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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

一份天馬行空式的奇想禮物

黃漢輝   副教授（新約）

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套叫 The Matrix 的電
影，其中一幕是 Morhpheus 問 Neo，要揀藍
色藥丸，還是紅色藥丸？藍色，繼續在這世界
中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紅色，看見這
個世界背後的真相，或是一個覺醒的開始。
「（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就是我有被給予這
一個可以作選擇的機會，同時，我也希望自己
到時有勇氣選擇紅色藥丸，藉此能夠看見世界
背後的真相。

可能您嚐到這有點柏拉圖式的味兒，就是
說，那看不見才是「真實的」，看得見的只是
「影印本」。也許是的，但這不就是希伯來書
11:1 背後的底層思想表達方式？其內容只是意
識創造出來的世界，在這個幻滅無常的世界背
後，就是那隱密、人不可知的真實世界。如經
上所記，人要看到真實，就要有信。

就是一個人在不能看到「物自身」（thing-

in-itself）的思想框架下，我常常站在前榮譽院
長蕭克諧的名句（賽 43:19）前的魚池思考，
我不停問自己：「池中的魚快樂嗎？牠們知道
自己是在魚池的水中生活嗎？」或者您會說我
有點傻，我不是魚，我怎麼可以代答？對！
Bingo ！我無言以對。但這第二條問題好似有
「以訛傳訛」的效果，問題慢慢地變成：「我
知道自己是好像魚一般生活在魚池中嗎？也就
是 The Matrix 電影中的 the matrix。」究竟，
電影中的世界是真實的，還是那只是真實世界
中的電影？！

若對「感覺到就以為是真實的人」來說，
他們說，沒有濕身，不在水池中。哪裏有 the 
matrix ？但假設我相約您在大圍某茶餐廳的閣
樓見面 [ 假設您知地點 ]，這是三維度的空間
（3-dimension）約會，意思是指有長、闊、高
的三維度。但當您來到這茶餐廳時，您不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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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甚麼會這樣？原來我約您晚上八時，但
您卻聽錯了是早上八時！這生活例子帶出了
甚麼？就是我們活在最少不是三維度的空間
之中，而是 [ 最少 ] 四維度的空間，包括時間
（the time）。我們也許不曾發現，人是活在時
間之中的。有人會對我說：「我沒有時間。」意
思是指沒有時間給我，但若一個人真的沒有時
間，這人或就不再存在，對嗎？或說他 / 她是
不再實存地存在，他 / 她的身體可能仍會佔有
三維度空間一會兒。

奧古斯丁曾說 [ 超意譯 ]：「時間，無人
問我，我知；但若您問我，我唔識答。」從我
開始發現自己是活在時間之中，我便繼續問自
己：「為我而言，甚麼是活在時間之中的生命
意義？」我們都是邁向死亡的存有。反過來
說，就是我們在倒數我們的生命。基督信仰以
死亡作為罪的結果，不否定兩者固然有密切微
妙的關係（參創世記 3:1-24）。又若以生命哲學
看死亡，它卻屬於生命循環的一部分，更可以
說是滿足作為生命的一個構成過程。死亡就是
生命邁向完滿的過程。

若這樣論到死亡，就不能不提基督之死
亡。從聖經到整個人類歷史看，包括道成肉
身、進入時間的耶穌基督，沒有人沒有經過死
亡的洗禮。死亡與時間有緊密的關係；人類的

悲劇就是不合時宜的死亡（untimely death），
例如夭折、早死、被殺受害等，因人的潛能未
能實現已經帶來生命的終結。人看耶穌的死亡
是不合時宜的，但上主卻使用他，在他的死亡
中扭轉從「生命步向死亡」的定局，反叫他的
「死亡帶來生命」，也就更可以成為那一切後來
跟隨耶穌的人的生命，正如約翰福音 12:24 論
到耶穌所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在基督裏」（In Christ）一切都變成新的，
死亡可以帶來生命。這與快要迎接耶穌的降生
的我們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嗎？生命、時間和世
界，都不在我們的控制之中；我們都活在倒數
的時間之中。但若我們有被賦予去選擇認識生
命的本相的機會的時候，你會與我一樣，願意
選擇紅色藥丸嗎？

（編者按：按作者意思，以撰文原來的用語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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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隨想

