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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課：珥 2: 1-2，2-17、詩 51: 1-17、

 林後 5: 20-6: 10、太 6: 1-6，16-21

談聖灰日的「灰」

聖灰日，又被稱為「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是教會年四十天預苦期開始的第
一天。傳統上，教會於當天舉行聖灰日禮儀，
藉禱告、頌讀經課、默想及額上塗灰，幫助信
徒一省己心、認罪悔改，將目光從己身轉向上
帝，好作預備與基督共行苦路，並等待慶祝基
督的復活。

聖灰日禮儀的內容簡潔，但主題非常明
確―就是「悔改」和「歸信」，而禮儀的象
徵物就是「灰」。為什麼「灰」會成為這日的
記號？禮儀中的「灰」如何塑造我們的靈性？
「灰」至少有三方面的屬靈意義：

第一，灰是痛苦及悔改的象徵，提醒我們
要「向罪死、向主活」。我們從聖經中看到，
當人面對仇人的侮辱、遭受困苦磨難、或因犯
罪而懺悔時，都會以「身披麻衣，頭蒙灰塵」
來表達心中的哀慟。聖灰日中「蒙灰」代表
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之心及哀慟之情，渴想得蒙
上帝的憐憫和赦免。現代人生活在節奏急促的
忙碌都市，很多時候根本沒有空間停下來好好
檢視自己的生命，基督徒也鮮有安靜的機會為
自己及世界的罪在上帝面前哀慟，求上帝憐憫
寛恕，久而久之變得對罪麻木，也對世界發生
罪惡的事情無動於衷。因此，特別在預苦期開

始的時候，上帝透過聖灰日的禮儀向我們發出
提醒和安慰的話，並加上額上塗灰這個禮儀行
動，再一次喚醒我們為罪哀慟和悔罪的心，渴
慕回到上帝面前求潔淨赦免（詩 51: 1-17），脫
離罪的纏繞，遵行主話，並效法基督捨己服侍
他人。

第二，灰是人生命本相的記號，提醒我
們上帝才是人生命之主。上帝用地上的塵土做
人，然後將生命氣息吹進人的鼻孔，使人成為
有靈的活人。（創 2:7）因此，行塗灰禮時，牧
者會在信徒的額上用灰畫一個十字架，期間伴
隨這句話：「因為你是從土地而出的。你本是

塵土，仍要歸回塵土。」（創 3:19）提醒我們的
本相只是分文不值的塵土，但因上帝對人的愛
眷，使我們成為有靈的人，並使我們因信基督
而成為上帝的兒女。其實世上有很多事物都會
蒙蔽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不見生命的本相。
世界運作的法則，叫人以為可以靠著自己的能
力，為自己賺取很多保障，例如房屋、金錢、
學歷、工作、朋友等。然而，聖灰日的灰叫我
們再次直視生命的真相―本是塵土、短暫無
常，也叫我們看清世上沒有一樣事物是永遠可
靠長存。因此，塗灰禮進行期間，還有另一句
常說的話，就是「你們要悔改，信福音！」（可

趙慧德
本院專任講師（崇拜及禮儀、聖樂）、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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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上帝藉祂的聖言邀請我們在花花世界中回
轉，選擇有永恆價值和真正有意義的事，就是
相信並倚靠基督，歸回上帝的懷抱，在地上活
出上帝創造我們生命的真正召命。

第三，灰是純淨的標記，象徵我們的生命
要被上帝淨化更新。剛才兩個有關聖灰的象徵
意義，加上聖灰日標誌著預苦期的開始，聽上
去的感覺都比較「消極」。然而，灰也有正面
積極的意義。灰是某種東西被燒盡淨化後的殘
餘物，因此，聖灰日的灰，象徵著我們的生命
被上帝燃燒淨化，我們的罪因而被消滅淨盡。
上帝「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

的慈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珥
2: 13）教會年的預苦期正正就是一個叫我們生
命得以重新轉向、經歷更新的時刻，藉著悔罪
禱告、禁食、服侍、奉獻等等的操練，我們靠
著上帝的恩典「去舊迎新」―除去舊我的罪
和一切阻擋我們親近上帝的惡習，以致我們可
以邁向一個更認識上帝、更愛上帝、更得上帝
喜悅的屬天新生命。

