業生名單

第四十三屆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學院 畢業後工場

神學文憑 1. 楊婉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聖保羅堂 待定

同行者輔導高等文憑 2. 李敏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聖保羅堂 待定

神學學士 3. 陳國聲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 基督教會恩澤堂
  4. 馮韻霏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荃景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荃景堂
  5. 何景昕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6. 高耀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尊聖堂
  7. 孔志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聖保羅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
  8. 麥美玲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9. 王比年 沙田浸信會 待定
  10. 黃力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仔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
  11. 黃慧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待定

文學碩士
    神學 12. 潘立仁 香港路德會愛心堂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天水圍）
  13. 于妍 佑寧堂 進修

    同行者輔導 14. 梁崇英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待定

    基督教靈修學 15. 鍾偉奇 鑽石山浸信會 基督教勵行會
  16. 高珮琳 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 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
  17. 廖五妹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退休
  18. 王紫韻 沙田浸信會 港澳信義會信恩堂

    基督教靈修指導 19. 馮應佳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荃葵堂 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 20. 陳秀華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待定
  21. Mung Dang Kachin Baptist Convention（緬甸） Hugawng Baptist Association（緬甸）

    教牧輔導學 22. 孫貴心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密集課程

    聖經研究碩士 23. 劉曉路
  24. 邵珊

    文學碩士（神學） 25. 林雪英
  26. 鄭俊杰



17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1期 2020年 9 月

   道學碩士 27. 曾燕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氏紀念禮拜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
  28. 秦星朗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道堂
  29. 江偉才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進修
  30. 林卓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31. 藍敏婷 沙田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
  32. 林詩鉉 葡萄藤教會 葡萄藤教會
  33. 梁志光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錦泰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錦泰堂
  34. 李兆云 宿遷市泗洪縣基督教同心堂（江蘇） 江蘇神學院泗洪校區（江蘇）
  35. 南楠 咸陽市基督教靈泉堂（陝西） 咸陽市基督教兩會（陝西）
  36. 方明海 茶果嶺浸信會 待定
  37. 喬燕永 太原市基督教會（山西） 太原市基督教會（山西）
  38. 蘇錦滋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39. Woodrow, Catriona Anne 佑寧堂 待定
  40. 楊文玉 港澳信義會信恩堂 港澳信義會
  41. 余偉英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馬鞍山堂 進修

   神學碩士 42. Aye Thandar Pyay Aye Yar Asho Chin Baptist Association（緬甸） Than Le Gyi Asho  Chin Baptist Church（緬甸） 
  43. 邱泰耀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城中教會（台灣）
  44. Gu Ma Sar First Lisu Baptist Church（緬甸） First Lisu Baptist Church（緬甸）
  45. 許子韻 基督教宣道會康怡堂 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
  46. 明詩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堂 進修
  47. Tuominen, Olli-pekka 葡萄藤教會 The Living Hope Ministry
  48. 余志英 新加坡巴耶黎峇衛理公會（新加坡） 待定（新加坡）

   教牧學博士 49. 高明 山東神學院（山東） 山東神學院（山東）

   神學博士 50. 賀愛霞 山東神學院（山東） 山東神學院（山東）
  51. 關大男 長康浸信會 長康浸信會
  52. Naw Nandar Lin Htin Asho Chin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Asho Chin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53. Naw Phoo Plet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Kare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54. Pausa Gam Ja Kachi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緬甸） Kachi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緬甸）

2020 延伸課程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

1. 周達鵬 港澳信義會活石堂
2. 林寶儀 九龍城浸信會
3. 梁婷嵐 基督教恩立教會
4. 謝筱榕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文憑

5. 陳嘉俊 沐恩浸信會
6. 陳麗群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7. 陳思敏 香港循理會青田堂
8. 陳懷芬 大埔浸信會
9. 周慧嫻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10. 張諾施 基督教宣道會將軍澳堂
11. 曹巧玲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12. 朱靜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福溢堂
13. 何燕茹 基督教宣道會宣愛堂
14. 郭麗君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15. 郭慧芳 611 靈糧堂
16. 劉逸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恩堂

姓名 所屬教會

17. 梁德華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18. 馬錦鴻 浸信宣道會啟業堂
19. 文惠清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堂
20. 莫康華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21. 伍少玉 浸信宣道會啟業堂
22. 譚美娟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23. 曾鵬飛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靈泉堂
24. 謝柳嫦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錦上生命堂
25. 蔡志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26. 黃愛霞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平安堂
27. 胡秀芳 沙田靈光教會
28. 楊麗宜 沙田浸信會
29. 楊玉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榮光堂
30. 余巧雲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基督教研究碩士

31. 梁寶茹 大埔主恩浸信會
32. 呂君麟 基督教宣道會活水堂
33. 黃惠珠 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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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消   息

教授動態

	副院長戴浩輝博士於八月一至十日
於港九培靈研經會上擔任研經會講
員，藉先知以西結的話語，培育世
界各地數以萬計的信徒。
	副院長戴浩輝博士分別於四月及七
月出版以下兩本著作：

 《愛的服事：三代經課講章系列福
音乙年》及《以西結書（一～二十四
章）─生命載道的守望者》。

學院動態

	由本年 7 月開始，黎淑美老師接替
卜海崙老師出任本院舍監。
	「前路再思」網上聖經講座已於 8 月
22 日完滿結束，感謝主！網上聖經
講座報名人數逾 300 人，穩定在線
收看有 200 多人。願主用祂的話語
幫助，在人心裡賜下平安和盼望。
	周年神學講座「重塑保羅的社群身