平安與盼望  

周于琴   助理院牧

我最想要「世界和平」，但背後真實期盼
的是「有如世界和平般難以實現的願望，可以
成真」。希望世界和平，因為「平安」是人心
所需的。有人不斷追求某些物質或關係，只為
得到多些安全感。特別於危難的處境，人更渴
求平安。而我期盼難以實現的願望可以成真，
因為這讓人在灰心失意、絕望的境地，得著力
量，生存下去，或從「掘頭巷」走出來。

慈愛的上主曾就我這願望，送我兩份聖誕
禮物。一份是一齣電影的短片介紹。電影《聖
誕快樂》改編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英
法聯軍與德軍三方在平安夜休戰的真人真事。
各國士兵歷經 5 個月戰火早已疲憊不堪，聖誕
臨近，他們在平安夜收到的，卻是要加強戒備
的命令。但奇妙的事在平安夜發生，戰壕中英
軍的隨軍神父吹起了風笛，英軍士兵跟著唱起
歌來。誰知德軍中原來有個歌唱家，以聖誕歌

聲回應。音樂與歌聲彷彿成為和平的使者，連
繫各人的心，士兵們竟都從戰壕中出來坐著。
歌唱家試著高舉聖誕樹走到戰場中央向眾人問
安，他沒有被攻擊。其後三軍首領商討，決定
聖誕節前停戰一夜。士兵們都極為開心，一同
慶祝、分享。那刻，再沒有互相廝殺的敵人，
只有一群被戰爭傷害的普通人。他們一樣身心
疲累、厭倦戰爭、渴望和平。那晚過後，被和
平觸及和連結的人，不再彼此殺戮和傷害，只
是想著如何彼此保護。

這短片最觸動我的地方是，當敵對的雙方
最終體會到他們「同為人」這真實，並明白到
大家有著作為人的共同渴望，渴望平安和愛，
「和平」原來是有可能的。世界和平，有人認
為「當你服於我之下」便有和平；但原來世界
和平，是由尊重自己和他者的生命開始。願意
去了解別人內心的真正需要，因而能觸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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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需要體恤、保護、安慰的地方，不再因
恐懼而武裝自己，以暴力去操控他人，反而能
挺身而出，付出力量，保護對方。我在 2019 年
年終看到這條短片，歷經大半年的社會事件，
人與人之間多有不信任，甚至敵對仇視，那時
仍在牧會的我，其實很灰心，也充滿無力感，
懷疑真正的和平、體諒和悔改會否出現。

在敵對的陣營中，能看清大家「同為人」
這事實，並予以尊重和了解談何容易！這也是這
短片吸引我的地方。三軍得以休戰的契機，竟
然是音樂，更準確地來說，是平安夜裡的聖誕歌
聲。上主總是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祂自己的
時間，使祂一直預備的工作，結出成果。也許，
我們心中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難以成真的願
望（例如：世界和平、某人性格可改善、年老產
子等），在祂裡面並非不能。只是我們以自身的
限制，去局限上主的大能。或許，祂正在為人們

預備著那意想不到的聖誕禮物。
另一份上主曾賜我的聖誕禮物是：一份很

特別的寧靜。某年平安夜清早，下機後我獨個
兒在機場等巴士回家。清涼的空氣，溫柔的晨
光，心中悠悠響起了《平安夜》這首詩歌。哼著
哼著，想到基督靜靜地來到世上，馬利亞擁抱
著脆弱、需要保護的嬰孩耶穌。她也許不知道
自己擁抱著真愛的源頭，但愛就這樣把他們聯
繫起來，奇妙、平靜又幸福，愛在人間。

每年的將臨期和聖誕節，讓我們想起和
平之君耶穌基督曾真實降生世上，與人同在。
祂來到我們的身旁，藉愛釋放我們的生命，使
人體會何為真正的平安。而因祂應許會再次降
臨，我們便懷著期盼的心，歡迎祂每天與我們
同在，教導並幫助我們活出真愛。真光劃破黑
暗，真正的和平降臨。也許這才是我生命真正
需要的，常在主愛中，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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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些文學評論都會指出，村上春樹的
文學世界描寫了一種現代都市人的疏離感和孤
獨感。而當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評析時，他就
彷如暮鼓晨鐘，敲醒了我心中沉睡的某部分，
並引發強烈的共鳴。