預苦期由「聖灰日」開始至復活日結
束，這是一趟與基督一起經歷「先死而後
生」的靈性旅程。過去兩三年，因著社會
事件、疫情、隔離、移民潮等，我們面對
很多的生離死別，生活很多時陷入「一
團糟」。趁著疫情後一切要「復常」
時，讓我們首先回到上帝面前，將
我們一切的憂慮、恐懼和面對的死

亡，一一帶到上帝面前，好好哀慟，求上帝憐
憫；又求聖靈光照我們，讓塗在額頭上十字架
的灰，提醒我們若不是上帝愛我們、賜我們生
命，我們都只不過是一堆塵土，不值一提。所
以，求上帝將我們生命中的雜質、惡習、驕傲
和自我等，一一消滅淨盡，幫助我們歸信為我
們背負十字架的耶穌，以祂的心為心，虛己服
侍，以致我們可以與基督一起迎接復活的榮
光。願上帝幫助憐憫我們！

3 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91期   2023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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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峻霄
本院助理教授（教會歷史、教父學、神學美學）

四旬期對應的英文 Lent 是古英語 Lencten 
「春季」的縮寫；拉丁語的四旬期是 quadragesima
（四十）；在希臘語中，Μεγάλη Τεσσαρακοστή 

和 Μεγάλη Νηστεία 的意思分別為「偉大的四
旬期」、「大齋戒」。四旬期的起始因教派不同
而異。西方教會的四旬期通常從週三聖灰日開
始，約六週後結束。這是一個靈性痛悔潔淨更
新的時期。初期教會通常在四旬期為準備洗禮
的慕道者舉行審查和驅魔。這個時期最重要的
屬靈操練就是禁食—基督徒效法耶穌基督在
曠野四十天禁食，勝過魔鬼的試探，並且紀念
基督的受難，為慶祝祂的復活做預備。

第二世紀的教父愛任紐在致羅馬主教維克
多的信中討論了復活節前禁食，這是關於這個
傳統的最早記載之一。 那時教會還沒有確定復
活節前禁食的具體形式。有些人認爲只在受難
日禁食，有些人認爲應該在受難日和安息日禁
食兩天，有些人認爲應該禁食四十個小時，即
從受難日下午直至復活節早晨，或從受難日早
上至安息日晚上。初期教會在聖週的受難日和
安息日禁食的傳統是根據馬太福音 9:15，耶穌
說 :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

他們就要禁食。」第三世紀時，許多人習慣於
在整個聖週禁食，只喝水，吃麵包和鹽，而最
後兩天什麼都不吃。《使徒教導》（Didascalia, 
21）和《 使 徒 憲 章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5.15） 都描述了這種禁食方式。

第四世紀時，四十天禁食已成爲教會的
普遍傳統。這個時期的教會法也規定了四旬期
禁食，例如《使徒教規》（Apostolic Canons）
的第六十九條，「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的
第五教規提到四旬期已是確立的教會節期。亞
他那修、耶路撒冷的西里爾、安布羅斯、奧古
斯丁、歷史學家尤塞庇烏斯等都記載了四十天
禁食的教會傳統。亞他那修所寫的一系列的節
日信件是復活節前四十天禁食的最重要證據。
他强調了信徒四十天的禁食的必要性。奧古斯
丁也寫了大量的關於教會年曆節期的講道。在
第 209 篇講道中，他指出四旬期的屬靈意義：
「這個莊嚴的季節來臨了，我提醒你們爲了靈
魂的益處要多行善，節制身體，因為這四十天
在整個世界都是非常神聖的。在接近復活節的
時候，在基督裡與上帝和好的整個宇宙都以讚
美的奉獻來慶祝這些日子。」 在第 205 篇講道

初期教會的

禁食傳統與四旬期

Phyllis
1

Phyll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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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奧古斯丁說：「四十這個神秘的數字象徵
著整個人生，因為胎兒在子宮裡需要四十週
長成；四福音書與十誡相乘正好等於四十；
摩西、以利亞和主耶穌都禁食了四十天。」 因
此，奧古斯丁强調，禁止荒宴醉酒、妒忌、紛
爭不只是四十天的操練，而是基督徒一生的
屬靈操練。在第 206 篇講道中奧古斯丁告誡
會衆：
「隨著一年週期結束，四旬期來臨，我勸勉

