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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浩賢院長  

談學院新的開始，立時想起了腓立比書三章的「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記得筆者在讀中學時，很
喜歡這幾句經文，像是座右銘一般。每當遇到挫折或不如意
之事，便用這幾句經文來鼓勵自己：「忘記那些不好的、失敗
的，重新出發，繼續向著標竿邁進！」說到這裏，相信大家
都會意識到，當時的我對聖經只是一知半解。以這幾句經文
來勉勵自己面對失敗，雖也算是正面的事，但卻是對經文的
錯誤理解。

這經文談到要忘記的「背後」，不是失敗，而是成功。
保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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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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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2-14）這
裏很清楚，要忘記的不是那些做得不好的
地方，反而是要忘記那些做得好、做得對的
成就。

信神是一所「百年老店」，在前人的
努力並在上帝的眷祐下，學院過去一直持
守使命，做了很多好的事、正確的事、美
麗的事，這些都為今天的信神奠下了穩固
的基礎。雖然有這美好的基礎，但作為新

任院長，假如自己和團隊們皆
以為信神已經得著了，已經完
全了，那我們便會容易鬆懈，
漸漸變得閒懶而不結果子。況
且，大家都體會到近年香港以
至整個世界的急促變化，為教

會和神學院帶來很多新的挑戰。如此，我們
更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
直跑。」

那麼，信神的標竿在哪裏呢？數年前，
學院的使命宣言作出了更新「建基於聖經，
忠誠於使命，培育為基督作見證的領袖。」
（Grounded in the Bible and true to our 
mandate, we equip leaders to bear witness 
for Christ.） 無論是現有的本地、內地、東
南亞（湄公河流域地區為主）的神學教育事
工，或是因著網課快速普及而讓我們思考中
的新事工，都要以這使命宣言為主軸。而在
當下的處境，當中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要
培育出能為基督作見證的好領袖。神學院不
宜取代教會（堂會）的信仰培育角色，我們
要專注於培育合上帝心意的領袖，並訓練合
適的人作為培育者（train the trainers），好
讓他們於教會、神學院、基督教機構、職場
和社會中作更美的服侍。

要當能為基督作見證的領袖，須甘願
犧牲和服侍，為首的便要為僕；要有扎實的
神學知識，並有反思和判斷能力，按智慧待
人處事；要在多變的世代中，以信望愛看到
上帝要我們前行的方向，並堅毅地帶領人朝
向這方向；須懷有受試探和苦難的準備，
因撒但喜歡我們跌倒；須懷憐憫的心與耐
性，因上帝也是這樣待我們。是的，很不容
易，但當下的教會和社會很需要這種領袖。
如此，我懇求上帝幫助自己和整個團隊，讓
我們能活出這樣的生命，以至我們能以生
命影響生命，培育同學成為好領袖，為上
帝使用。

新的開始，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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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筆者接手剛離任的胡玉藩
院牧的出版棒子，負責中文《神學院通訊》
的主編工作。初時看來很容易，顧名思義︰
「神學院通訊」，只要定期將神學院發生的
事，或需要宣傳推廣的資訊，以美觀的方式
擺放在這刊物內，定期寄出給教會，就已功
德圓滿了。

然而接手後，心裏總是感到有點欠缺：
這些刊物放在教會內，是供關心教會、參與
事奉的信徒們取閱，不是只是給信神圈內
人，他們為何會有興趣看一份神學院事工的
活動報告？另一方面，神學院是服侍堂會，
建立教導、領袖職事的學校，這院訊可怎樣
回應堂會的某些需要？

感謝神，剛上任後，我跟剛來神學院
參與院訊事奉的周于琴助理院牧開會，她也
有同感，認為院訊該有幫助教會事工發展的
角色；故我們一拍即合，同為 2021-22 年

雙向關懷的神學院通訊雙向關懷的神學院通訊
何善斌博士   本院進深研究學科主任

的院訊主題定位︰
就與牧養相關的及教會所關注的項

目訂定主題，以不同神學學科的角度作出
回應。

回顧過往一年，感謝神的恩典，我們基
本做到了當時定下的期數目標，出版了以服
侍教會需要作主題的四期院訊：

2021 年 9 月（185） 如何克勝嫉妒
2021 年 12 月（186） 婚姻中的愛與恨
2022 年 3 月（187）     燃亮我心的故事
2022 年 6 月（188） 周兆真院長榮休暨
 神學教育的呼召 
（電子版可到 https://www.lts.edu/lts_newsletter 
下載重溫）