我還記得，第一次讀村上的作品是《挪威
的森林》，當時正值冬天，家人趁聖誕節外出
旅遊，而我則要留在香港應付中六校內考試。
書內那種終究無法和人連結的氛圍，深深撼動
我的心靈。自此我也一頭栽進村上的文學世
界，陸續看完他所寫的長篇小說。雖然很喜歡
內裡的故事，但一直說不出究竟是什麼地方令
我深深著迷，直至我看到文學評論上的剖析：
疏離感和孤獨感。

的而且確，在村上出道以後的大部分作品
中，主角一開始都是如常生活，但是他身邊的伴
侶或朋友卻一個一個地離開他，甚至主角作出
行動想挽回關係，但也因為種種不為人知的原因
而無法成事。而我就被這種宿命式的孤獨感所
捕捉，因為我一直成長以來，總覺得和人相處
時有層隔膜在我們之間。不是我刻意要抽離自
己，而是隔膜自然而然地在我與他人之間恣意的
張開與蔓生。也因此，對我來說，我心靈深處

的存在渴求，或許就是擺脫如影隨形的疏離感。
另一方面，當我閱讀村上近 10 多年出版的

作品時，卻不難發覺他的作品有一種文學轉向，
就是主角在旅程中，最終能修復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第一本有這個主題的是《1Q84》，後來的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更是以主
角修復和他人缺損的關係而展開的。我想，這是
村上經過 30 年的寫作療傷之後，他步向了一個
新的階段，就是克服了關係的疏離。而這也反
映著，即使我們面對一種生而有之的孤獨感的
時候，我們仍然可以醫治這個傷口。或者我們
也可以說，村上透過寫作來自我療癒到一個地
步，就是他邁向與他人的復和。原來當內心的
孤獨被照顧，人可以再次和人產生連結。

我們總會說，耶穌能填補我們內心的空
洞。我信這個說法，只是直到今天我仍在修復
的階段。我感恩多年來有牧師、導師、弟兄姊
妹的愛，先讓我破除與人之間的隔膜。後來我
繼續成長，在成為傳道人後，則透過撰寫講章
來一次又一次被神所療癒。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我祈求神繼續
走入我內心深處，坐在孤獨的我的旁邊，輕聲
對我說：「你不再孤單」。

我願祢來，我願祢來，
與我並肩而坐與我並肩而坐
陳卓游   2019 道學碩士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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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Ra  神學碩士生

年青的時候，我曾收過一輛自行車，那是我夢寐以求，也是最寶貴的
聖誕禮物。此刻，我身在香港，心繫緬甸家人，擔心他們的安危。我
祈求家人平安和健康，直至我們重逢團聚。平安和健康也是我國家人
民最渴望的聖誕禮物。

Sa Khaing Htoo  神學碩士生

此時此刻，我最想要的聖誕禮物是禱告，祈求在學習上有智慧和愛
心，祈求上帝差派彌賽亞為緬甸及世界帶來和平，願平安成為緬甸人
民的聖誕禮物。

David Yan Kho Lin  神學碩士生

我收過很多禮物，包括衣服、書籍。惟獨內子送我的腰帶，繫在腰
間，暖在心間。游子在學，別無所求，惟您們對我的友善和代禱，已
令我心滿意足。此刻於我，最好的聖誕禮物莫過於緬甸的和平。我祈
求無所不能至高的上帝，為緬甸誕生使人復和的君王。

Saw Tha Shee Kapaw  神學碩士生

十歲那年，我收到人生最美好的聖誕禮物，我的父母親送我一本緬甸
克倫族語文的聖經，也開啟我宣教服侍上帝之路。今年我在香港首度
聖誕節，別具意義。

緬甸同學的聖誕故事
本院自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為緬甸教會和神學院培訓領袖及師資，

支持當地教牧和神學院老師來本院深造學習，至今累計超過 110

位畢業生。近年疫情影響全球，而緬甸教會和神學院亦在政局變

動下受到很大的影響。故今年本院步行籌款以「同行勵『緬』」

為題，為緬甸來信義宗神學院就讀的同學籌募助學金，目標港幣

七十萬，希望藉此鼓勵緬甸肢體在困難中不失盼望。本院現有

十四位緬甸同學在校讀書，時近聖誕節，他們遙寄家鄉的聖誕願

望，以下是部分同學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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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 Tin Si Moe  神學博士生

