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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英校友 (2013 BTh) 

相信不少人聽過的俗語︰「人蠢無藥醫」。每個人都有愚蠢的一面，

而自己也毫不例外。可是愚蠢卻不能成為上帝呼召的阻礙，因為他所

揀選的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特別的人，而是按其心意去揀選的。作

為傳道同工，上帝選召的僕人，愚蠢可說是單純，但懶惰是一大致命

傷。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在

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馬書 12:11-12) 在靈修禱告中，我

問自己如何保持殷勤的心，以致能持續火熱的心服事呢？如何持續的

喜樂？如何在患難中忍耐？經文給予我答案︰禱告要恆切。哈列斯比

(Hallesby, Ole Kristian)所寫的《禱告》如此說︰禱告是靈魂的呼吸。既

然肉體需要呼吸，那麼我的靈魂也需要呼吸。回到耶穌基督裡面，除

了在靈修中禱告，無時無刻也需要禱告。藉著禱告常常打開自己的心

讓耶穌基督一同坐席。 

 

人蠢不要緊，但懶惰卻不能忍。雖然我是軟弱的，仍會有想懶惰的

時候，但是上帝仍不斷給我機會悔改和學習。祈求上帝幫助我成為殷

勤的傳道同工，向懶惰說不﹗ 

 

   "I have loved you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therefore I have continued my 

faithfulness to you." (Jeremiah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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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人生  李德銘校友(1985 MDiv; 1998 MTh; 2008 DMin) 

Open 是我愛用的字，對我來說，這字

包涵海闊天空、夢想、孤獨、創新、打開

心靈眼睛、相信、廣闊、突破及接納等意

思。一九八六年開始在禮賢會事奉，我專

心教會的工作，在重建教會的經驗中，更

相信自己是一個發展型的牧師。多謝上帝

一直發展我的人生。我感到知足的時候，

上帝又給我多一份新的工作------禮賢會

區牧。 

 

這樣，我又要 Open、、、、 

 

我要多謝母校在過去的訓練，在自由中讓我學習真理，在簡樸

中給我經驗豐富人生，在愛中給我支持。今天，如果我在教會中有

一點的付出，這也是母校的功勞。多謝上帝在事奉中給我不同的角

色，在人生成長的過程，叫我站起來，一起與教會的弟兄姊妹同行，

經歷上帝的同在。 

 

感謝上帝恩典，今天給我一個更大的空間服事教會。祈求上帝給

我智慧和眼光。面對教會的發展，我有兩點分享: 

 

1)團隊精神 

今天的教會，愈來愈注重分工，教牧同工很容易由於分工而自己

也被分隔出來，成為孤單的傳道者。我希望教會加強團隊精神，在互

補互助的精神下，牧養教會及發揮弟兄姊妹的恩賜。當然，我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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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略教會長老或執事是團隊的成員。我相信很多教會的問題是由於

缺乏溝通而引起，所以，加強與教會團隊成員溝通是教會發展的重要

的基礎。 

 

2)社會牧養 

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今日教會需要面對世界，我們一眼看

聖經，另一眼要看社會。隨著社會轉變，信徒的超時工作、電子的功

能世界，使人身心疲累、失去耐性及動力。同時，面對不同的社會事

件，如「佔領中環」及「反同性戀歧視法」等，使社會產生衝擊。因

此，教會迫切的需要加強教牧同工對社會牧養的觸角，而教會也要保

留單純的真理在社會中行公義及好憐憫。 

 

在事奉中，我知道自己有軟弱的時候，面對挑戰時，不是對抗，

也不是固執，我會以柔弱的心，觀看上帝的手，面對未來。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編者註: 李德銘校友蒙上帝所愛，在五月三十一日於中華基督

教禮賢會香港區會二零一三年度區議會中，被選為中華基督教

禮賢會香港區會區牧，任期由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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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銘功校友(1983 宗教教育碩士) 

 

感謝  神, 

使我在衪豐厚

恩典中活到八

十一歲了。幾

年前才接受了

「基督教福音

信義會」, 假

「元朗信義會

生命堂」為我

舉行按牧禮，

敦請李炳光牧

師訓勉，同時

邀請到廿一位

宗派牧師按

手，出席者踴躍。同頌  主恩。充滿屬靈氣氛，甚為感動。 

 

感謝  神，充足供應，奇妙帶領，能先後在信義聖經學院畢業; 又

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並在信義宗神學院宗教教育碩士畢業。

其間，分別事奉於幾間教會，任教於幾間學校。最後是馬寧熙校長聘

我為宗教主任在信義中學教聖經。工作愉快，可惜光陰易逝, 轉眼便

到退休時刻了。又那能料到十八年後接受按立為牧師呢。 

  

我退休之日，適逢榮真堂面臨結束之時。上帝竟給我感動與勇

氣，以全義務、全時間承擔堂主任之事奉。 「神啊! 我當怎樣做才

可使這教會繼續運作及發展呢? 懇請帶領。」這是我的禱告，蒙  神

垂聽，並得了些啟示: 

(1) 整理教會的環境，免使人有荒涼感。 

(2) 邀請新舊會友來參加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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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張子騫牧師為聖禮牧師。 

(4) 請阮兆玲姊妹為校監支持辦學經費，支付老師和工友的薪金。 

(5) 改造幼兒院及牧師宿舍為青年舍。 

 