你們靈魂應當與這個季節的靈性主題保持

和諧。你們應當為主做工。你們的善工不是

對主有益，而是對你們自己有益。一年中的

其他季節也應該因基督徒的祈禱、禁食和施

捨而發光。但是，四旬期應該喚起那些平時

鬆散懶惰的人操練靈魂和身體，通過謙卑和

仁愛，通過禁食和施捨，通過節制和寬恕，

通過分享祝福而不是報復，我們才能脫離邪

惡的轄制，我們的禱告通過踐行良善，才能

追求並實現和平。」

第五世紀的教宗利奧一世認為四旬期的
禁食是使徒的規定。他的講道也宣告復活節
前禁食的目標和意義就是為靈魂預備，為慶

祝復活節的奧秘做準備，是內在生命淨化和成
聖的時期。這個時期不僅要為過去的罪懺悔並
改掉惡習，也要實踐所有美德，特別是施捨、
和解、消除敵意。利奧宣佈在四旬期禁食、
悔改、禱告、行善、和解，是所有基督徒的
責任。

綜上所述，隨著最初的禁食傳統的發展，
在其他方面的屬靈操練也逐漸興起，並且擴展
至復活節前四十天禁食的教會節期。四旬期虔
敬禁慾的傳統對於初期教會的靈性復興非常重
要。早期教父們告誡信徒在四旬期要以美德和
刻苦禁食效法基督。後來，教會法明確規定信
徒在整個四旬期應當操練禁食、行善、與仇敵
和解。

 

1. Eusebius, Church History, 5.24.11-18.
2. Augustine, Sermons on the Liturgical Seasons, Sermon 209.
3. Ibid., Sermon 205.
4. Ibid., Sermon 206.
5. Leo, Sermon 44.2; 47.1.
6. Leo, Sermon 40.5.
7. Leo, Sermon 48.1.

網圖：耶穌受試探

Phyllis
3

Phyllis
4

Phyllis
5

Phyllis
6

Phyllis
7



6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91期 2023年 3 月

曾浩賢
本院院長

四十而不被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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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預苦期（或稱大齋期）是四十天？這
是因為「四十」這個數字常在聖經出現，而
且往往與淨化或預備迎見上帝有關。例如：洪
水淨世四十晝夜；以色列人因罪之故在曠野飄
流四十年，才能進入迦南美地；摩西上西奈山
四十晝夜領受法版；以利亞走了四十晝夜到達
上帝的山 - 何烈山。而按三代經課，預苦期第
一主日崇拜必會誦讀的「耶穌受試探」經文，
耶穌也是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

主耶穌禁食四十天後，面對魔鬼的三個試
探。三個試探分別位於三處不同的地方，筆者
嘗試按路加福音 4:1-13，以這三處地方與讀者
分享三點反思。

第一處地方是「曠野」。經文記載主耶穌
在曠野四十天，他沒有吃甚麼，日子滿了，他
餓了。（路 4:2）意思是主禁食的日子滿了，肚
餓的他可以吃東西了。那時，魔鬼前來對他
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叫這塊石頭變成食

物吧。」這是個怎麼樣的試探呢？在曠野荒蕪
的地方，沒有食物，只見石頭。這試探的重點
就是在一個看似無法滿足自己基本需要和渴望

的處境下，耶穌因受聖父差遣而作一個有限
制的人，他會想甚麼？做甚麼？魔鬼正是引
誘耶穌不要再受限制，運用聖子的能力來解
決所需。主耶穌沒有落入這試探，反而以申
命記 8:3 這經文來回應。這節經文的前後文提
到，摩西提醒以色列民要記得上帝如何在曠野
引導他們四十年，不單賜下嗎哪，而且說：
「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

有腫。」（申 8:4）讀完申命記這數節經文，我
們便更清楚明白魔鬼是在激動耶穌忘記聖父的
旨意和安排，激動他不要倚靠等候，要用自己
的能力，按自己的心意和時間來處理問題。那
麼，當我們有著很大的需要和渴望，那怕這些
渴望並非過份，而是相當合理，但周圍只看見
四處石頭的曠野，看不見何時何法可以得到滿
足，那我們會想甚麼、做甚麼呢？會否二話不
說便把上帝拋諸腦後，或是埋怨祂只見石頭？