我收到最好的聖誕禮物，是我媽媽把福音帶給我（約三 16）。媽媽說聖誕
節是關乎意義，而不純是節慶。聖誕節關乎耶穌為我們犧牲。當我經驗到
主的愛時，我心靈充滿愉悅！

信：信讓一切成為可能，無所畏懼，相信上帝、美善，在困難中堅定不移。

望：望讓一切變得光明，正如約翰所說：「你們將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
自由。」（約八 32）

愛：愛讓一切變得輕省。愛的言語，能使人明白、感受得到！愛裡沒有界
限、歧視、剝削、仇恨、自私。祝福所有緬甸人民都擁有信望愛！平安！

Ai Khun  神學碩士生

我最渴望的聖誕禮物，是更多佤族的學生可以來到信義宗神學院學習，和
我的家人身體健康。對我國人民最好的聖誕禮物就是緬甸和平，佤族的基
督徒有自由敬拜上帝的機會（佤族的教堂幾乎被沒收了，部分更被燒毀，
信徒不被允許敬拜神）。

Harvey Van Bik  神學博士生

我出生在緬甸西北部欽邦一個名為 Hakha 的小鎮，聖誕節是我們小孩在
全年中唯一一次機會收到父母親送的新衣服。每年十二月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小孩子無不快樂的穿上新衣服參加聖誕巡遊慶典（這習俗至今仍在進
行）。小孩子參與聖誕節巡遊活動，穿梭於教堂和街角。聖誕的歡樂，不
單讓人精神喚發，更美化人的靈魂，帶來新的希望。聖誕節是小孩子最期
待的大日子。

今天，緬甸人民最期盼的彌賽亞，不僅是和平之君，更是和平本身。

今天，緬甸人民深切祈求主耶穌改變獨裁者的思維。自 2021 年以來，緬
甸人民飽受流血傷亡、家園被毀、流離失所。

此時此刻，我為緬甸人民求最美好的聖誕節禮物，是您們祈禱的手。祈
求在這艱辛和困難的境況下仍存信望愛，您的私禱、家人的共禱，甚至
乎教會群體的眾禱，都能成為我們信仰有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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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就職感
恩崇拜於十月十六日下午假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順利舉
行，榮歸上帝！崇拜以感恩回
顧三位華人院長（蕭克諧院長、
林德晧院長和周兆真院長）過去
對本院的貢獻為開始，校董會
主席張振華監督以「十架和傳
承」為題宣講聖道，勉勵會眾上帝過去如何帶
領信義宗神學院，祂必會一直帶領著神學院。
張監督託付新任院長曾浩賢博士繼續前人的使
命，服侍華人教會群體，乃至內地、湄公河流
域和東南亞的教會和神學院，傳承信義宗教義
和神學，以貢獻耶穌基督的教會。蒙香港神學
教育協會主席李寶珠院長、香港華人基督教聯
會執行董事會主席陳德昌牧師，以及基督教協
進會義務總幹事馮少雄博士𦲷臨宣讀經訓。就
職崇拜的高峰是曾浩賢博士接受由張振華監督
主禮，一眾校董作襄禮的授職禮儀。禮儀後，
曾院長分享在他上任的前或後，收到很多鼓勵
和祝福。其中有愛護他的朋友說，不知要對他
說 Congratulations（恭喜）還是 Condolences
（慰問）。雖然面對現今世界和香港急促變化的
環境下，曾院長選擇的是 Congratulations。

曾院長從路加福音十七章
5-10 節得到感動和提醒。他雖
擔任了院長崗位，但清楚上帝
才是主人，他是僕人。他猶記
得在 2005 年被呼召入神學院
接受牧職訓練前，正是他靈性
陷入低谷的時間。蒙上帝不離
不棄，呼喚他回轉，入讀神學