就這樣簡單幾點，使教會開始運作了。有人以為我是努力創造按

牧的條件，連聖禮牧師也以為是我到了按牧的時候，尤其熱心教會工

作的費伯英姊妹, 更積極連同牧師準備組成按牧團。而我卻無此感

動，只求  神容許我以傳道人的身份事奉神。不覺過了十五年，神藉

著教友提醒我是退休時候了。 

  

退休之後，李文旭牧師約我，提及工作和按牧的事。我回應說我

若要按牧，在榮真堂時就已經按立了。他說先不要談按牧之事，我想

請你來我們教會幫手。我們教會計劃建堂建老人院，工作龐大，需要

你來參與，你一定要來，不可推辭，因為我創辦教會是你鼓勵的，連

「基督教福音信義會」這名稱也是你建議的。 

 

我無言之對，跟著他乘機再提按牧之事。他說這與榮真堂的情況

不同，而且你來開新堂，就要按立。接受按牧，不是單單你自己的事，

這也是我們教會的需要呀!  我被說服了，接受了按牧。 

 

我在默禱中得了三點啟示﹕第一是要我補償福音事工上的虧

欠。第二是還有工作是上帝要我參與的。第三是上帝叫我不可以自己

年老體弱而退縮, 神必眷顧到底。於是我便決定接受按牧，並曾在李

牧師面前表示，願意終生事奉，願神悅納，榮耀歸于三一真神，阿門。 

編者註: 扶銘功校友在 2010 年 5 月 22 日以 78 歲高齡按立為牧

師，當日出席按牧典禮見證盛會之校友包括楊慧玲、陳淑玲、

侯健婉、李國華、李國泉、顏美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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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賢校友(1982 宗教教育學士) 

 

羅 10:15：「若沒有奉

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

上所記：『報福音、傳喜

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

佳美！』」這節經文是我

多年事奉的提醒。 

  

    對我來說，能夠事奉

主，已是一種福氣。「腳

蹤佳美」是因為： 

 能看見人因信

耶穌，生命得以改變、更新； 

 能成為弟兄姊妹的同行者，一同經歷上帝的慈愛、信實、

管教、憐憫……； 

 能看見自己的不足，而上帝為我預備了學習功課叫我靈命

成長，致能更合乎主用。 

     我於中學時期開始認識耶穌，在禮賢會九龍堂接受栽培、學習

事奉、並受洗加入教會。後來蒙召，在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全時

間事奉。 神學畢業後，上帝帶領我返回母會事奉。 

 

     禮賢會是透過教育、福利及佈道事工廣傳福音。自從入職後，

我除了於梨木樹及葵盛佈道基址任職女傳道外，上帝亦給我機會於本

會中學教授聖經課程，參與區會傳道部、青年部、婦女部及同工團隊

的事奉。後因梨木樹佈道基址已成立為非自理堂，在獲得區會同意並

聘得傳道於葵盛事奉後，便離開事奉了十年的葵盛佈道基址，專心在

梨木樹堂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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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事奉，無論是在區會或堂會，我體會到許多時不是自己

的能力和學識可及，而是上帝恩領，正如聖經所說「若不是耶和華建

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

枉然警醒。」(詩 127:1) 也體會「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

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 55 : 8-9) 。求

主幫助每一個事奉主的人，能察驗祂的旨意並行在祂心意中。 

 

      2006 年 4 月中旬，區會領袖與我分享人力的需要；聽到呼聲

後，心靈幾經掙扎，因要我離開一同成長的群體實非易事；惟經禱告

後，終願順服並以信心踏上另一事奉里程碑。同年 9 月，我開始出任

「區牧助理」，感謝主擴張我的事奉境界。「區牧助理」是一個新職位，

職責在協助區牧在區會的職責，如：列席非自理堂堂董會、關顧及培

訓同工、關心教理問題……等；自履新後，雖亦遇上不少難處和挑戰，

感謝主常施恩帶領經過。今得區董會通過按立為牧師，深知「牧師」

是上帝藉教會(區會)授予的聖職，其召命在牧養上帝群羊、宣講聖

道 、施行聖禮，及執行教會一切聖事的職權，求主力上加力，恩上

加恩，亦請兄姊禱告中記念，讓事奉能榮神益人，歸榮我主。誠心所

願! 

 

編者註: 本文曾刊登在 2013 年 7 月禮賢區報 73 期, 得

梁校友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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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傑校友(1992 M Div)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

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

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

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

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

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

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

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1-16)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多謝天父給文傑機會分享。以上的是天父給文傑很大鼓勵的經

文，相信順服上帝的話語，就能在愛中建立自己！現嘗試以三點分享

按立牧師的思路歷程： 

 

一、起落喜樂 

 2004 年是文傑大上大落的一年，服事了教會廿年後似乎是劃上一

個句號了！是「滑鐵奴」(失敗)了。如是者離開事奉崗位八個多月，

身心疲憊。「決意」不再當傳道，不找工場，做回老本行算了(大排檔)！

期間盡是：失望、失意、失落......失敗，無錢、無面、無地自容！但，

上帝是信實的，只是人是輭弱的！ 

  