第二處地方是「高山」。在曠野看到的是
缺乏，在高山看到是榮華和權柄。魔鬼領耶穌
上了高山，表示只要向他下拜，眼前萬國中
的榮華權柄都可以賜給他。這是個怎麼樣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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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否信實。魔鬼雖熟悉聖經，但他是懷著一
個錯誤，而且邪惡的動機來讀，他也希望耶穌
以此動機來讀。主耶穌沒有落入這試探，他同
樣以聖經的話，以純全的動機來回應說：「經

上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就著這
次試探，我們要留意的是，魔鬼會在神聖的地
方，用神聖的說話（聖經）來叫人跌倒。其實這
也不算陌生之事，在教會歷史中，的確有罪惡
和傷害在教會中發生；的確有人利用聖經來成
就或掩飾自己的惡念與罪行。當然，這樣說不
是叫大家對神聖的地方和話語失望，而是我們
要警醒並彼此守望，不要輕易落入試探，以錯
誤的心態和動機來站在這神聖的地方，聆聽這
神聖的話語。

禁食四十天的主耶穌，讓我們看到他的清
醒。他把魔鬼的試探看得清清楚楚，並且以聖
經的話克勝各種誘惑。在這預苦期的四十天，
讓我們一同過安靜和克己的祈禱生活，祈願聖
靈幫助我們能一天比一天清醒，看清魔鬼在曠
野、高山和聖殿的各種試探，並以聖經的話來
克勝！

探呢？權柄、榮耀和富貴，是很多人都想得到
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或許魔鬼不用領我們
到高山，只帶我們去半山便已經極其吸引了。
不過，要獲取這些的條件是要向魔鬼下拜，亦
即是不再以上帝為上帝，而是以魔鬼為「上
帝」。再者，耶穌作為聖子，天下萬國根本是
屬於他的，只是他因聖父的旨意，自甘卑微，
成為平民百姓，這才會有這一幕。綜合來說，
這試探就是利用人性中對權柄、榮耀和富貴的
嚮往，要人不再順服上帝的旨意，更甚是背叛
祂，轉投魔鬼的門下。這樣，無論大山小山，
我們又有沒有因對權位和名利的嚮往，而落入
了這個試探當中呢？

第三處是「耶路撒冷的聖殿頂」。聖城耶
路撒冷是一個神聖的地方，聖殿更是神聖中
更神聖的地方。魔鬼就在這處試探耶穌說：
「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從這裏跳下去；因

為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保護

你；他們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

上。』」魔鬼是次所引用的聖經，是利用詩篇
91:11-12 的應許，來引誘耶穌試一試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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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老師

葛立道博士（Dr. Stefan Gradl，德國）

葛立道博士於 2020 年由德國 Mission EineWelt 派駐本院，教授
宣教學、基督教教育及牧養神學。葛博士成長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
2004 年獲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頒發神學博士學位（系統神學及
倫理學），特別對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及馬
丁路德神學有研究。葛博士於 2002 年受牧師職事，是德國巴伐利亞
福音信義會牧師，又曾於荷蘭和比利時教會服侍。葛博士外形沉實穩
重，內心卻是温柔熱誠，且是烹調高手。

彭仕基博士（Dr. Friedemann Barniske，德國）

彭仕基博士獲德國 Mission EineWelt 派駐本院，2021 年 10 月偕
同妻兒一家五口抵港，教授系統神學。彭博士出生於柏林一個牧師家
庭，受父母薰陶，步武雙親，於 2013 年受牧師職事，服侍德國巴伐利
亞福音信義會。彭博士於德國讀神學時與妻子結緣，並於德國及耶路
撒冷等地修讀神學，2018 年獲 Augustana-Hochschule Neuendettelsau
頒發神學博士學位，特別對黑格爾哲學和馬丁路德神學有研究。

杜柏文博士（Dr. Samuel Dubbelman，美國）

杜柏文博士獲美國福音信義會派駐本院，2022 年 10 月偕同妻
子及 5 歲兒子抵港，教授教會歷史。杜博士出身福音派背景，在神
學院修讀馬丁路德生平和神學時遇到巨大衝擊，神學院畢業後進入美
國波士頓大學，師從 Dr. Christopher B. Brown（《路德文集》（Martin 
Luther’s Works）美國版總編輯，第 56-75 卷），於 2022 年獲哲學博
士學位，專長馬丁路德研究。