院，服侍教會，一直走到現在，全是上帝的恩
典。故他珍惜每一個事奉的機會，就如他在授
職禮考問中的回答：「我會竭盡所能去履行這個

蒙福的託付」。這亦是他選擇 Congratulations
的原因。曾院長深願和同工團隊培育信義宗
神學院的同學有著在風浪中可以在海面上行
走的信心，並珍惜每一個事奉機會，不怕辛
苦，為孤單的人得著安慰，為弱勢社群的人
得著幫助，為未信的人得著福音而委身努力。

在這次院長就職感恩崇拜中，蒙眾教會、
機構和神學院送贈賀辭、花籃和捐獻，以及很
多肢體蒞臨出席，這都是給本院最好的支持和
鼓勵，提醒本院在基督裏互為肢體，在培訓上
帝忠僕的使命上並不孤單。願上帝繼續帶領和
幫助信義宗神學院眾人，在不同崗位上為主發
光，叫人看見上帝的榮美！

林培芬   拓展主任

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就職感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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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 11月 11日舉行週五研討會「建立

信徒對教會群體的歸屬感」，由何善斌博士主

持，鄒倩兒博士以聖經角度、彭仕基博士以神學

角度、蕭柱石博士以牧養角度等多角度分享，節

錄如下：

「建立信徒對教會的歸屬感」，說來簡單，
但在現時香港教會正面對移民潮和疫症的隔
離，這正是不少教牧和信徒領袖感到逼切的問
題。今次我們在提出「怎樣…..」之前，反思
信徒群體歸屬感的本質。

鄒倩兒博士指出，信徒群體會失去歸屬
感，可能與社會事件帶來教內的衝突有關。最
令筆者印象深刻的，鄒博士提到《尼希米記》的
集體認罪，和《約書亞記》河東河西事件的聖經
原則。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大部分以色列人
誤會呂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的築壇行動是
拜偶像，要大舉為著「信仰」滅絕他們。最終
因著正面溝通，化干戈為玉帛。筆者問︰「今
天我們也曾站在先知道德高地指責異己，我們
要認什麼罪？怎樣可以以基督徒的態度，設身
處地，理解接納『彼岸』的弟兄姊妹？」

彭仕基博士引用康德和馬丁路德的論述，
從外在客觀認知 (external sense) 和內在觀念 
(internal sense 思想、先存概念 ) 的框架，探

討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 的本質，是一
主觀的認知 ; 在馬丁路德的神學上，歸屬感是
建基於信心，我們對基督的確信，對基督身體
的信任。筆者問：「怎樣將我們對神的信心，
轉化為橫向對蒙恩罪人的信心？」

蕭柱石博士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指出歸
屬感是人類的基本需要，在群體中找到自我肯
定、安全感和人際聯繫。吊詭的是，戰爭危機
中，軍人間的歸屬感反而最高。歸屬感從危機
感而帶來。要避免破壞教會歸屬感的標籤和批
評論斷。教會需要建立鼓勵接納的氛圍，聆
聽、同理心的服侍，教導而不傷害，放棄高
牆，善用科技幫助牧養。對移居海外的信徒，
若放下對他們的標籤，善用科技，反而可能是
擴大教會歸屬感的機遇。筆者問︰「我們可否
將此應用於香港社會議題，建立教會對香港社
群的歸屬感？」

三位講者角度不同而深入。在聆聽中，
我找到一個交滙點︰歸屬感來自我們對神縱向
的信心，轉化為橫向對弟兄姊妹的信任，也感
到被信任。我們都知道教會是信仰群體，但怎
樣將神的信實、我們對神的信心，轉化成凡
事 [ 對弟兄姊妹 ] 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  
這正是今天香港信徒要面對的挑戰。

科際研討會後感
何善斌   教授（新約）、進深研究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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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倩兒   助理教授（新約）

坐在位於柳樹旁，望向魚池的辦公室之
內，默默回望主的帶領，實在是比所求所想的
更為美好。回想 2022 年 3 月 31 日加東時間下
午（也就是香港 4 月 1 日天還未亮的時候，一
個總令我傻傻覺得會不會只是一場愚人節惡搞
的日子），我在香港的家中透過互聯網通過了
在加拿大神學院的博士論文口試，接著在約兩
個星期內完成了修改，便正式完成了一生的修
讀學位之路（哈哈，但願如此！），也開始了尋
找事奉崗位的迷惘之路。對前路感到毫無頭緒
的我，只能求主開路，也同時求主關門，好讓
我能清清楚楚看見主的帶領。這樣過了四個多
月，終於在 8 月 15 日我便正式成為信神大家
庭的一份子。