 感謝上帝的憐憫與同道的關愛。多位好友相交，知悉文傑這八個

月悲鬱賦閒，於是多次來請吃飯，食完還給錢我用！甚至信箱收到不

認識其名者的支票。離職多月後藉一位神學院同學推薦到西崇牧養事

奉，因主憐憫，重新振作！全家由屯門搬到西貢去。當時被鼓勵進修，

跟了已故陳慕賢博士學習禱告，又有機會隨陳仲輝牧師學習，開啟了

事奉的屬靈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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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重回事奉之先。上帝藉一位播道會資深牧者分享了他更新的

經驗說：「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 6：4)。他相信香港超

過百分九十的牧者，都是忠心耿耿的傳道者；但若談到是否「祈禱

人」？那就可能有出入了！他說經文的次序是「祈禱」、「傳道」，

有先後之序；或至少二者也應平衡！他自承不諱稱為「傳道人」，但

絕對不是「祈禱人」。深深感到為此而懊悔！這番話對我而言也如同

當頭棒喝，使我不斷重新思考，作為傳道者，是否擁有上帝所賜的「豐

盛」生命？題醒文傑要看重禱告的生活與事奉。 

 

二、忍耐學習 

 感恩主，自 05 到 06 年前後，學習向聖靈開放自己，經常參與相

關的聚會。當然，初時是有很多的不明白與不適應！但，因這兩位前

輩都是服事上帝多年，有愛心與生命見證的人。他們充滿信心，又有

喜樂，分享的信息與教導，身體力行。他們的教導，對於我事奉了廿

多年的人，相信尚可分辨正與邪，對與錯罷！故在這兩年，不斷的反

思，發問，觀察，驗證，並且也認真處理個人的生命與輭弱，根據聖

經真理與愛的原則的辨識，使我漸漸對他們的教導大大放下憂慮！ 

  

期間，認識了好些愛慕真理與實踐信仰的兄姊，其中不乏牧會多

年的傳道者。當走在一起，就好像家人與知己一樣，惺惺相惜，彼此

扶持，互相激勵。在堂會中，亦有好些兄姊都經歷上帝的真實與聖靈

的恩賜，帶來生命的突變，家人親友都讚嘆上帝的作為！。總結的說，

聖經一切的應許，到如今都是有效的；只感是人事奉主，漸漸流於人

的知識與經驗而

已！ 

 

三、福杯滿溢 

   感謝上帝，祂

給我們有很多成

長學習的空間。

在群體中經歷愛

與被愛，使我們

勝不驕，敗不餒

的意志，全心仰

賴上帝。上帝對

萬有都有絕對的

主權，若天父不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26/5/2103 按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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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一根頭髮掉在地上，這事就不會發生！我們若向上帝有多大的張

口，就有多大的充滿。只要我們持守心志，克服困難，每天努力尋求，

仰望祂，就能更多的經歷祂。上帝所賜的「福杯」必會滿溢！並且必

然要滿溢流到「鄰舍」。哈利路亞。所以，我們的學習強調，只有祝

福，沒有咒詛。因為我們承認上帝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有祂的絕對主

權！ 

  

有順服，就有恩典。當我們活在聖潔中，以愛去服事，憑信去祝

福，上帝就必與我們同工！所以，我們鼓勵兄姊要好好靈修，勤讀聖

經，又要學習讚美與禱告。建立虔敬的基礎，享受上帝同在的生活。 

  

感謝上帝。西崇 (崇真會西貢堂) 自 2006 年九月開始每週二至週

五早上都有一個小時的「琴與金香爐」(讚美與禱告) 的聚會，並且堅

持直至今天。也許是上帝的印證或鼓勵，我們第一次的聚會，就經歷

了聖靈的充滿。兄姊亦漸漸發現上帝所賜與的恩賜，彼此配搭事奉上

帝。在傳福音的服事上，經歷太多上帝同工的，使我們興奮不已。莫

名其妙！ 

  

自 2007 年起，多位兄姊開始主動的追求聖潔、成長，也熱心傳揚

福音見證主。有不少已信的，承認過往都是「睡了」的，現被聖靈忽

然喚醒了！他們開始帶領親友歸向上帝。不少的朋友以往拜偶像契邪

靈的，決志信主祈禱時，邪靈就彰顯離開；身體得醫治也不少，甚至

一位左眼瞎與左耳聾的八十六歲老人家信主時，經禱告後即時完全康

復，實在使我們激動！在這幾年間兄姊先後領了 450 人歸主；丟棄的

不潔之物，合共至少已超過港幣一百萬元。哈利路亞。主是真實的。

He is real！ 

            

過去 6 年決志信主的簡表：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共 

人數 35 66 85 64 102 98 450 

  

最後，藉著上帝的話語彼此鼓勵–「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

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20-21)  

  

願榮耀歸與天上的父，平安歸與祂喜悅的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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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忙中讀書樂  麥衛華校友 (2003 MDiv; 2013 MTh) 

 

  2013 年對我來說是

特別的一年，今年是信

義宗神學院百周年院

慶，我自己也再次於神

學院畢業，並且被按立

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

港堂的堂區會吏，無論

學習或者事奉，都在進

深，這一切都是上帝的

恩典。 

 