每一主題，我們邀請畢業生、老師與同
學，就一個與牧養相關的課題，分享經驗。
我較深刻的是第 187 期，一位資深牧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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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樣在講道中
善用故事的寶貴
經驗，收到不少
正面迴響，幫助
了不少參與講道
服侍的牧者。

這幾期的院
訊，希望不單是單向地傳達神學院活動信息
或需要給讀者，也盼能讓讀者們感受到學
院對他們正面對的事情的一份關心與回應； 
為讀者設想，深信讀者們也會為神學院設
想。你認為我們做到了嗎？

      今年不單是神學院的新開始（新院
長上任），也是香港教會一個新的開

始。面對新常態，新人事，還將
會出現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新

香港人會眾群體。教會需
要有新思維，重新出
發，由保育倖存的
思維模式，轉向

對外接待鄰
舍的新
模式。

深信院訊和眾神學院老師們，都願與本地
各宗派的教會同行，共同面對這新時代的
挑戰。

進入這個新的階段，會有人事調動，
院訊會由拓展部林培芬主任接手，筆者則
擔任進深學科研究主任，專注進深研究的
神學教育與科際對話。事實上，教會面對
不少實際的困難，其實都需要有不同學科
的老師，從不同角度，深入研究，然後作
跨科際的整合，才有可能給予一些實際可
行的建議方案。

但願我們這所學校，能靠著從上頭來
的智慧、和平去栽種，促進和平，結出正
義的果子（雅三 17-18）；讀神學者，一同學
神，作祂道成肉身，虛己復和的善工（腓二
5; 林後五 18-19; 弗二 10）。

4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9期 2022年 9 月



5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9期 2022年 9 月

2022年

讀經日營的回顧及前瞻
林巧貞牧師
信義宗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喜樂聚會處主任牧師

六月初收到何善斌博士的讀經日營
WhatsApp 推介，心想神真有預備，因我正
籌備退修活動。除了主題吸引外，內容更兼
備了研經、安靜和小組分享，而且收費只是
$120，包括午餐和校巴接送，我認為性價
比相當高，決定推動弟兄姊妹參與。營會前
兩天，收到大會寄出了營刊及備忘，安排相
當妥貼。於是我們一行十三人，帶著愉快輕
鬆的心情預備上山退修。

日營當日天氣熾熱，禮堂冷氣有點失
靈，對我們來說，確是個小考驗。畢竟，環
境舒適能有助參與者安然地進入專注讀經的
狀態。不過，想開一點，靈性操練往往講求
克苦己心，那怕冷氣小一點，大家仍然能專
心地聽道，實在值得欣賞！至於何傅士精闢

的講解，將新約群體面對第一世紀的不安環
境如何自處，對應至今天教會應有的態度和
行動，叫我獲益良多。

誠然，這次讀經日營的內容實在豐富。除
了聽道外，我們還需要分組查考三大段經文，
而每段查經時間為半小時，節奏非常明快，稍
為分心就難以趕上。事後，聽到弟兄姊妹的回
饋，尤其是初信及長者，覺得相當吃力，一
方面不太熟識經文，二方面未能掌握新約處境
及今天應用的來龍去脈。我認為若能減少經文
內容，或提早一週請參加者備課，將有助大家
領略經文涵意。不過，我又想，難得弟兄姊妹
放假上山退修，節奏輕鬆一點，給與大家更
多空間，自己靜聽神話語，最後有導師給與
總結，我相信參加者都會很享受和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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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屆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學院	 畢業後工場

 神學文憑 1. 陳敏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尊聖堂 
  2. 劉天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樂堂 影音使團
 基督教研究學士 3. 薛騰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平安堂 譜頌音樂
 神學學士 4. 盧珮琳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醫院院牧實習

