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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職員簡介與感言 
 

校友會於 2012 年 9 月 10

日舉行周年大會，並選

出新一屆 (2013- 14) 職

員。當選職員即時拍照

留念，由左至右排列芳

名﹕方克信、李國泉、

黃承香、古菊圓 (後請

辭)、梁銘 (榮譽會長)、

楊慧玲、張惠恩、葉雪

鳳、陳淑玲、李德裕。 

 

 

會長感言                         楊慧玲校友 (1982 BRE) 

我是楊慧玲, xx 年 12 月 24 日在香港出生, 已婚並育有两名兒子, 

在香港接受教育。 1978 年蒙召進入信義宗神學院就讀, 1982 年宗教

教育學士畢業, 牧會十年。 後隨夫移民到新加坡定居, 在新加坡牧會

和被按立為牧師。 在新加坡定居 18 年後, 蒙主帶領於 09 年聖誕節回

港並於 2010 年一月在香港信義會信望堂侍奉。 

 

我很感謝主安排和帶領我在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 感激每一位

教授對我悉心的教導和栽培, 亦很珍惜與同學之間的相處和懷念在

神學院宿舍的生活。 我對神學院很有歸屬感, 故此我一直支持信義

宗神學院和校友會。 當我在新加坡定居, 每當接到信義宗神學院校

友會的通訊, 我都會急不及待的閱讀。 當我回港事奉, 很自然就参加

校友會所舉辦的活動, 並被選為校友會職員。 雖然我現在的事奉非

常忙碌, 但我感謝主讓我有仍然有機會成為神學院校友會的職員。深

盼透過校友會這平台, 校友們能彼此支持, 互相分享, 協助神學院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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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心                        副會長黃承香校友 (1985 BTh) 

    自 1985 年神學院畢業後，慶幸能加入校友會的大家庭中成為一

份子。 雖然每年都要繳交會費，但卻感到開心快樂的。因為只有校

友才有資格參加校友會，這是上帝賜恩給我的明證。二十多年的日子

中也參加了十多年職員會的事奉。 這段期間，小弟體會校友對校友

會的參予是十分重要。  

    校友可以作是甚麼？就是持守那顆起初奉獻給上帝的心。 「你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譯：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上帝要求信徒的也就是一顆不變的

心，這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價值。人與人相處之道也是「講心」而不

是講金。但是，如果沒有心，我們就只能講金。俗語云：「如果金錢

可以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可見，金錢以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因素

存在。「講心」是要牽涉三方面的事。 

 

1. 講感受 

    校友怎樣講「感受」？ 就是回想昔日老師們的教導和生命見證。

記得，那些年，在校住宿學習的日子中，有些同學（有時，自己也有

份）常會觸犯院規，不出席早操，早、晚禱會，不按時回學院，忘記

去做校園服務....或者在背後批評老師作事不公，埋怨他們偏袒某些同

學，故意苦待某些同學....的錯誤行為。 但是，老師們總是淳淳善誘、

毫無怨言地盡心竭力地教導我們，他們忠心愛主的生命見證在我們的

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多年來，老師們不辭勞苦，為教會福音的需要，捱盡了多少辛酸、

花盡了多少的心思、作出了多少忍耐的功夫、說遍了多少勸勉的話、

包容了我們多少的過失， 這一切都是非筆墨所能言全。 我們或許會

忘記點點細節事情，但是，沒有忘記他們每一張和靄慈祥的面容；尤

其是神學院中的一花一草一木，更是歷歷在目。 這個校園實在給我

們太多回憶了。 往事如煙，情景雖不再，但是片片甜蜜往事卻深蔵

在每位校友的心中，這就是我們的感受。 

 

2. 講團結 

    自古以來，團結是成就事情重要關鍵。 我國有句話：「眾志成

城」，又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作為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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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友，我們更需要團結。 要團結就要從上帝賜給我們的心開始，

這是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命令，也是從祂接受的恩典。 「我必用清

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

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

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

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中守遵行我的典章。」(結

36:25-27)  