  我畢業後一直在自己的母會事奉，前輩同工形容我的堂會是「夜

夜笙歌」，因為教會每晚都有各種會議或聚會，同工晚晚忙過不停。

我在堂會中負責崇拜聖樂，早年主力負責青少年工作，近年牧養對象

已轉為在職青年及成年人，然而忙碌依舊。忙碌中深感再進修的必

要，決定返回母校修讀神學碩士，主修崇拜禮儀及靈修。選擇返回母

校進修，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個範疇，是信義宗神學院的強項，另一方

面，深感返回熟悉的校園，受教於熟悉的老師，可以減輕自己一邊牧

會，一邊學習的壓力。 

 

  雖然我的同工認為我事奉這麼忙，還要進修是挑戰極限，但在學

習的過程中，我覺得很滿足。我不但吸收了很多新知識，重新鍛鍊自

己的學術思考及表達能力，在靈命方面也有進深，同時也結交了一些

好同窗。每週有部份時間能夠放下工作，專心學習，享受校園生活，

真是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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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年匆匆過去，轉眼就畢業，還真有點不捨得呢！但上帝的恩

典很奇妙，我可以和丈夫一同畢業，剛好他今年第一個神學學位畢業

了，能夠一起畢業，更覺感恩。 

 

  在事奉方面，能夠在今年按立為堂區會吏，感到上帝和弟兄姊妹

對自己牧職的肯定。我一直覺得，能夠施行聖禮，牧職才完滿，被按

立為堂區會吏後，我就

可以施行洗禮及聖餐

禮。我在七月下旬接受

按立，牧會剛好十年，

感到自己的牧職進入

一個新的階段，需要繼

續摸索、學習，願主親

自帶領。 

 

  學習暫時告一段

落，按立後的事奉才剛開始，所以這裡分享讀書比較多，希望他日有

機會，再和大家分享事奉的經驗。在此鼓勵大家，返回母校進修，雖

然讀書、寫論文很辛苦，但學到的也很多呢！校園生活也會為牧會生

涯，平添新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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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譚溢泉校友 (2013 MDiv) 

 

可以在信義宗神學院進修是上

帝給我的恩典。 

 

在進入信義宗神學院進修之前

也不少人建議我去再進修，但禱告

中問自己為什麼要再讀一個學位？

為上帝？為羊？為自己學識？為自

己前途？直到五年前 (當時已事奉

了七年的時間)，事奉中感到疲乏及

一些迷惘，求問上主如何再向前

走？心靈中產生一個需進修的感

動，需要被上帝再一次模造與重

整，需要給上帝再一次開闊自己，

以至更有力的將人與自己完完全全

的引到神面前，跑完上帝要我跑的

路。 

 

在決定報讀神學院後，因為上帝所交托我牧養的羊，就是生活在

這今日實存處境中的弟兄姊妹，禱告中期望能進入一間，有現今香港

社會處境關連學科的學院，但同時也期望是一間有穩固傳統神學根基

學科(路德的神學及十架神學)的學院，那就只有信義宗神學院了。 

 

感謝主，五年前信義宗神學院接受了我的申請，就此開始了我這

幾年的進修生活，在當中仍然保持堂會的事奉，雖然忙碌卻是享受，

享受當中的聽課、討論、讀書整理、小組工課討論、滙報及午夜的追

趕工課，成了事奉中的支持及得力。 

 

在信義宗神學院的進修，是上帝給我精彩的禮物，當中每位老師

都有他們的專長，上帝用不同的老師，去塑造這人成為祂合用的器

皿。感謝主，神的帶領不會有差錯，這幾年中學習不但學到路德的神

學，更能接觸到路德以外信義宗的其它的學者著作，在香港處境上也

有不同的老師教導，在靈命進修上有靈修科，在當中學習到與上帝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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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關係，使在教會事工、學術、工課追求中的我，可以停下來，在

安靜中與主相遇，重新得力，在獨處中明白自己是什麼、所面對事奉

的上帝是誰、自己在做什麼。更精彩是一次神學課堂中老師講到神學

不是建立在圖書館中也不是建立在論文中，是建立在崇拜中，與這位

上主相遇時，問我們所崇拜的是誰？個人安靜中面對的是誰？從而開

始對上主自身啟示的探索。當然聖經科也是科科精彩。 

 

信義宗神學院讓我看見我生命、神學、事奉上仍有很多未知的領

域，上帝籍信義宗神學院的教授們，打開了一扇扇的門，無論是：神

學、釋經、歷史、靈修、文化…等，在門後面有不同精彩的路可作更

深的探索，我就像一個進入遊樂場的小朋友，興奮的看見有不同的領

域可作探索。就是到了畢業後的今天，仍有很多在信義宗進修時所知

道的領域及方向在繼續尋索中，多謝信義宗老師們給我的啟蒙，在此

特別多謝我的指導老師羅永光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不但是一間可以學習到信仰知識的學院,，也是可以

透過早會及靈修與神相遇的地方，更是一所可以停下來欣賞的神學

院。在當中發現人原來可以置身神的創造中，創造的奇妙及美是人可

以經驗的，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景色，融入學院這建築物，使創造、

建築與人能共融於一山之中，偶爾夾著早會的讚美聲、課堂的討論

聲、飯堂中同學的笑聲、汽水機旁同學的閒談聲，這就是我記憶中最

美的信義宗神學院。 

 

神學院圖書館相對的地方就是聖堂，每當離開圖書館這知識寶庫

之地時，使看到要敬拜上帝的地方，這常提醒我知識之外不要忘記到

神面前。而兩地之中就是那出活水的磐石。走到神面前要經過磐石，

而經磐石而出的水養活了當中的生命。同樣在敬拜之後，走向課堂及

圖書館時也是經過流出活水的磐石。 

 