  5. 葉宏輝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基堂
  6. Zaw Tun Win @ Jan Philip Lutheran Bethlehem Church（緬甸） Lutheran Bethlehem Church（緬甸）
 同行者輔導課程
 高等文憑 7. 張妙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同行者服侍
  8. 曾惠華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同行者服侍
  9. 茹美蓮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同行者服侍
  10. 葉燕萍 竹園區神召會坑口堂 進修
 研究碩士 11. 區穎芝 香港聖公會諸聖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輔導員及小組導師
  12. 方貴順 基督教宣道會宣德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輔導員及小組導師
  13. 林潔英 基督教宣聖會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廣蔭頤養院
  14. 利翠玲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 同行者服侍
  15. 吳穎欣 基督教宣道會大澳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輔導員及小組導師
  16. 黃莉影 新生命教育協會新生命福音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輔導員
  17. 王綉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心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主任
  18. 黃殷榮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同行者服侍
 文學碩士（神學） 19. 鍾宏安 香港聖公會基督堂 進修
 基督教輔導及靈修指導碩士 20. 賴鳳清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基督教靈修學研究碩士 21. 梁志光 基督教恩立教會 基督教恩立教會

  22. 黃慧冰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23. 潘菊蓮 中華聖潔會 105 Gibson Centre（加拿大）
 基督教靈修指導碩士 24. 陳慰敏 大學浸信會 香港恒生大學

  25. 李翠虹 播道書院道真堂 
  26. 沈玉蘭 康山浸信會 退休
  27. 譚慧敏 海怡浸信教會 
  28. 阮麗嫦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 29. 石慧敏 沙田浸信會 Baptist Union of Great Britain（英國）
 教牧輔導學研究碩士 30. 何志堅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	 31. 蔡傳典 廣東省揭陽教會（廣東） 

 （密集課程） 32. 馬元惠 無棣縣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山東） 山東省無棣縣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山東）
  33. 楊書彥 冠縣基督教會（山東） 冠縣基督教會（山東）
  34. 葉麗琴 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浙江） 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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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延伸課程畢業生
姓名 所屬教會 姓名 所屬教會

 基督教職場服侍（密集課程）
 高級文憑 35. 李岩
 研究碩士 

 道學碩士（密集課程） 60. 劉曉路 黑龍江神學院（黑龍江） 黑龍江神學院（黑龍江）
  61. 趙紅梅 南寧市基督教協會（廣西） 南寧市基督教中山路教堂（廣西）
 道學碩士 62. Besra, Karan Nepal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尼泊爾） Nepal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尼泊爾）

  63. 陳志堅 基督教傳頌救恩會 基督教傳頌救恩會
  64. 陳靄賢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同福聖經學院
  65. 薛秋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66. 葉翠碧 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神學碩士 67. 陳建超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68. 江偉才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旺角靈糧堂
  69. 盧韻華 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 進修
  70. Roi Seng Ywama Baptist Church（緬甸） Myanmar Institute of Christian Theology（緬甸）
  71. Rose Mary Mara Evangelical Church（緬甸） Lorrain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72. San Aung Myanmar Lutheran Church（緬甸） Myanmar Lutheran Seminary（緬甸）
  73. 王惠光 香港路德會聖馬可堂 香港路德會聖馬可堂
 神學博士 74. 張偉良 馬來西亞基督教巴色會（馬來西亞） 沙巴神學院（馬來西亞）

  75. 梁清恒 基督教宣道會美門堂 伯特利神學院
  76. Nay Win Tun Pathein Myaung Mya Karen Baptist Association（緬甸） Ko Tha Byu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信徒神學文憑
1. 楊振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愛堂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
2. 歐陽倫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屯門堂

「心道行」信徒培育文憑
3. 郭燊明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證書
4. 區潔玲 門諾會望恩堂
5. 陳志生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6. 陳麗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粉嶺分堂
7. 張翠琳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8. 張美儀 基督教宣道會青衣堂
9. 張佩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10. 趙汝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11. 莊佩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12. 韓燕美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13. 關詠兒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德堂
14. 郭依婷 南亞路德會沐恩堂
15. 林峻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16. 羅翠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澤堂
17. 李翠盈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
18. 李艷芬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19. 梁明恩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
20. 梁慧識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21. 連潔芬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新翠堂
22. 馬麗瑩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禮中堂
23. 莫惠妍 香港路德會以琳堂
24. 繆玉玲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25. 吳振綱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26. 伍家恩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27. 彭彥恩 香港路德會以琳堂
28. 蕭韻潔 基督教會郇山堂