    上帝賜我們新的心，是要我們團結。 團結是需要有組織、有方

向才能扎實持久。 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的日子，除了上帝的話語

外，也是藉嚴謹的組織來維繫。 今日，上帝也藉校友會來團結我們

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校友們，好叫我們可以向神學院表達感恩之情。

有效的組織是需要一些特性來維繫，就是旗幟鮮明，目標清晰，方向

正確，分工有序。 這樣，大家就能按各人的能力作出貢獻。 很多人

不願意付出的因為是不想浪費資源，也不願做一些徒勞無功的事。 可

見，「心」是需要凝聚和牽引，更需要一個有效的組織來推動。 

 

3. 講承擔 

    每樣事件總會有內外之分，外表是可看見的形體，內裏是薀蔵深

處的力量。 一般來說，必先有內裏的本質才能有外形的出現，外形

就是內裏本質的表徵。 可是，若沒有不斷的更新變化的本質，外形

會因時代的不同的轉變而被漸漸淘汰，失去了本來存在於時代的意義

和作用。 「承擔」，並不是只講求維持現狀，而是要秉承昔日創辦的

原意，在現今的時代中作得出色，把事情幹得更美好。 

    小弟這樣說並不是唱高調，而是想向大家說聲道歉，多年來，在

校友職員會的事奉都感到很虧欠，未能盡善盡美把事情做得更好，求

主憐憫。當神學院慶祝一百周年之際，這種感覺更加強烈。這數十年

來校友會仍未能充份發揮協助神學院推動神學教育事情，沒有把昔日

創辦的精神（宗旨）發揚光大，團結校友回饋母校？「承擔」，真的

並不是一種外顯的行動上，更是一種從心底發出的永遠不變的力量。 

 

    人的心是世上最難猜透的東西，較深海探秘和外太空探索更難。

聖經有這樣的一句話：「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

果報應他。」(耶 17:9-10) 我們感恩，上帝認識和了解我們，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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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過犯待我們。 祂藉耶穌基督的犠牲救贖，賜我們永生，又呼召

我們一生事奉祂，傳揚祂的救恩。 上帝希望祂的眾僕人使女都能拿

出一顆真摯的心，以愛相處。「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2:5  
 

 

覺醒 (Awareness)             葉雪鳳校友 (2009 MA 教牧輔導) 

大家好!  我是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職員，在財政這個崗位服侍校

友。大家想交會費做永久註冊會員的話，歡迎聯絡我。祝主恩滿溢! 

 

教會年預苦期英文 (Lent) 原文是指「春天」及「延長」之意。 春

天具有萬象更新之意，在屬靈生命上，表示我們要有新的開始。如使

徒保羅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

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而預苦期的希臘文（tessarakoste） 及拉丁文（quadrogesima），意

為復活節之前 40 日的時間 (2013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30 日，不包括

星期日)。 大公教會的傳統一向重視這一段特別的時間，又稱大齋

期；不作婚禮借堂等喜慶事宜，多作屬靈生命的操練，多作深入的反

省。讓屬靈生命進入悔罪和更新，預備心靈，迎接基督復活日子的蒞

臨；並且體驗主，捨棄天上尊貴；為我們付出生命，甘心樂意捨己；

活出愛與關懷的生命!  

 

親愛的校友，每時每刻，反省自己的生命，確實重要。 

 

本人在去年年底，身體抱恙，一共進出醫院三次 (因腎結石原故

而進行了一次全身麻醉、一次半身麻醉的手術並一次婦科手術) 。在

患病康復的過程中，我寫了一篇反省生命的文章，給我現時牧會的真

理堂肢體分享。 在此亦與校友們分享。我將這篇文章訂定的題目為 

“覺醒” (Awareness) ，藉此反思：生命中最永恆可貴的，是 GOD

和愛 (Agape: Unconditional love)。內容如下： 

 

大家好，今年新年，除了忙碌於打掃家居，也會忙碌於預備賀年

用品。 我覺得“打掃”這個詞語很有意思。“打掃”，好像放棄、

放手、放下，是除舊迎新的心情、喜悅的心情! 