在這學院我經歷了生命及思想中的拆毁與重建，上帝籍信義宗神

學院及當中的老師模造了我，讓我在神學、生命、事奉的闊度及深度

上得到開拓，目的是用好的去餵養主的羊及服待這世代，感謝主讓我

為當中的一位學員，也感謝主給香港這地方有這學院，藉這學院帶來

一個又一個有見識又忠心服待的工人。為此感謝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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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楊美玉校友 (2013 MDiv)  

   

感謝天父上帝！蒙主的恩寵，得以成為

祂的僕人，並於八月中加入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元朗生命堂的牧職團隊。回望過去三年，

雖然遇到不少困難，但有天父的看顧，快樂

的日子總是多的。感謝神學院授教和老師的

教導，他們亦師亦友，助我除去不少學習上

的障礙。但最開心的莫過於在宿舍的生活，

同學間互愛守望，建立了親密的情誼。 

   

在等待入職期間，心情起伏，最初是欣

喜，終能夠畢業了，是何等的感恩！但將要

入職的日子越近，心情就越是沉重。過去曾

轉換過不少的工作，從來都是駕輕就熟，輕輕鬆鬆、開開心心的上任，

從未想過自己會有「職前恐懼症」的心理問題。雖然是回到自己母堂

工作，但要適應身份角色的轉變、面對似是陌生的牧養工作，實感乏

力，以致驚怕辜負主的厚愛。況且女兒將要離家升學，更要學習適應

日後三口子的家庭生活，心情難免忐忑不安。 

   

幸好「同路有祢、你、妳」！神的恩典絶對夠用。原來畢業後，

校友的支援、代禱是非常重要，他們就像天使般，藉著電話，電郵、

面書及不同的群組環繞著我，為我打氣。他們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支

援、關心與問候我，讓我感到無限的温暖。 

   

在此，再次多謝校友會會長楊牧師的提點和鼓勵，因為祢、你、

妳，我才能有力衝破這職前的恐懼，踏上充滿挑戰的工場，牧養我主

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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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 

     鄒小龍校友 (2013MA) 

  今天的我，步跡中，有您！ 
正如當日在申請進入神學院

的信中所言，全職事奉是早在高
中階段時，就已經是上帝對我清
楚的呼召。走過了三十多年，由
機構到教會（總會），邊做邊學；然後在職進修，每學季修一、兩、
三科，到過去一年得教會批准可以暫停工作全時間學習，實實在在享
受了整整十個月校園生活；終於在比蒙召時長了三倍的年歲時完成了
第一個神學學位。在道風山頭留下了不少豪情笑語，也留下了多番黯
然淚下……當中不變的，是上帝始終的看顧、無盡的恩典，固然是透
過祂所賜的聖道和聖禮，更有您們：學院的教授、同工、同學，教會
的領袖、同工、兄姊，更有愛妻、兒女和家人。 
  聖道，是這些年學習的根本。因為不是修讀牧會的課程，範圍集
中在聖經、歷史、神學、靈修、基教，另一種講法是對聖道的詮釋、
溯源、整合、內化和教導。對我這個從前學習斑駁不純猶如雜家弟子，
無疑是帶藝投師，固然有很多學習上熟能生巧的便利，卻也有著諸多
既有的概念窒礙了學習的純粹，比其他同學有更多先破後立的需要。
總的來講，為我頂上白髮更添幾分風霜，未到五十便有人在列車上企
圖讓座，和太太外出人人以為老夫少妻，兒女更像老來得子……惟有
一笑置之。 
  聖禮是神學院生活的重要部份。縱然自己也是來自信義宗教會，
但因著教會是由聯合差會所建立，很大程度上受著改革宗教會傳統所
影響，加上多年在華人教會中受著由美洲傳來的福音派思想所薰陶，
相對而言把聖禮更多看為禮儀，沒有感受到上帝藉聖禮讓我們「看見」
聖道。而這幾年、特別是過去的一年，卻親身經歷了上帝藉聖禮所施
的恩典，體會到這並非單單禮儀上的遵從，乃是主耶穌基督親自臨在
的施恩。 
  然而，最重要的，是您們：我親愛的師長、同學、同道、家人！
教會正是我們這些屬上帝子民的集合，各有不同，但彼此配搭。在當
中，我們相互學習、激勵、支持、提醒。這不單是在課堂和做作業時，
也在我們的生活細節、教會生活上，我們能夠彼此關心。而最感幸運
的，我可以放下一切教會的職份和身分，得師長和同學的友誼，特別
是第三十六屆畢業班，尤其是籌委們，接納我這個只有一年和你們相
處、年紀也大了一截的人，和已相處數年的同學並無兩樣，豐富了我
的校園生活，也從此在天國路上有更多親密的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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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靈 修            陳國權校友(1986 MDiv)  

(母校靈修及崇拜、牧養神學教授) 

靈修之義 
靈修者，關係之義也。關係有

兩類，其一是縱向的人神關係。這

是人類最原始、最根本的關係。1 

其二是橫向，即從人神這最原始、

最根本的關係中而衍生出來的次

要的人我、人人、人自然的關係。

次要指的不是不重要，只是要說

明，我們先要建立好自己生命中最

根本的關係，其他的關係便可以恰

如其分地建立起來。正如耶穌說：

「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2    

關係之建構，不可或缺的元素必須包涵了雙方的互動、交流、相

通，最終更能達致兩者的契合。而茶靈修就最能表達關係裡頭這些基

本精神。 

 