林培芬
主編

具國際視野的學習環境

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囑咐門徒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信義宗神學院是匯聚
「萬民」的小群體，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師，提供多元又豐富的知識傳授、生
命見證，能拓闊神學生的識見和視野，成為楷模，預備作主謙卑服侍的忠僕。
本文略述現時三位駐校老師和三位訪問學者，以供讀者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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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主差派祂的僕人，離開本鄉，遠渡來港，傳授知識，成為楷
模。他們既豐富本院的學術交流，加深群體的多元化，又拓闊本院的國
際視野和學習氛圍。歡迎讀者瀏覽本院網頁或報讀課程，認識更多，成
為信神群體的一份子。

夏若格博士（Dr. Jukka Helle，芬蘭）

夏若格博士獲芬蘭差會派駐本院，2022 年 8 月抵港，教授宣教學、
處境神學、崇拜與禮儀。夏博士於 2018 年獲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頒發神學
博士學位，來港前擔任芬蘭庫奧皮奧教區宣教及國際事工執行幹事，又
在泰國不同的神學院和大學擔任講師長達十七年之久。夏博士欣喜重回
亞洲，視之為延續他在泰國的服侍。夏博士擁有漂亮聲音，能唱出悅耳
詩歌，特別對處境神學及宣教學有研究，也是靈修導師。

海外訪問學者

賴約楠博士（Dr. Göran Larsson，瑞典）

賴約楠博士是古典猶太研究專家。1980 年獲瑞典倫德大學頒發神學博
士學位，2007 年在該校任猶太教研究講師。賴博士曾長駐耶路撒冷的瑞典
神學院擔任院長（1994-2002），現為賴約楠禧年基金會猶太教與基督教關係
主任（Director of the Göran Larsson Jubilee Foundation for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賴博士既是學識淵博的學者，也是瑞典教會的牧師。賴博士於
2014 年開始在本院授課古典猶太研究，為人熱誠，深得學生愛戴，時有慕
名而來的學生。

艾雲博士（Dr. Torlief Elgvin，挪威）

艾雲博士是聖經及猶太研究專家。1998 獲希伯來大學頒發哲學博士
學位，自 1992 年起成為死海古卷出版項目團隊成員，昆蘭研究北歐網
絡協調員（2003-2007），現為奧斯陸 NLA 大學的聖經和猶太研究教授，
並著力領導一群挪威學者出版死海古卷及挪威文的史格尹珍藏（Schøyen 
Collection）。艾博士是聖經研究和死海古卷的專家。

杜恩伯博士（Dr. Robert Doornenbal，荷蘭）

杜恩伯博士是教授牧養神學。杜博士獲荷蘭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頒發哲學博士學位，牧職於當地一間超過二千名教友的教
會。杜博士擅於教導和牧養，又是當地一間大學的神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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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的恩典，讓我能夠獲得「香
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第 35 屆神學獎

學金」。在學習方面，我從來都不是出類拔萃
的學生，很多時候只是勉勉強強的達到要求。
所以，當上帝呼召我讀神學的時候，我是戰戰
兢兢的踏上這神學學習之路。記得在第一年的
學習中遇上第一個測驗，在溫習時我害怕得哭
了，因為覺得自己力有不逮，未能在數星期內
溫習好五卷經卷的內容，感到壓力很大。幸好
有同學們自發組織的溫習小組，當中我們一同
溫書、分享筆記，讓我感到被陪伴，即使面對
困難的測驗，仍因此能有勇氣面對挑戰。同學
們不但一起溫習，還會在校園內一同討論神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神學獎學金得獎同學分享  
張淑嫺 （道學碩士三年級）

議題，在討論中除了更認識上帝的心意，也更
認識彼此。三年的學習中，我實在很感恩有同
學們的同行與鼓勵。另外，信義宗神學院的老
師們熱心教學，除了教授知識，也特別看重我
們的生命成長，在校園中常常會碰到老師與同
學聊天，關心同學的學習進度、生活近況，透
過很日常的相處與同學建立關係。我與很多老
師們都建立了珍貴的友誼，他們是我的良師益
友，也是我學習時的最大幫助。謝謝天父一直
的引領，讓我今天能藉此整理一下神學生活的
點滴，並對上帝、華聯會、神學院、老師及同
學表達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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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消   息

院長動態

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與周兆真榮休院
長到荷蘭探訪 Protestant 
Theological University 
(PThU) 及 Kerk in Actie 兩
所伙伴機構的同工，期
間亦與 Dr. Tjeerd DeBoer 
( 本院前副教授 ) 和 Dr. 
Robert Doornenbal ( 本院
訪問學者 ) 晚膳。