6 
 

 

「不要驚動他，讓他情願。」這番話，在聖經《雅歌》書卷中一

共出現了三次。 一方面，是上帝給人自由意志，讓人可以有空間梳

理人生，打掃、打量自己的生命；從而發現生命中黑暗與光明兩面。

當我們內心在掙扎著如何自處的時候，上帝仍舊給予我們空間，打

掃、打量自己的生命；直至那一刻，明白了，明白了，真的明白了﹗

結果，甘心樂意放棄、放下、放手。 這時候，心靈經過洗滌、掙扎；

掙扎過後又明白，那時候的心情，就像大掃除一樣的心情，是情願的、

是甘心樂意的。 感謝天父上帝，給我們自由意志的恩典！ 

 

感恩，因為內心掙扎過後，心靈看破今生的世情、名與利並心靈

被主的愛充滿，感受到永恆、愛我們愛到底的主上帝。 

 

   主上帝呀﹗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典的血我不 

   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詩篇 16 篇 4、6，大衛的金詩)          

 

求主施恩憐憫，幫助我們建立由大齋期至復活節 40 天屬靈生命

的操練，常常每年都在這一段特別的時間，安靜主前，省思己過! 奉

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感謝學院                         張惠恩校友 (2008 BTh) 

 

感謝學院的栽培及在學時得校友們的恩待。 盼望能聯繫大家與服侍

大家，因而參與了校友會職員會，現已兩年多。 當中大家十分和諧，

愉快，彼此鼓勵，關懷，不分彼此地互相有美好的配搭之氣氛來服侍，

是非常的寶貴。 誠意邀請大家更多參與校友會的活動及參與服侍。

讓大家能更多彼此認識及交流服侍心得，關懷學院及校友的需要。 願

主耶穌賜福及常與大家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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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以憐憫的眼光揀選了卑微的我    李德裕校友(2011 MA 神學) 

我在一九九七年於中山市購置了一套渡假屋的時候，我為自己退

休後的生活訂下了一個計劃、在心中編寫了一些願望理想，和為將來

譜畫一幅夢想的圖畫。 我腦中的大計，就是要在二零零九年退休之

前，完成在香港大學進修的犯罪學博士學位。 我的心願，就是可以

親眼見證兒女步入教堂舉行婚禮。 而我的夢想，就是在寧靜的中山

市，享受我的退休生活。 由於工作太忙、加上後來意外受傷，結果

不能如期的完成我的博士學位課程。 女兒亦在我退休的那一天出

嫁，而今天兒子正在中文大學修讀物理學，看來還要數年的時間，才

能目睹他的婚禮。 我在退休之日，亦修訂了我的夢想圖畫，而進入

了信義宗神學院修讀神學。 

 

我下了很大的決心，在二零零九年進入神學院，我同時亦更改了

我的計劃和夢想。 我計劃是以平信徒的身份在教會事奉，但我的心

願依然沒有改變，就是能夠見證兒女成家立室。 在二零一一年我完

成了文學碩士（神學）的學位，隨即亦開始進修神學碩士課程，我主

要的修讀範疇是教會歷史，所以我既是校友、也是同學。 我的夢想，

就是可以在香港、或者內地的神學院事奉。 我在二零一三年開始，

亦多了一個身份：信義宗神學院的圖書館助理。 由於我在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經已完成課程所要求的，所以就不用再上課，而可以專心的

在神學院上班。 但我亦多了一個身份，就是被選為校友會的職員。 

 

被選為校友會的職員，我帶著一顆驚喜的心接受這份任務。 令

我驚訝的是，我是一個卑微不配的人，實在難以擔當這項沉重的任

務。在我們的校友當中，不少是牧者傳導人、或者在神學界執掌牛耳

的前輩，我只不過是一名神學新丁。 面對著各位校友，我感到驚訝

的是有機會在校友會中出任服侍的工作。 被委派出任關顧的職位，

我內心的喜悅真是遠超過我自己的期望。 我知道關顧的工作是一項

重大的挑戰，但我相信我會從關顧的服侍中，能夠從各位校友身上，

學習更多。 這亦是我有一顆喜悅的心的原因。 

 