茶靈修之意蘊 
接待 

茶靈修強調接待之濃情。以茶待客，客來敬茶，是中國文化特色。

宋代杜來有「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的詩句，以茶款客

之濃情躍然於詩句上。無疑，在日常生活中，茶已成為朋友聚舊、交

談分享，既可以舒懷解悶，又能夠促進感情的必須品。誠然，一抔清

茶標誌的，就是一份至誠。用至誠來對待茶客，藉以溝通彼此間的情

誼。 

 

其實，基督教的接待客人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從舊約到新約到

教會的修道主義，無一不以此為屬靈操練。基督教這美好的傳統可藉

賴以茶待客的濃情，添上了一層本土色彩。 

 

「和」 

茶靈修強調「和」。「和」是天地間所有事物保持和諧的狀態，對

中國人來說，「和」則有利，也合乎正道。「和」不是齊一，非要除滅

                                                        
1 詳參創世記第 1,2 章。 
2 太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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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差異性不可。相反，「和」是承認眾多差異的要素存在。「和」

正正是避免這些差異互相排拒、鬥爭，藉着超越各種的差異，而互相

配搭、互補長短，產生強大的協作能力（synergism）。儒家說「和而

不同」，其義就在此。 

 

茶靈修最能表達「和」的基本精神。它直接表達和體驗於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上，透過飲茶做到和睦相處的美善。詩人說得好：「看哪，

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3 尤有甚者，透過飲茶，

不單做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做到人與茶、人與自然，乃至人在與

上帝之間的和諧。老約翰見證，說：「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我們若

彼此相愛，4 上帝就住在我們裡面，祂的愛我們裡面得以完滿了。」
5 

 

服侍 

茶靈修強調服侍的謙卑態度。其實，從預備客人的茶到敬茶給客

人，整個過程都是一個用心服侍客人的謙卑行徑。因此，以茶待客，

客來敬茶，不單表達了接待的濃情，更是一個服侍的謙卑態度。台灣

茶藝協會提出茶道精神是「清、敬、怡、真」。我國已故着名茶學家

莊晚芳認為茶道精神是「廉、美、和、敬」。日本茶道家則倡導以「和、

敬、清、寂」為茶道精神。以上三地學者皆以「敬」為茶道精神。「敬」

乃天地萬物之本源，「敬」者，乃尊重禮待他人，律己以嚴之意。而

「敬」則透過謙卑服侍態度而具體呈現。 

 

茶靈修体驗了耶穌的話，說：「誰願為首，就要作你們的僕人。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服事人。」6
  

 

牧關行動 

茶靈修強調「接待」、「和」、「服侍」，筆者據此提議下列幾個牧

關行動： 

一. 修和禮儀：那裡有人，那裡就有人的問題。教會也是人的組合，

人事糾紛也難避免。通過定期舉行修和崇拜或祈禱聚會，弟兄姊

妹可以在彼此敬茶的禮儀中重新獲得接納和肯定。 

 

二. 品茗小角：教會可考慮設置「品茗角落」，弟兄姊妹返教會不光是

                                                        
3
 詩 133：1。 

4 和睦相處、和諧生活是彼此相愛的具體表彰。  
5
 約壹 4：12。 

6 太 2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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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或事奉，也可以悠閒地在「品茗角落」與三兩知己品茗談心

論道，促進主內情誼，增長信心。 

 

三. 以茶待教友：教友到訪，教牧誠心誠意地奉上一杯香茶，不單表

示接待濃情，也表達內心的關愛。盧雲說得好：「事奉的核心是愛，

而不是權力的操控。」 
 

 
茶道靈修聚會簡記 
 

校友會於 2013 年 5 月 20 日 (星期

一)下午 2:30 至 4:30 假信義樓五樓禮

堂舉行「茶道靈修」聚會。由母校靈

修及崇拜、牧養神學教授陳國權博士 

(1986 年 MDiv 校友) 主講。 

   出席聚會的校友比預期

為多，有二十多人。聚會先

由會長楊慧玲致歡迎詞，及

由副會長黃承香領詩。陳博

士的分享內容詳見其茶靈修

一文。 

出席校友包括方克信、陳淑玲、陳

錫妹、謝伯聰、張錦棠、周立群、鄒賢

程、方克信、余賽金、譚偉德、林淑英、

李潤洪、余源發、戴春華、葉雪鳳、梁

燕兒、李國泉等。母校教職員出席者有

羅永光博士及拓展部張俊容 (Olivia)。 

當日陳博士的主題分享時間十分濃縮，聲言讓各出席校友多些時

間品嚐名茶及享用點心。各校友便把握難得的機會聚舊一番，彼此問

候祝福。最後由榮譽會長梁銘牧師致送紀念品給陳博士。各出席者的

反應都十分正面，認為是次茶聚甚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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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百週年生日禮物 
 

各位親愛的校友﹕ 

 