 分─福音的轉向與轉化」（Paul the
  Jew and Paul in Christ–Shift and Trans-

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by the Gospel）
 將於 10 月 9 至 10 日舉行，分別以粵

語及英語發表論文，講員為本院何善
斌博士。問答時段以粵語，普通話和
英語三種語言進行交流討論。

學生會消息

	學生會歡迎所有在 2020-21 年度入讀

信神的新生，願聖靈陪伴你們渡過學
習的適應期。同時向所有舊生問安，
盼早日能在校園重見你們熟悉的面
孔。亦記念快將畢業和努力學習的師
兄姊，願上帝在這非常時期，差遣他
們成為上帝話語的忠僕。

校友消息 

	學生鄭允行弟兄（2012 年道學碩士
畢業生，現於本院攻讀神學博士）於
5 月 1 日獲中華基督教會主耶穌堂按
立為牧師。願上帝賜福給他。
	校友何美寶傳道（2015 年神學碩士畢
業生）將於 9 月 20 日 ( 主日 ) 下午 3 時
正，受按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
道會、中華宣道會友愛堂牧師。是次
按立禮將透過「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YouTube 頻 道 (http://www.youtube.
com/c/ 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1981) 直
播。願上帝賜福給她。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將於 9 月 20 日 ( 主
日 ) 下午 3 時 30 分，按立以下校友
為該會牧師：徐展明教師（2009 年道
學碩士）、鄭義森教師（2011 年道學
碩士）、陳穎嫻教師（2013 年神學學
士）、黃志東教師（2013 年神學學士）
及巫若燕教師（2015 年道學碩士）。願
上帝賜福給他們。
	校友周創權傳道（2011 年道學碩士
畢業生）獲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按立為
牧師，按立禮預計於 10 月舉行。周
兆真院長在按立禮中負責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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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代禱

	太陽能發電板安裝工程已於 7 月展
開，現已完成低座停車場及圖書館
外的安裝工程。稍後道光堂開展工
程，預計 9 月完工。懇請各位繼續
代禱及奉獻支持。

 	本院於即將舉辦多項活動，包括 10
月的周年神學講座、11 月的步行籌
款「源路有你」及院慶，求主保守
活動能順利舉行。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邁步向前─危機應對技巧訓練課
程」於 7 月 3 日正式開課，於 8 月
21 日完成。導師馮銀英博士和林雪
文博士透過 8 堂，教授學員正念的
技巧，提升逆境求生的能力，幫助
他們在困難中仍然可以邁步前行。
	同行者心靈成長講座第六講「疫
情！亦情？如何與莘莘學子的家長

同行？」於 8 月 21 日晚上以
網上直播形式舉行，報名參加
反應熱烈，是次講座由陳美英
校長和蕭柱石博士主講，並有
徐嘉輝弟兄分享見証。同一主
題的同行者小組會於九月尾

舉行，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www.
leshalom.org 或面書：同行者心靈
成長中心。
	「己、情、心」個人成長課程於 7
月 8 日再次舉辦第一篇課程「與情
同行」，導師劉嘉成先生會教導如何
「身、心、靈」全人關顧自己的情感
世界，提升情緒商數，課程於 9 月 2
日完成。
	「情緒急救 DIY」短期課程會將與教
會 / 基督教機構以合辦形式舉行，費
用全免（自由奉獻）。有興趣的教會 / 
機構請聯絡劉嘉成先生了解詳情，電
話：2111 0172，WhatsApp：9812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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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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聯絡李小姐或劉小姐查詢

2691-1520 / booking@lts.edu

租 借 校 園

退修  ▏婚禮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支出

個人奉獻	 $244,844.10		 薪金、強積金	 $3,722,931.89		

教會奉獻	 $217,732.00		 水、清潔、電話費	 $11,030.31		

學費	 $1,066,463.00		 電費	 $51,267.00		

學生宿費	 $313,465.00		 膳費	 $131,080.50		

學生膳費	 $262,672.00		 差餉	 $150,383.00		

租借校園	 $190,106.00		 印刷	 $62,613.90		

膳費	 $10,928.00		 校巴	 $16,858.21		

利息	 $151,497.27		 延伸課程	 $65,776.50		

印刷	 $0.00		 設備	 $25,440.20		

會員教會津貼	 $0.00		 郵費	 $5,432.20		

差會津貼	 $1,258,530.97		 差會助學金	 $977,102.93		

延伸課程	 $111,300.00		 圖書館	 $121,022.19		

其他	 $46,447.37		 維修費	 $74,407.70		

	 	 學費優惠	 $5,352.00		

	 	 其他	 $64,932.37				

	 $3,873,985.71   $5,485,630.90		

虧蝕	 （$1,611,645.19）	 	 	

	 $5,485,630.90		 	 $5,485,630.90				

會員教會
享折扣優惠

除直接寄支票到本院外，亦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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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轉數快」 轉賬至 EPAY@LTS.EDU

3.  PayMe 用手機掃描下面的二維碼

奉 獻 支 持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神 學 教 育 事 工

奉獻後，請將交易記錄電郵至拓展部 development@lt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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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借 校 園

退修  ▏婚禮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零年四月至六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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