二零一三年是信義宗神學院的一百周年院慶，同時亦標誌著我人

生下半場的開始。 為了基督的緣故，我要學習謙卑順服，從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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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學習，如何服侍眾人。 

 

 
微小的服事                       方克信校友 (2007 MDiv) 
 自從畢業以來，就在堂會中服事。很慚愧的說，在這接近六

年的時間裡，參與校友會的活動不多，能回饋學院的就更少。 

 

 當被選上擔任校友會職員時，頭一個內心反應是想逃避。 但

感謝上帝，祂叫我留意到坐在四週的前輩牧長、老校友們，他們肩上

的擔子重得多，走過的路遠得多，卻未減他們對學院，對校友會的關

愛。他們的楷模，阻止了這個「小我」去誇大自己的壓力！ 

 

 就這樣，我成了新一屆的職員。 如同在任何事奉的崗位上，

感謝上帝的恩典，感激校友的信託，容我作微小的服事。 

 

 

感恩祭                           李國泉校友 (2001 DMin) 

 我是專業社工。神感動我又修讀神學，心志是將社會工作與

神學作一些實質的結合。 我在白田村校園年代一方面做青少年中心

前線社工，一方面在母校修讀道學碩士 (1987 畢業)。 期後又一邊擔

任社工行政，同時在道風山校園修讀教牧學博士 (2001 畢業)。 

 

 我相信無論在教會或機構事奉，無論受薪或義務，只要是神

的呼召，都有神的心意，都是事奉神與眾人的好機會。 既然今次被

校友選上，我很樂意參與校友會的事奉，更十分樂意負責通訊的出版。 

 

 今屆校友會職員的組合很奇妙，各有不同恩賜和經驗，當中

肯定有我學習的對象。 盼望未來兩年，我們一班職員在會長楊慧玲

牧師的領導、榮譽會長梁銘牧師的提點、羅永光教授的意見和神學院

拓展部同工的協助下，成為一隊精兵，同心合意為神學院和校友有所

貢獻。 今屆校友會適逢母校百周年紀念，有一連串慶祝活動。 因此

希望校友會可以和母校配合，獻上神所喜悅的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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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陳淑玲校友 (1996 MRE) 

我過去兩年在校友會是負責出版校友會通訉，我與合作的嚴牧師

都不熟悉文字編輯和電腦排版。 感謝主! 為我們預備很多的小天使

恊助和幫忙。 

   

校友會職員會各有職位又是團隊，前主席黃承香牧師替我們電腦

排版、印刷，借出教會地方，讓我們職員，校友一起貼郵票入信封。 

黃牧師教會信徒更協助將近 1 千封的信件拿去郵局寄。 在過程中，

感受大家的合一和對學院和校友會的關心。 

  

另在我母親病危，職員會接納我缺席會議去探母親，並為我母親

禱告。 當晚我母親決志信主，我離開醫院前她又反口! 之後，我數

次探她，她都記得自己信了耶穌。 她的喪禮沒有用基督教儀式，但

職員們的關心和慰問，特別周院長及羅博士的電郵慰問，都成為我的

鼓勵和安慰。 

  

感謝主！讓我在校友會的職員會裡的事奉，經驗「施比受更為有

福。」 

 

新年度仍是負責出版校友會通訉，為環保愛護地球，今年嘗試改

為電子版，希望校友們積極參與。 
                                        

 

兩屆校友會事奉感言            謝伯聰校友 (2006 MA 神學) 

感謝主賜給我有機會在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擔任兩屆職員。 第

一屆是 2007-2008 年度職員，第二屆是 2011-2012 年度職員。 在這兩

屆的事奉裏我在主裏獲益良多。 

 

2007-2008 年的會長是黃承香牧師，副會長兼出版是侯健婉牧師。

感謝主我從校友會職員身上學到很多屬靈的功課。 他們不辭勞苦地

為神學院校友會貢獻出他們的力量。 多謝侯牧師在信義宗神學院通

訊完全擺上與其他職員一起來製作通訊和郵寄到幾百位校友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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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使用侯牧師擔任 2009-2010 年會長一職，帶領校友會的事奉。