現屆校友會職員會決定以拾萬元為目標，作為祝賀母校百週年生

日禮物。在上期校友會通訊刊出榮譽會長梁銘牧師的呼籲後，至今有

二十多位校友響應，每人捐獻一千元。目前已收到二萬多元捐獻。在

此我們十分感謝這些付之行動的校友。 

 

然而現時離開原定目標的十萬元仍有一段距離。盼望校友們回顧

昔日受到母校眾多良師悉心的栽培，今天可以在不同崗位事奉發揮所

長，趁著這個百年一遇的機會，以感恩的心對母校表達一點心意。 

 

在此鼓勵更多校友響應捐獻，合共一百位校友參與就可集齊此

數。我們將在稍後代表校友將這份賀禮送給母校！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 

職員會 (2013-14) 敬上 

梁銘 (榮譽會長)、楊慧玲 (會長)、黃承香 (副會長)、方克信、

李國泉、張惠恩、葉雪鳳、陳淑玲、李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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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支票／存款收據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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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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 (直至 2013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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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健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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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忠源 50. 王音發 

51. 曹焯德 

56. 鄒小龍 

52. 曾浩賢 

 

53. 陳紅蓮 54. 沈冠堯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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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琼顏 24. 林崇仁 25. 史國馨 

26. 曾兆祥 27. 冼有基   28. 李華成 29. 黃天安 30. 龐熙標 

31. 余麗雲 32. 溫寶儀   33. 鄒賢程 34. 方克信 35. 陳錫妹 

36. 劉婉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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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洪性舜 6.  吳啟良   7.  洪盛霞         8.  李國泉.         

9.  譚偉德 10. 謝伯聰   11. 張俊容      12.  馬偉諾 15 

13. 凌福彬 14. 吳昊   15. 梁永康            16.  朱文輝  

17. 楊美玉 18. 鍾惠娟   19. 梁家燕         20.  ROY  

21. 譚春燕         22. 程慧儀        23. 尹福根       24. 區展秋 

25. 蔡思樂         26. 張日妹        27. 羅群英       28. 林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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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劉麗珊         30. 胡月影       31. 郭洪龍       32. 陳麗華 

33. 孔憲波         34. 吳繼成       35. 陳淑玲       36. 林淑英 

37. Rita Wong       38. 祖文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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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財務簡報   (至 2013 年 8 月 22 日) 

 

備註(一) 20/5 茶道靈修聚會共 22 人出席, 每人收 HK$30 (當中有一位今屆畢業生, 三位為 

       退休校友和三位神學院教授職員, 總共七位不收費, 故此共有 15 位校友收費 HK$450 

備註(二) 有校友在 03 May 2013 以 ATM 形式奉獻$3,000 存入校友會匯豐戶口,至今仍未知是誰。 

        請奉獻之校友通知財政，以便記錄。 

 
楊慧玲牧師 (會長)                                 葉雪鳳牧師 (財政) 

 

 
項目 存 入 支出 結餘(港幣) 

1 承上結餘(2013.03.1) 
  

HK$89,014.45 

2 永久註冊會員（1 位） $2,000.00 
  

3 註冊會員（30 位） $3,900.00 
  

4 20/5 茶道靈修 (每位收費$30.00) (備註一) $450.00 
  

5 校友奉獻 (備註二) $3,000.00  
 

6 銀行利息 $0.44 
  

7 8/3校友與今屆畢業生交流會(茶點費)  $500.00 
 

8 20/5 茶道靈修聚會(講員費,茶點費)        
 

$786.50 
 

10 36 屆年畢業班禮物 
 

$1,794.00 
 

11 2013 年畢業同學賀詞 (盡心竭力,事主愛人) 
 

$1,300.00  

12 9/6 按牧書劵 (4 位按牧@100.00) 
 

$400.00  

13 蘇少珠同學主懷安息(花圈和慰問咭)   
 

$432.00  

14 
信義宗神學院百周年特刊賀詞 

(忠心事主、愛主愛人)   
$2,500.00  

15 關懷咭 
 

$25.50  

 
總結： (2013.08.22 結餘) $9,350.44 $7,738.00 $90,626.89 

 
       

mailto:revsf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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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預告 
(1) 校友日 

日期: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地點﹕ 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 

程序 

校友可於上午 8:15; 8:45; 9:05; 9:25 或 9:45 大圍車站乘搭校巴上山 

9:00  早餐 

10:00  參加早會 (羅永光校友負責) 

10:40  校友事奉分享  

(一) 中國內地事工分享 

黃文遜校友(2008 MA) 資深骨科醫生 

天鄰基金會董事及義診隊員 

(二) 香港印傭事工分享 

黃莉莉校友 ( 2009 神學學士)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同工  

11:45 「開往水深之處」祈禱會 

(校友一同為母校之發展及需要祈禱, 由戴浩輝校友帶領) 

12:30 午膳 ($35 午餐費) 

1:30  校友音樂會  

(李德裕及黃志東校友負責; 歡迎各校友一展音樂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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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 5:00 至晚上 9:00 

地點﹕沙田道風山路 2 號崔天賜教授府上 

形式﹕燒烤 

報名/查詢﹕黃承香牧師 (91920572 ); 

    Olivia Cheung (神學院 268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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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活動 
 