29. 王藹詩 香港聖公會救主堂
30. 胡艷玲 港澳信義會聖恩堂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文憑
31. 陳麗兒 九龍城浸信會
32. 陳美花 港澳信義會活石堂
33. 陳雅芳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石籬堂
34. 陳鈺蓮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安堂
35. 鄭釗汶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36. 張賢梅 沙田浸信會
37. 莊嘉雯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耀頌堂
38. 鍾志英 金巴崙長老會牧民堂
39. 鍾錦玲 九龍城浸信會
40. 關嘉欣 崇恩浸信教會
41. 林淑媛 香港宣教會恩田堂
42. 劉美英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43. 羅麗璇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44. 梁綺玲 基督教敬拜會 802
45. 李麗貞 西區福音堂
46. 羅逸蘊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47. 潘葵卿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48. 雷淑琴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49. 曾健生 浸信宣道會明道堂
50. 謝筱榕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51. 黃紅虹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耀頌堂
52. 葉艷如 基督教會郇山堂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53. 林玉婷 基督教靈豐教會
基督教研究碩士
54. 陳家碧 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
55. 傅建華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
56. 姜文偉 基督教靈豐教會
57. 林肇基 基督教宣道會美門堂

36. 白文彪
37. 曹美芳
38. 陳曉方

39. 丁昌民
40. 黃岷珉
41. 李潔

42. 李新蘭
43. 梁秀帥
44. 梁永建

45. 廖躍
46. 劉豐
47. 劉紅華

48. 聶粵華
49. 歐陽佩
50. 龐瑋

51. 蘇强
52. 湯茹
53. 熊銘濤

54. 嚴穎
55. 楊國杰
56. 張斌

57. 章劍峰
58. 張紹波
59. 張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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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一個非常蒙福的日子，
感恩同行⋯⋯

5 年前，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在上帝的
見證下誕生！今天，感謝上帝的帶領及每位
老師的無私付出，我們一群同行者得以聚首
神學院，參與舉行邁向五周年感恩崇拜，上
下一心，同證主恩。

當日，一向予人莊嚴的明節堂門外，掛
滿繽紛氣球，教人遠遠已感受到歡欣氣氛和
暖暖的同行者溫情；傾滿主愛的感恩崇拜，
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曾浩賢院長致歡迎辭、
同學帶領敬拜、周兆真榮休院長分享信息、
林雪文博士分享異象及感恩回顧 VR，壓軸
還有同學創作的話劇、頒發臨床深造實習證
書及周兆真榮休院長簽書會等，最後由本院
董事會主席張振華監督，為我們一眾弟兄姊
妹祝福祈禱。短短 3 小時，我們每一位都沐
浴在濃濃主愛和歡樂中，彼此連結，同心同
行，由心感受不一樣的喜樂、平安！

非常感謝周兆真榮休院長分享的信息
「合主心意的同行者」，以耶穌陪伴兩位門
徒由耶路撒冷走向以馬忤斯的旅程，讓我們
看見耶穌是最好的同行者，使兩位門徒由眼

睛模糊變為明亮、由內心冰冷變為火熱，
為主作見證。亦非常深刻周兆真榮休院長勵
勉同行是一個旅程，同行者是一個尊貴的身
份，我們都走在耶穌及聖靈的足印上，以愛
回應耶穌的呼召，主必以祂的道堅立我們所
作的工。最後，他更以成長中心的英文命名
「LeShalom」喻意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帶來
主的平安、醫治，讓人抬起頭來，將榮耀歸
向天父。

此外，在場來賓亦深深被林雪文博士
分享異象時的心志所感動，她當初單純立志
「建立生命，與人分享基督的愛」，上帝親自
與她同在，賜福神學院的輔導課程及成長中
心，讓她經歷上帝豐盛的恩典，實踐與己、
與人及與上帝同行。因着上帝的愛，凝聚了
一班委身的同行者，同心建立生命服事，讓
教會在社群中復興。

在此，感恩過去與成長中心同行的您。
回顧過去，由無到有，沿途恩典滿滿；展望
未來，冀盼成長中心得以持續按主的心意擴
張，開拓更多照顧心靈的課程，培育更多同
行者及專業輔導員，陶造更多生命，並且走
進社群，成為更多人的祝福，榮神益人！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邁向五周年感恩崇拜

* 感恩崇拜短片已放於信神 YouTube Channel，歡迎收看重溫精彩片段。

王綉連主任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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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真院長榮休感恩崇拜回顧周兆真院長榮休感恩崇拜回顧

周兆真院長榮休感恩崇拜於 2022 年 6 月 26 日，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恩典滿滿。 

當日感恩崇拜以溫馨而莊嚴形式進行，伴隨感恩的心，一起回顧周院長感恩事奉四十載的短
片，滿載來自世界各地的祝福及祝賀；還有教授、職工、校友、同學們的心聲，以及周院長
感恩的話，壓軸是致送榮休論文集《載道・證道》，一切在主的手中成就。 