黃牧師由於校友會章程關係，在校友會擔任職員八年後，便要暫停校

友會職員職務一屆為期兩年。 我在校友會擔任文書的事奉，所以有

機會與會長黃牧師聯絡有關會議紀錄的內容。 黃牧師每次會議後都

很有耐性來幫助我在撰寫校友會會議紀錄上面更清楚和準確。 當然

其他職員都很盡力在校友會事奉上，我很高興與他們有合作的機會。

當了職員令我更關心和支持神學院的活動和校友的需要。 

 

我特別榮幸能與榮譽會長梁銘牧師在校友會一起事奉。 我欣賞

梁牧師長期在校友會盡心盡力事奉主，提供我們職員很多寶貴的意

見。 在為神學院步行籌款活動上他更身先士卒，實在令我敬佩萬分。 

 

2011-2012 年度的會長是黃承香牧師，副會長是楊慧玲牧師。 感

謝主，從校友會職員身上學到很多屬靈的功課。 今次職員會有一些

職員是第一次在校友會事奉主，他們是楊慧玲牧師、葉雪鳳牧師和嚴

偉明牧師。 黃承香牧師經過兩年的休息後，重新肩負校友會會長一

職，實在是實至名歸因為他在帶領校友會的事奉上有相當多年的豐富

經驗。 由於 2013 年是信神成立百周年，所以他作為會長要出席很多

信神百周年紀念活動的籌備會議。 楊慧玲牧師雖然第一次做校友會

職員，但她在校友會事奉的熱誠和衝勁實在令我敬佩。 主使用她成

為新一屆 2013-2014 年度校友會會長一職來推動信神百周年紀念活

動，實在是實至名歸。 但，我特別感到遺憾的就是我因患病而未能

完成職員的任期，因而需要其他職員分擔文書的事奉。 我很感謝他

們對我的關心和代禱。 

 

感謝主，今年興起更多校友起來在 2013-2014 年度校友會事奉主。

他們都有自己非常忙碌的教會和機構事奉，但他們卻因愛護神學院才

獻上他們寶貴的時間和力量在校友會事奉主。 校友會事奉是蒙主賜

福的事奉，因為我們有機會服侍眾校友，我們的同工同道，這是何等

珍貴的事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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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許景教士 (1962 信義聖經學校)       戴浩輝博士 (1985 MDiv) 

可能大家並不一定知道誰是許景教士，但「戎媽」的名字則大家

都很熟悉。不錯，戎媽便是許景教士。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許教

士在信義會挪威差會轄下的中心堂當過傳道，那便是我認識她的時

間。 我於九三年回港後在神學院事奉起，除了當上監督的那段時間，

我便不時到路德會聖雅各堂講道。 這小小的堂會也就是「耶穌婆」

許教士的義務事奉堂會。 許教士可謂退而不休的基督精兵。 她在不

同的時間和機會中，也能把福音傳予未信的人，使他們歸主返教會。

許教士是湖南人，常以她的不太正確的廣東話與人交談，但比起我們

的老師們，例如：蕭克諧院長、吳明節牧師或胡聯輝牧師，她的廣東

話實在使人感到溫暖。 可能她就像眾人的媽媽吧，說起話來，人家

總會感到有點親切。 對傳福音而言，這也是一大恩賜。許教士退休

後，到她活躍在聖雅各堂的時間如何，我都不太清楚。 總之，我到

聖雅各堂講道時，必會見到她的努力多作主工，常常與返教會的弟兄

姊妹交通，鼓勵他們。當然，今年五月我將會再次到這堂會，我將不

會再見到她。 但我深信她那慈祥的笑臉，那不太正中的廣東話聲音，

將永留在我與這堂會的心裏。 

 

我有幸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認識許教士，因為那時我就是她的

小羊。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位上了年紀的女傳道，在葵涌青年中心工

作。 她常在四十多座的葵涌邨穿梭，跑上跑落七層高而沒有電梯的

「紅番區」；有時在陽台看到她在街上時，我便知道，她很快便要家

訪我們了。 

 