 2022 年 12 月 1–4 日與周兆真榮休院長到德國
 Neuendettelsau出席由 Mission EineWelt 及

Augustana Hochschules 聯合舉辦的學術研討會。
 2022 年 12 月 5–7 日到泰國曼谷出席東南亞
神學教育協會 (ATESEA) 董事會會議，期間亦
到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Thailand 及
Lutheran Seminary of Thailand 探訪。

 2022 年 12 月 20 日於網上出席 LWF Christmas 
Celebration Asia Region，並負責聖誕信息分享。

 2022 年 12 月 21 日與本院內地同學出席香港華
人基督教聯會內地神學交流小組所設的午宴，聚
會中聯會頒贈給內地及本地同學的書金和助學
金，謹此致謝。

 2023 年 2 月 11–12 日晚上出席元朗基督教聯會
新春培靈會，並擔任講員。

 2023 年 2 月 17 日與教授部一同出席香港神學教
育協會的周年聚會。

學院動態

 2022 年步行籌款「同行勵『緬』」為緬甸助學金
籌款，目標港幣 70 萬元，蒙上主恩佑，眾肢體
參與和支持，籌款達標，總籌得港幣 885,750。
感謝上主！

 2022 年 12 月 9 日週五講座「密契神學與路德」
由本院助理教授杜柏文博士主講，現場及 Zoom
網上直播，總參與人數 125 人。

 2023 年週五講座【路德多面睇】系列，第一講「路
德的宗教改革對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音樂的影響」
於 2 月 9 日在本院明節堂及 Zoom 網上直播，由本
院助理教授柏峻霄博士主講，總參與人數105人。
2023 年獻身營「憑信．踏上」於 2 月 18-19 日
在本院舉行，求主帶領參加者，聆聽主聲，憑信
踏上事奉之路。

教授及職工動態

 蕭柱石博士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離職，現以本
地訪問講師身分繼續在本院任教。

 衛樹深先生（工友）於 2023 年 2 月 7 日起退休，
並以義工身分繼續服務本院。感謝上主！

 彭仕基博士於 2022 年 11 月 2 日出席秘魯舉行
的學術會議 "III German-Latin American Congress on 
Hegel’s Philosophy (31/10--4/11)" ，在網上發表論
文 "Religion und Gottesgedanke. Zur theologischen 
Bedeutung von Hegels Religionsphilosophie"。
彭仕基博士最近出版了一篇經同行評審的論
文 "Negative Sublimity. Hegel’s Description of 
Jewish Religion."  輯於 The Being of Negation in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2022), pp.439–453.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13862-1_25 
杜柏文博士於 2022 年 10 月 21 日出席美國
Villanova University 舉行的學術會議 "Patristic, 
Medieval, Renaissance Conference,"  在網上發表論
文 "Wir sind Kinder alle: Martin Luther’s early critique 
of contemplation, 1513–1522." 

 杜柏文博士於 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香港中文大
學哲學系的 The Mysticism Circle，親身發表論文    
"Martin Luther and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杜柏文博士於 2022 年 11 月 22 日出席美國丹
佛城舉行的學術會議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Conference"，網上發表論文“Mystical 
Theology and Martin Luther."

 何善斌博士於 2022 年 11 月 19-22 日前往美國
出席丹佛城舉行的學術會議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Annual Meeting"，在三個不同的聖經
研究小組中，發表三篇論文 :

 "Constructing Christ-followers' Identity in a Spirit 
World: the use of "spirit" language in 1 Cor 12:1-13."  
（邀約發表）

 "Temple Action and Forgiveness Sayings as Social 
Identity Formation: Significance of Faith Prayer and 
Forgiveness Prayer in Mark 11:20-25 to the Gentile 
Readers."

 "Moses and Christ in the Wilderness Narrative: 
Theological Resonance of 1 Cor 8:6 in 1 Cor 10."