回望事奉的路，主已在我不知不覺間引
領我。記得九歲那年，學校考試前夕，是星期
日的早上，我一早便起來，坐在電視前看卡通
（是呀，不是溫習啊）。二哥見狀，便叫我跟他
返教會。就是這樣，我有機會認識主的救恩，
並成為禮賢會會友。後來我在高中時蒙召，在
大學畢業後一年，便修讀道學碩士課程；然
而，生命的歷程叫我輾轉到了今年才完成博士
學位。雖然如此，我卻能在畢業後四個多月便
來到信神開展事奉，真是充滿感恩。

鄧敏如   行政及拓展幹事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拓展部的 Mandy，很
感恩加入信神這個大家庭，這一切都是天父的
恩典。

九年前，我的女兒入讀信義幼稚園。因
此，我每個主日都帶同女兒參與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活靈堂的崇拜和主日學。感謝天父一直看
顧，保守我的家庭，2016 年我和女兒一起接受
聖洗禮。

我的嗜好是烹飪，喜歡喝咖啡，也愛喜
歡跟友人聚會分享，也喜歡看不同類型的電影
與劇集。我熱愛工作，假期的時候喜愛戶外活
動，接觸大自然和小動物，欣賞上帝的創造。

我的個性熱情，容易與人建立關係，喜歡
接觸不同的人，相信每個人都有我值得學習的
地方。希望我熱情的性格不會嚇怕大家，請大
家多多指教！

新老師介紹

新同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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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 Natalie，是信二代，感恩生
命中有主同行。我於 2022 年 9 月入職信義宗
神學院，在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服侍，以耶穌
基督的愛與人同行。感恩有機會與你們分享生
命故事⋯⋯2019 年年初，我與教會弟兄姊妹踏
足以色列聖地，整個旅程都非常感動，期間我
不停尋問上帝，我的人生下半場應該如何活才
能蒙神喜悅？當時內心有微聲說：「做了商業
項目十幾年，餘下的時間我想做生命服侍。」
同年 5 月，親愛的譚春燕牧師推介我參與成長
中心的一個講座，當時聽到輔導課程的主題曲
《結伴同行》的歌詞：「一個異象、一個使命、
讓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心裏莫名的感動，
眼淚流個不停，感恩我當時回應了內心的感
動，報讀了神學院的同行者輔導研究碩士課
程，生命因着這個選擇，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能夠遇上這課程真是恩典滿滿，既先讓我
學習助己，再學習助人，更統整了自己的內在，
懂得如何愛人如己；此段時間我亦感恩能認識
很多良師益友，如林雪文博士、蕭柱石博士及
「六人自組」等，我非常肯定這一群很有愛的
師、友將是我人生路上極重要的同行者。當然
我深知最重要的同行者，就是對我不離不棄，
愛我到底的耶穌基督；我感受到天父在擴張我
的境界，衪要陶造我成為一個合用的器皿。

回想報讀輔導課程的初心，沒有特別計

王綉連 Natalie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主任

劃，只是受感動要先裝備自己，再看上帝如何
帶領。所以當林博士邀請我考慮到成長中心服
侍時，我是喜悅的，因為我很欣賞林博士的委
身服侍，並對上帝給她的異象，深深觸動，於
是我認真考慮亦同時尋問上帝的心意。我在
之前的公司工作了 15 年，從事市場及品牌管
理，已建立一定的客戶群及團隊，絕不是說離
開就離開那麼容易⋯⋯當時心裏又出現聲音：
「豈不是你曾說不想再做商業項目，而想做生
命服侍嗎？這不是你所求的嗎？你還考慮什
麼？」我以所學的冰山幫助自己梳理探索，我
發現內心仍有很多的掙扎、軟弱、擔心，甚至
恐懼 — 適合我嗎？我做得來嗎？未來會是怎
樣？當中奇妙的經歷是天父透過不同人、文章
訊息和詩歌，不約而同地提醒我以下經文：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
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最後，因為主應許同在並給我足夠的勇
氣，我願意用生命回應主的大愛。感謝主，面
試時周兆真院長及現任的曾浩賢院長問了我一
些關鍵性及關心我的問題，讓我更堅定、更確
認自己的選擇。上帝讓我明白，祂不一定要揀
選我去參與祂的聖工，所以能被揀選，成為一
份子，是祂給我上好的福份。我雖不知道未來
會如何，但深深感受天父要讓我整理過去，擁
抱一顆新心，學像耶穌謙卑自己，結合所學重
新出發，進入「使命人生」的服侍，以基督教
輔導關懷身心靈軟弱的人，同行成長。我堅信
當我順服祂的帶領時，「祂必指引我的路。」
（箴言 3:6）