正如信神校董會主席張振華監督的信息分享，周院長的生命不但見證了上帝大能的作為，他
更成了上帝施恩的器皿，藉他於本院教學服侍二十六載，祝福了不少生命。

願我們以周院長感恩的話彼此互勉，用心靈誠實讚美、甘心樂意事奉、至真至誠的感恩，感
恩最美！最後，感謝周院長多年來對信義宗神學院神學教育的大力支持及無私奉獻，並祝願
周院長榮休後的生活美好。

全是恩典   感恩最美

現正公開發售   每本售價 $280

• 

本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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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消   息

院長動態

 曾浩賢院長已於 2022 年 7 月 1 日上任。
 2022 年 7 月 19 至 20 日出席了東南亞神學教育

協會（ATESEA）的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並
被選任成為新一屆度的董事會成員。

 2022 年 8 月 16 日接待母校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的師生並接受訪問。

學院動態

 第 45 屆畢業禮已於 2022 年 6 月 5 日（主日）假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

 2022 年 7 月 28 日，
客席講師胡健斌博士於德
國探望了禮賢會最後一位
來華的宣教士，今年九十
歲的古愛華牧師（他是信
義神學院的老師）。古牧
師思路仍然清晰，並且健
步如飛，只是視力差不多
已完全失去。他託胡博士
問候在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的各位，他表示雖然不算太認識各人，但仍記掛著
學院的發展。

 因颱風馬鞍襲港，2022 秋學期師生退修營改於
學院進行。感恩營會順利舉行，一眾師生們也樂在
其中，並在靜中得力，發現上主的美善！

 2022-2023 秋學期開學禮已於 2022 年 9 月 2 日
（五）晚上於港澳信義會信恩堂舉行，校本部與延伸
課程的師生都參與其中，獻上感恩讚美！願意我們
都於新學年「珍惜學習 ‧發現美善」。

 本院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於本
院明節堂舉行「釋經釋出道—如何預備貼經貼地的
釋經講章」講座，講員為本院新約教授何善斌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新任院長曾浩賢牧師就職感恩崇拜
將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主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

 2022 年步行籌款「同行勵『緬』」將於 11 月 6
日至 25 日期間舉行。是次步行籌款為支持緬甸同學
來本院進修的助學金籌款，目標為港幣 70 萬元。

 2022 年 11 月 25 日（五）為本院 109 周年院慶，
歡迎大家蒞臨，同頌主恩！

延伸課程部消息

 2022年6月17 日舉行了延伸課程謝師晚宴，來賓
及師生共 83 位參加者，一同共證神恩！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禮賢會灣仔堂邀請成長中心於 2022 年 6 月 18
日舉行情緒講座，講員：林雪文博士，主題為「與
受情緒困擾者同行」。

 粉嶺救恩書院邀請成長中心分別於 2022年8月6日
及8月13 日舉行家長講座，講員：梁錦榮先生，主題
分別為「家庭 DNA 與調和衝突」及「家庭 DNA 與
排毒止恨」。

 感謝主 ! 成長中心邁向五周年感恩崇拜已於今年
7 月 10 日 （日）下午3 時 30 分順利舉行。感恩當天
約有百多人出席，主題為「與己、與人、與上帝同
行」。在此感謝由各屆輔導課程校友及學生組成的
邁向五周年感恩崇拜籌委會，感謝各位的參與及祝
福，彼此造就，彰顯主的榮美。

 感謝主！王綉連姊妹已於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加
入中心同工團隊，任職成長中心主任，願主賜福王
主任的事奉，並請禱告記念中心的事工及發展。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基礎課程現正招生，歡迎基
督徒及慕道的朋友參加，如有興趣，歡迎瀏覽成長
中心網頁。

校友會消息

 校本部校友會將於 2022年10 月 18 日（二），晚
上 9 至 10 時，以網上形式舉行「逆中同行」祈禱
會，對象：海外校友，亦歡迎各位校友參與。

 校本部校友會將於2022年11月25日（ 五 ），下午
2至 4 時，於信義宗神學院舉行校友會會員大會。除
邀請了曾院長與校友們分享外，更會商討校友會事
工及進行新一屆職員選舉，歡迎各校友出席參與！