 何善斌博士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春
學期放安息年假，求主賜福他在安息年中能專心
研究。

到訪嘉賓

2022 年 11 月 24 日校友張子元牧師帶同基督教
信義會深信堂兄姊到本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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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9 日挪威差會李秀芳女士及張雅各
牧師帶領一眾同工到訪本院。
2022 年 12 月 10 日校友林春暖牧師及實習神學
生徐家慧同學帶同基督教信義會鴻恩堂一眾導師
及小朋友到本院參觀。

2023 年 1 月 18 日
紐約神學教育中心
總監丘放河博士
及副總監（研究項
目）許開明博士到
訪本院

學生會消息

校友消息

 本院校友於 2022 年 11 月 27 日獲基督教香港崇
真會按立聖職，名單包括如下：
卓誌雲姑娘（2018 神學學士）受按立傳道、何志
堅先生（2022 教牧輔導學研究碩士）受按立傳
道、黃麗芳姑娘（2015 神學學士）受按立傳道；
蘇媛慈宣教士（2006 道學碩士）受按立為牧師。
求主賜福祂的眾僕人，持守真理，宣講美好福音。

 本院校友黃家渭傳道 (2009 道學碩士 ) 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獲中華完備救恩會按立為牧師。求
主賜福祂的僕人，牧養群羊，見證基督。

 恭賀校友陳冠賢博士（2019 神學博士）以博士論
文〈藉話語創造：路德的三一創造神學〉榮獲「周
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2021 年佳作博士論文獎。

學生消息

 本院楊芷茵同學 ( 神學學士）與鄧展鵬先生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本院明節堂舉行婚禮。祈
求上帝賜福他們的新家庭幸福美滿！

 本院張淑嫺同學（道學碩士）榮獲香港華人基督教
聯會第三十四屆聯會神學獎學金。榮歸上主！

2023年2月9日美國
福音信義會 (ELCA)
亞 太 區 域 代 表
Jessica Derise 牧師
到訪本院。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感恩 2023 年中心順利舉辦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
基礎課程，願主帶領學員未來半年的學習，身心
靈同步成長。
2022 年 12 月 9 日，中心總監林雪文博士應樹仁
大學心理學系的邀請，主領「生死體驗工作坊」，
珍惜與一班大學同學同行，探索生命，審視人生。

2022 年 12 月 17 日校友陳慧冰牧師帶同基督
教香港信會天恩堂學道班學員和兄姊到訪本院
參觀。

 感謝挪威差會一眾隊
工於2022年12月9日

 到訪中心，彼此有美
好分享，彰顯主愛流
動於不同疆界；期間
並禱告記念中心未來
的輔導服侍，祝福更
多社群。

 神學院聯合足球比賽於 2022 年 12 月 21 日舉
行，本院師生一同參與，樂在其中！

 2023 春學期旅行於 1 月 13 日舉行，早上有敬拜
和退修，下午一同 BBQ ！

鳴謝許允甜先生為本
院110周年院慶設計徽
號，本院衷心感謝！

【本院榮休教授李嘉恩博士主懷安息】
本院榮休教授李嘉恩牧師博士於 2023 年 2 月 19
日在美國安息主懷。李博士於 1993 至 2014 年間
受美國福音信義會差派到本院任教，忠心服侍，風
趣幽默，關愛學生，貢獻良多。本院無言感激，
亦謹此致哀，緬懷德範，求主安慰李博士的家人。



14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91期 2023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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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一月至十一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個人奉獻	 $3,099,306.65	

教會奉獻	 $1,268,800.81	

學費	 $6,132,528.71	

學生宿費	 $718,575.00	

學生膳費	 $748,066.00	

租借校園	 $1,000,662.00	

膳費	 $36,364.00	

利息	 $118,397.06	

印刷	 $17,856.10	

會員教會津貼	 $1,382,700.00	

差會津貼	 $794,245.49	

延伸課程	 $342,395.20	

其他	 $936,710.66	

步行籌款	 $573,455.00	

	

	

	

	

	 $17,170,062.68	

虧蝕	 ($2,682,626.50)

	 $19,852,689.18	

支出

薪金、強積金	 $12,952,338.74	

水、清潔、電話費	 $161,275.40	

電費	 $337,366.94	

膳費	 $336,918.34	

差餉	 $606,619.00	

印刷	 $107,133.24	

校巴	 $95,561.84	

延伸課程	 $228,657.50	

設備	 $508,612.72	

郵費	 $16,750.80	

差會助學金	 $587,816.68	

圖書館	 $271,942.61	

維修費	 $769,575.98	

學費優惠	 $88,107.00	

其他	 $592,623.94	

折舊	 $1,517,933.45	

助學金	 $673,455.00	

	

	 $19,852,689.18	

	

	 $19,852,6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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