願主賜福你們與衪同行，一生精彩渡過，
以生命作美好見證。

新同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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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消   息

院長動態

9 月 23 日出席基督教香港協進會宣教與人才委員
會舉辦之「新一代教牧的呼召與培育」講座，並
擔任其中一位講員。
10 月 22 日出席香港神學教育協會院長、教務長交
流會，並擔任當天主題：「網絡課程的利弊」的其
中一位講員。
10 月 22 日出席基督教崇真會 175 周年會慶感恩
崇拜，在此再次道賀。
10 月 23 日出席北角浸信會明義神學助學金分享
會，在此再次感謝明義神學助學金多年以來對本
院神學生的支持。
10 月 31 日出席世界華福中心宗派領袖午餐會。

 10 月 31 日出席香港信義宗聯會教會改革運動 505
周年紀念崇拜。

 11 月 12 日出席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婦女聯會感
恩奉獻禮，在此再次感謝婦聯一直以來對信神
的支持。

 11 月 13-18 日與卜海崙老師、夏若格博士、
葛立道博士
到柬埔寨出
席  M e k o n g 
Mission Forum
會議。

學院動態

 周五專題研討會「建立信徒群體的歸屬感」於
11 月 11 日在本院明節堂舉行，何善斌博士主
持，鄒倩兒博士從聖經角度、彭仕基博士從神
學角度、蕭柱石博士從牧養角度進行跨科際的
研討交流。講座同時以兩文三語網上 Zoom 直
播，128 人參與聚會。

 11 月 15 日，同學、老師與校友一同探訪上水
匡智會匡智地區支援中心（弱智成人的中心），
並與他們一同
敬拜上帝！感
恩我們可以服
事耶穌所重視
的小子們 ( 太
10:42）。

 2022 步行籌款「同行勵『緬』」，為緬甸助學金
籌款，因應疫情，籌款於 11 月 6-25 日舉行，籌
款結果於 11 月 25 日院慶當日公布，感謝眾肢體
支持。

 109 周年院慶「發現家的美善」暨步行籌款感
恩晚會於 11 月 25 日在本院舉行，感謝主恩！

教授動態

 何善斌博士於 9 月 8 日為明道社主講新約研經講
座︰《羅馬書—公平福音，萬國信從》。

 何善斌博士於 9 月 30 日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第廿
八屆聯校教師日證道《離開自閉   心靈開竅   約
四 7-26》。

 何善斌博士於 10 月 4 日出任港澳信義會將軍澳
區教會聯合讀經日營講員，講題為《順服與應
戰—彼得書信給今天信徒群體的信息》。

同工動態

 美國福音信義會差派杜柏文博士 (Dr. Samuel 
J. Dubbelman) 為本院助理教授（教會歷史） 。

 黃雅怡姊妹於 11 月 14 日到任，擔任行政及註
冊幹事。

到訪嘉賓

 11 月 3 日世界華福中心新任總幹事董家驊博士
及其團隊到訪本院交流分享。

 11 月 22 日接待芬蘭差會 (Felm) 亞洲區同工到
訪本院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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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李永聰傳道（2012 年神學學士、2021 基督
教社關服侍學研究碩士）獲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聯
會、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友愛堂按立為牧師，按立
禮於 11 月 6 日假屯門友愛邨宣道會陳瑞芝紀念
中學一樓禮堂舉行。謹此祝賀。