因為我自幼患小兒痲痺症，我需要住醫院長達八個月的時間，並

接受了兩次骨科的矯形手術。在這期間，這位帶著關心和愛心的女傳

道與李達平牧師也常「不遠千里而來」探望。一九七一年的香港還沒

有地下鐵路。 從葵涌到大口環的路程是先要乘坐公共汔車到深水埗

或大角咀碼頭，這要花上四十五分鐘，再花上另外的半小時至四十五

分鐘乘渡輪到中環，跟著是乘電車到堅尼地城，再乘小巴到摩星嶺，

最後乘的士或小巴到大口環。 把候車船時間也計算在內沒有三至四

小時也不能到達。 這兩位可愛的神的僕人，就是這樣的探望和支持

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小弟兄；就是這份愛心激勵了我對信仰和生命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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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最後走上奉獻的道路。 

 

多年後再見到許教士，她當

然不知道自己在我身上作了甚

麼。 但她的愛主愛人的心，繼

續在她參與堂會工作和生活中

流露出來。我在神學院工作也

二十年了，每當神學院有校友

會，許教士也必然出席。她以

金錢和禱告支持神學院的工

作，不遺餘力。許教士/戎媽在

世的事已畫上句號，她給我們

的榜樣是美好的。     

 

 

懷念許景教士                             楊慧玲牧師 

認識許景教士源於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的

活動。她年紀老邁，行

為緩慢，但精神還不

錯，面上是帶著笑容，

是一位很慈祥的長者。

每次活動都由梁銘牧師

夫婦陪同她出席參加。

而且她也經常在奉獻上

支持校友會。 很懷念許

教士對神學院活動的投

入，無論遊船河，講座、

戶外燒烤樂等，她都積

極參與、默默支持。 

                         (滿頭白髮的許景校友參加 2011 年 9 月校友會船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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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座談會簡記 
 

日期﹕2013 年 3 月 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及飯堂 

校友會職員﹕楊慧玲、方克信、陳淑玲、

黃承香、張惠恩、李德裕、李國泉 (記錄) 

 

母校應屆畢業生有七十多

人。 校友會於 3 月 8 日趁著

畢業生拍完畢業相後，特別安

排一次畢業生座談會。當日出

席座談會的畢業生有十多人。 

 

座談會第一部份在明節堂舉行。

首先由方克信牧師帶領詩歌，然後由

校友會會長楊慧玲牧師致歡迎詞及

介紹校友會。接著由三位資深牧師分

享牧會經驗。會長楊慧玲牧師及副會

長黃承香牧師都是 80 年代母校畢業, 

現仍牧會。校友會榮譽會長梁銘牧師

更早於 60 年代母校畢業，現已退休。

三位牧師都語重心長勉勵畢業生在

堂會事奉時要注意的地方。最後李國泉博士分享於基督教機構事奉的

一些心得。 

 

期後各人前往飯堂享用茶點

水果，彼此認識、交流經驗及分

組祈禱。最後由梁銘牧師禱告祝

福在職事奉和仍在等候崗位的畢

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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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積極參與母校百周年慶祝活動 
 

 

(1) 百周年啟始禮 
1 月 14 日 (星期一) 上午在母

校舉行的百周年啟始禮，有眾

多校友出席。會長楊慧玲牧師

當日負責祈禱。 

 

 

 

(2) 感恩晚宴 

1 月 25 日 (星期五) 母校假金鐘名都酒樓舉行百週年感恩晚宴，宴開

90 多席。甚多校友帶同所服事的堂會會友出席。當晚節目之一是由

羅永光校友帶領三十多位校友獻唱「當讚美聖父」及「這是耶和華所

定的日子」。眾校友都認真準備，事前撥出時間三次在信義樓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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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白田村母校校園上學的校友於感恩晚宴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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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德神學講座 

母校在 3 月 15 至 17 日舉

辦百年院慶路德神學講

座及詮釋學座談會，由

羅永光校友（母校系統

神學教授、1983 MDiv）

在出席國際會議時，代

表母校誠意邀請德國杜

平根大學著名學者拜爾

榮休教授（Prof. Dr. 