家長講座情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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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校友陳新興（2008 道學碩士畢業生）、呂穎希
（2016 道學碩士畢業生）、王國樑（2018 道學碩
士畢業生）和楊詠琪（2018 道學碩士畢業生）獲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按立為牧師。按立禮於 2022 年
9 月 18 日（主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真理堂舉行。謹此祝賀！

 許蘭香姊妹（2009 年基督教研究碩士畢業
生）與何天福弟兄於 2022 年 5 月 7 日假基督教
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婚禮，共訂婚盟，願新家
庭充滿上主恩惠！

 郭依婷姊妹（2022 年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證
書畢業生）與馬頌德弟兄於 2022 年 6 月 11 日已
註冊成為夫婦，願婚後共建基督化家庭，彰顯上
主的愛！
同工消息

 黎淑美老師因健康理由於 2022 年 7 月 1 日
起請辭。本院感謝黎老師對信神的服侍和貢獻，
並祝願她有美好的康復。 

 林培芬主任於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調任為本
院拓展主任。 

 卜海崙老師於 2022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任，
擔任本院專任講師及湄公河事工助理協調主任。 

 鄒倩兒博士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正式上任，
擔任本院助理教授（新約）。 

 本院前任廚師劉國輝弟兄，於 2022年8月16
日正式回到信神擔任廚師。 

 夏若格博士（Dr. Jukka Helle）於 2022年8月22
日到任。夏博士為芬蘭差會 (Felm) 差派到本院任
職助理教授（宣教學、處境神學、崇拜與禮儀）。 

 王綉連姊妹於 2022 年 9 月 1 日到任，擔任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主任。 

 鄧敏如姊妹於 2022 年 9 月 19 日到任，擔任
行政及拓展幹事。

代禱

 感恩上主引領新的老師、職工和學生來到信
義宗神學院，願上主厚厚賜恩給他們，幫助他們
適應新的生活。

 感恩院長一職交接暢順，學院眾人同心，願
上主繼續導引。

 請禱告紀念緬甸的局勢，為校友們禱告，願
上主賜他們智慧、力量和信靠上帝的心，面對種
種挑戰。

 為領受牧職呼召的肢體禱告，求主聖靈引領
他們接受全時間神學裝備，幫助他們以信心回應
召命。
為患病的同工禱告：羅永光博士、鄧瑞東館

長、黎淑美老師、李甘霖姊妹，求主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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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晚宴

緬甸同學回國

校   園   掠   影宿生歡送會

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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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學期退修營

牧職定向分享會 信神團契

歡迎牧職新同學

開學禮



會員教會
享折扣優惠

旁聽學費：每學分$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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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借    校    園

退修退修 ．．婚禮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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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直接寄支票到本院外，亦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轉數快」 開啟手機內的銀行應用程式後，

  在收款人欄上輸入：
  epay@lts.edu 或 91895730

2.  PayMe 用手機掃描下面的二維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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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支 持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神 學 教 育 事 工

用方法 1 至 3 奉獻後，請將奉獻者全名、電話、地址
及奉獻金額電郵至拓展部 development@lts.edu，

以便發出奉獻收據。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二年一月至六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個人奉獻	 $743,800.00	

教會奉獻	 $638,675.61	

學費	 $2,861,788.63	

學生宿費	 $311,675.00	

學生膳費	 $293,092.00	

租借校園	 $512,694.00	

膳費	 $10,842.00	

利息	 $40,806.68	

印刷	 $11,490.40	

會員教會津貼	 $459,400.00	

差會津貼	 $265,578.66	

延伸課程	 $202,155.20	

其他	 $339,947.46	

	

	

	

	

	

	 $6,691,945.64	

虧蝕	 （$2,194,746.73）

	 $8,886,692.37	

支出

薪金、強積金	 $6,993,184.74	

水、清潔、電話費	 $25,323.30	

電費	 $139,535.24	

膳費	 $203,271.54	

差餉	 $303,681.00	

印刷	 $57,837.06	

校巴	 $61,436.96	

延伸課程	 $221,747.00	

設備	 $45,251.20	

郵費	 $7,425.50	

差會助學金	 $132,499.23	

圖書館	 $107,206.44	

維修費	 $303,826.78	

學費優惠	 $37,802.00	

其他	 $246,664.38	

	

	

	

	 $8,886,692.37	

	

	 $8,886,692.37	

歡迎聯絡

李小姐查詢
2691-1520     booking@lts.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