 校友鄺恩然傳道 (2006 年道學碩士 ) 獲元朗浸信
會按立為牧師，按立禮於 11 月 6 日於元朗浸信
會舉行。謹此祝賀。

 校友梁玉燕傳道（2009 神學學士） 獲基督教九龍
五旬節會聯會按立為牧師，按立禮於 11 月 27 日
舉行。謹此祝賀。

 校友許紹恒（2021 道學碩士）與校友簡麗恩
（2021 道學碩士）於 11 月 6 日假中華基督教禮賢
會九龍堂舉行結婚典禮，共訂婚盟，願新家庭充
滿上主的恩惠！

學生消息

 本院學生鄧淑儀 ( 教牧學博士 ) 獲基恩敬拜按立
為牧師，按立禮於 11 月 27 日於信義宗神學院舉
行。謹此祝賀。

代禱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前主席、本院前校董
陳家強長老於 10 月 25 日在明愛醫院安息主懷。
陳長老於 2014 至 2021 年擔任本院校董，忠心
服侍，貢獻良多。長老的安息禮已於 11 月 19 日
舉行。謹此致哀，緬懷德範，亦求主安慰陳長老
的家人。

 為有一位愛主的弟兄因見信神的電腦與宿舍網絡
等有提昇需要，奉獻港幣 46 萬而感恩。

2023 年活動預告

 信義宗神學院 2023 獻身營「憑信．踏上」將於
2023 年 2 月 18 至 19 日舉行，請禱告記念，並
邀請各位積極向堂會的弟兄姊妹宣傳，邀請凡有
意讀神學或尋求呼召的人參加！

 第二十屆黃德榮教牧學講座將於 3 月 13 日上午
假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舉行，敬請牧者及神
學生密切留意詳情。

延伸課程消息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11 月 1 日中心踏入第六年的服侍，感謝主過去
的帶領，感恩與我們同行的老師、輔導員及同行
者，成為別人生命亮光。願主親自引領中心未來
的發展及事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賜福使用
中心的每一位朋友。禱告記念。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基礎課程已招生，明年一月
開班，學員可透過個人成長歷程式的體驗，掌
握同行關懷及情緒調節的技巧，學習邁向與己
與人同行。如有查詢，歡迎與中心職員聯絡。

 謝謝陳國權牧師於 10 月 18 日到訪成長中心，為
我們祝福禱告。

學生會消息

 學生會於 11 月 30 日下午 4:00 在本院明節堂舉
行會員大會，屆時會進行新一屆會長及職員選
舉。

校友會消息

 11 月 12 日本院延伸課程校友會一眾 7 位校友
及黃漢輝博士前往南丫島郊遊，在團契中分享主
內情誼。

 11 月 25 日下午校本部校友會於本院舉行會員大
會，與院長茶敘，分享交流。

校友消息

 校友吳雪春姊妹（2011 神學學士）、吳黛玲姊妹
（2021 道學碩士）、洪允其弟兄（2012 道學碩
士）、陳慧儀姊妹（2017 道學碩士）獲中華基督教
會差遣為宣教師。差遣禮於 2022 年 10 月 16 日
（主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
謹此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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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借    校    園

退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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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26843203 或電郵 development@lts.edu 至拓展部，

以便發出奉獻收據。

歡 迎 聯 絡

李小姐查詢
2691-1520     
booking@lts.edu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二年一月至九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個人奉獻 $2,991,546.65 

教會奉獻 $1,100,398.31 

學費 $5,975,168.71 

學生宿費 $772,469.00 

學生膳費 $683,692.00 

租借校園 $811,954.00 

膳費 $15,658.00 

利息 $100,496.38 

印刷 $16,826.80 

會員教會津貼 $1,260,100.00 

差會津貼 $757,033.49 

延伸課程 $304,555.20 

其他 $849,409.56 

 

 

 

 

 

 $15,639,308.10 

 

 $15,639,308.10 

支出

薪金、強積金 $10,682,489.29

水、清潔、電話費 $136,443.00 

電費 $205,666.44 

膳費 $268,906.74 

差餉 $451,777.00 

印刷 $77,130.06 

校巴 $80,722.88 

延伸課程 $227,523.50 

設備 $253,736.92 

郵費 $12,569.40 

差會助學金 $550,604.68 

圖書館 $258,494.04 

維修費 $701,556.88 

學費優惠 $84,151.00 

其他 $466,802.54 

 

 

 

 $14,458,574.37 

盈餘 $1,180,733.73 

 $15,639,3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