Oswald Bayer）作講員。 

 

兩次公開講座及一次座談會都有不少校友

出席。有校友甚至專程購買教授著作之中

文版《路德神學當代解讀》(2011)，並

請其簽名留念。 

 

第一次講座在 3 月 15 日（禮拜五）上午假

母校明節堂舉行，題目為一個路德學者的

自述 (How I Became a Luther Scholar) 。 

 

第二次講座在 3 月 17 日（禮拜日）下午假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水晶殿舉行，題目為恩賜的倫理：路德倫

理神學的精髓 (The Ethics of 

Gift- The Spirit of Luther’s 

Theological Ethics)。 

 

座談會在 3 月 16 日（禮拜六）

上午假母校舉行，題目為

Authority and Critique – 

Hermeneu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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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爾教授今年 70 多歲，演講及回答問題時思路仍顯得十分清晰。最

難得是他忠於神的託付，退而不休，風塵僕僕，用簡單易明的表達方

式四處教導路德神學。有在院同學聽完了三場演講後有感而發的說：

「能夠在信神聆聽頂尖學者的講座是一件幸事，帶來深刻的啟發。」 

 

馬丁路德仍是值得我們校友持續不斷學習的對象，正如拜爾教授在講

座結語時強調﹕「路德仍然走在我們前頭，我們還沒有趕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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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樂感恩崇拜 

 

 

 

 

 

 

 

 

 

 

 

 

 

 

 

 

 

 

 

 

 

 

 

 

 

母校將在 4 月 20 日 (星期六) 晚上假座崇真會深水埗堂舉行「慶賀信

神沐恩百載」普世同心頌唱聖樂感恩崇拜。 校友會決定繼百周年感

恩聚餐獻唱後又再一次支持母校。 已有多位校友報名參與獻唱及出

席了第一次練習。 接著兩次練習於 4 月 11 日及 18 日晚上 7:30 假真

理堂進行。歡迎校友與母校聯絡，參與練詩獻唱及出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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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列位親愛的校友： 

 

 我母校信義宗神學院，本年度進入「百年慶典」，將有一連串活

動，不在此重複。為此，校友會承諾以拾萬元作為賀禮送給母校。說

來慚愧，還未敢以「百萬」配對「百年」，退而以「百」個一千（十

萬）為襯吧！懇切祈盼至少有一百位校友（只算校友、不算外人）就

可集此數！ 

 

 本人除了率先認獻之外，亦有感同期校友（六二年信義聖經學院）

許景教士，亦是永久會員，私交甚篤。剛於日前返回天家，未及聞訊

參與，否則定不甘後人。為此，本人有感動以許景名義，承擔此數。 

  

 盼望我們對母校動之以「情」，不要讓「現實」、「理性」阻塞渠

道啊！ 或者，我們對母校都有不同的態度與取向，但不要借題發揮，

硬化、僵化那關係啊！讓禱告的心，使我們生發情愛，柔化生命，此

亦傳道者的基本心腸。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 

                                          榮譽會長梁銘 

                              主曆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 
 

奉獻方式 

 

1.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信義宗神學院」)   

2. 銀行存款  

匯豐銀行戶口  004-106-002330-001 

       大新銀行戶口  040-645-701-23889 

   

 請填妥奉獻封／表格，連同支票／存款收據交回香港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本院拓展部，支票或存款收據背面請註明「致送母校百周年賀

禮」 

  歡迎致電拓展部劉小姐查詢。 

 電話 Tel : (852 ) – 2684-3282    傳真 Fax : (852) - 2691 8458   

 電郵 E mail : development@lts.edu   網址 Website : www.lts.edu    

mailto:development@lts.edu
http://www.lt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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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單 