(1) 百週年院慶聖樂崇拜 
4 月 22 日 (星期六) 晚上

母校在崇真會深水埗堂

舉行百週年院慶聖樂崇

拜，節目十分精彩 (請參

閱母校 139 期通訊)。有眾

多校友以不同身份出

席。校友會更響應母校之

呼籲，邀請多位校友參與

詩班獻唱，與眾人一同

「慶賀信神沐恩百載，普

世歡欣同唱感恩歌。」相

片七人為其中獻唱校友。 

 
 

(2) 畢業聚餐 
校友會為應屆 (36 屆) 畢業同學預備了

每人一份禮物，並於畢業禮綵排日致送

70 多位畢業同學。期後會長楊慧玲校友

及副會長黃承香校友獲邀出席 6 月 3 日 

(星期一) 晚假座尖沙咀帝廷酒家舉行的

畢業聚餐，並趁機推廣校友會。結果當

晚有 20 多位畢業生即時加入校友會。相

片可見正副會長歡愉地與新校友手持新

加入校友會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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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周年院慶聖經神學講座 
請校友積極參加母校在 10 月舉行的三次 

聖經神學講座 

講員﹕宋內思教授 

 (Rev. Prof. Karl Olav Sandnes 

主題﹕十字街頭、上下求索 –  

從新約不同角看基督徒身份的塑造 

講座一 10 月 4 日(星期五) 上午 10:30 (母校) 

怒海中的一條船﹕教會形成過程的   

隱喻 (米特樂博士回應) 

座談會 10 月 5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 (母校) 

保羅與基督徒身份 (張略博士回應) 

講座二 10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3:00  

(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 

亞略巴古, 保羅議信 (徒 17) --宣教的詮釋挑戰  

(何善斌博士回應) 

 

 

(4) 百週年感恩崇拜 
日期: 11 月 24 日 (星期日) 

時間: 下午 4 時正 

地點  信義會真理堂 

 

校友獻詩﹕ 我決心靠於耶穌 (可於 youtube 查看) 

指揮﹕  伍中恩老師 

練詩日期:  10 月 10 日 (星期四)及 11 月 7 日 (星期四) 

練詩時間﹕ 晚上 7:30 

練詩地點﹕ 信義樓五樓 

總綵排 11 月 21 日 (星期四) 晚上 7:30 信義會真理堂 

 

歡迎校友踴躍參加詩班獻唱。參加者請向會長楊慧玲牧師 (電話

/whatsapp 62343055) 或母校拓展部 Olivia Cheung (電話﹕26843283

電郵﹕olivia@lts.edu )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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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篇 

1. 按牧 

當校友會得悉有校友按牧或接受特別職位時，即會派代表出席典禮或

送出賀咭書劵，截至現在，今年致賀的校友包括﹕ 

(1) 梁溢敏校友 (2009 神學學士) 獲港澳信義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

於3月3日舉行。 

(2) 梁淑賢校友 (1982 基督教宗教教育學士) 獲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

港區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於5月5日在禮賢會九龍堂舉行。(見今

期通訊梁校友之按牧感言) 

(3) 周文傑校友 (1992 道學碩士) 獲基督教香港祟真會按立為牧師，

按牧禮於5月26日在沙田崇真堂舉行。(見今期通訊周校友之按牧感

言) 

(4) 鄧銳坤校友 (2007 道學碩士)、呂恩慶校友 (2008 道學碩士)、陳

永安校友 (2004 神學學士) 及陳惠賢校友 (1994 神學學士) 獲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於6月9日在信義會真理堂舉

行。 

(5) 黃振家校友 (2011道學碩士) 獲神召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於6月

30日舉行。 

(6) 校友施韻迪上校 (2002 道學碩士) 獲救世軍港澳軍區任命為軍區

婦女事工部長及軍官訓練學院院長，就職及奉獻禮於7月7日舉行。 

(7) 麥衛華校友 (2003道學碩士; 2013神學碩士) 獲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按立為會吏，典禮於7月21日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見

今期通訊麥校友之分享文章) 

 

2. 慰問 

當校友會知道有校友、校友家人或同學患病、安息主懷，都發出慰問

咭、探訪或安排代表出席安息禮拜。截至現在，今年慰問的包括﹕ 

(1) 楊其輝校友之父親於四月廿九日假九龍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 

(2) 蘇少珠同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日假寶福紀念館舉行安息禮拜。 

(3) 卜海崙校友、卜莎崙校友及卜信心校友之母親，已故卜榮華牧師



28 
 

太太於六月廿三日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救恩堂舉行安息禮拜。 

(4) 陳國權校友之母親於六月廿四日假萬國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 

(5) 劉其盛校友之母親於八月十一日假鑽石山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 

(6) 彭美儀校友之母親患病。 

(7) 林一君校友患病。 

 
 
 
 
特別消息 
1. 新書出版 

周兆真院長的新書 啟示錄﹕打開真相 已出版。

歡迎校友購閱。 

 

 

 

 

 

 

2. 校友會通訊電子版及印刷版 

2012 年 9 月的校友會周年大會已議決日後的校友會通訊改用電子

版，以節省資源及配合環保，但仍寄發印刷版給無電郵的校友。請設

有電郵之校友通知母校拓展部同工 Olivia 電話﹕26843283 電郵﹕

olivia@lts.edu), 減少日後印刷與寄發數量。因彩色印刷昂貴，故此印

刷版為黑白。校友可以進入母校網址 www.ltd.edu 閱覽及下載彩色 pdf

電子版通訊。 

http://www.ltd.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