*永久註冊會員 

1 梁琼芳 2 梁  銘 3 許  景 4 陳羅以 5 黃承香 

6 楊慧玲 7 吳碧珊 8 劉樹德 9 彭美儀 10 陳堅麗 

11 左溫宜 12 馬秀琼 13 莫蕙芬 14 唐聖愛 15 王玉琪 

16 候健婉 17 羅雪雯 18 賴雪艷 19 黃文遜 20 孫玉芝 

21 文靜嫻 22 戴春華 23 鄭小瓏 24 張鎮英 25 楊其輝 

26 林潤鳯 27 李國華 28 司徒永富 29 梁溢敏 30 麥家聲 

31 陳秀華 32 陳惠玲 33 張錦堂 34 葉雪鳯 35 李桂英 

36 羅永光 37 周兆真 38 盧倩顔 39 狄玉英 40 余賽金 

41 黎淑美 42 董愛莉 43 林雪文 44 黃新華 45 江偉才 

46 黎嘉賢 47 李德裕 48 戴浩輝 49  王音發 50 曹焯德  

51 曾浩賢 52 陳紅連 53 沈冠堯 54 呂慶棠   

 

**2012 年註冊會員 

1 黃韓耐莉 2 黃美琴 3 陳美莉 4 劉文亮 5 陳婉儀 

6 謝道泉 7 洪性舜 8 陳淑玲 9 張惠恩 10 謝伯聰 

11 古菊圓 12 洪盛霞 13 黃志輝 14 陳國權 15 李國泉 

16 李文旭 17 蔣偉堂 18 張志君 19 杜治邦 20 徐玉心 

21 李德銘 22 吳劍雄 23 黃志輝 24 周琼顏 25 周琼顏 

26 李華成 27 冼有基 28 林崇仁 29 史國馨 30 曾兆祥 

31 龐熙標 32 余麗雲 33 方克信 34 陳錫妹 35 劉婉華 

36 黄天安         

 

**2013 年註冊會員 

1 黃韓耐莉 2 黃美琴 3 陳美莉 4 陳婉儀 5 洪性舜 

6 吳啓良 7 洪盛霞 8 李國泉  9 陳淑玲   

 

*一次繳交 二千元之永久註冊會員   

**繳交一百元會費 (基本會員/該年註冊會員) 

(有關繳交會費事宜, 請與校友會財政葉雪鳳牧師聯絡，電話 94283515, 電郵 

revsf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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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簡報 
 
2013 年 2 月 28 日校友會職員會接納的「財務報告」 

        
  項目  存 入 HK$ 支出 HK$   結餘 (港幣) 

 
1  承上結餘(2012.07.28 校友通訊)     81,994.04  

 
2  永久會員（2 位） 4,000.00      

 
3  註冊會員（16 位） 1,600.00      

 
4  利息 0.41      

 
5  校友許景女仕奉献 2,000.00      

 
6  校友洪性舜牧師奉献 1,200.00      

 
7  2011 年畢業班賀禮   1,780.00    

 

 
合計 8,800.41  1,780.00  7,020.41  

 
  總結 (2013.03.01 結餘)     89,014.45  

 

        

 
備註(一) 總收入 HK$81,994.04  + HK$8,800.41  = HK$90,794.45  

 

 
備註(二) 總支出 

    
HK$1,780.00  

 

 
備註(三)2013 年 3 月 1 日結餘 

    
HK$89,014.45  

 

        

 
楊慧玲牧師 

  
葉雪鳳牧師 

 

 
(校友會主席) 

  
(校友會財政) 

 
 

校友會活動預告 
(1) 茶道靈修 

日期: 5 月 20 日 (星期一) 

時間﹕ 下午 2:30-4:30 (2 時恭候) 

地點﹕ 九龍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禮堂 

講員﹕ 陳國權博士(母校靈修及崇拜、牧養神學教授，1986 MDiv ) 

費用:  $30 (退休校友免費) 

報名﹕ 楊慧玲牧師 (62343055); Olivia Cheung (神學院 26843283) 

(2) 校友會周年大會 
日期:  12 月 9 日 (星期一)   

 

(從今期開始，校友會通訊改用電子版，並透過電郵發給校友。若仍

需要印刷版之校友，請通知母校拓展部同工 Oliv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