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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春華校友 (2009M.A. ,2010 S.T.M.) 

蒙神眷佑, 我於 2007 年中可以提早退休，

並於同年九月進入信義宗神學院修讀兩年全

時間的「文學碩士 (神學)」課程。之後又再

以一年時間修畢「基督教神學碩士」課程。

我很享受三年的學院生活，更高興能認識到

一班委身的教授和同學。 

畢業了，我沒有和其他同學一樣進入教會

當傳道職或在醫院機構擔任院牧或福音幹事

職。但以義工身份在自己母會和區會工作，

生活仍是多姿采的。願與眾兄姊分享其中的

點滴事項如下﹕ 

(一) 禮賢會紅磡堂 

1. 堂董會工作 

堂會共有二十多位堂董事，均由全體會友

選舉履新。我在最近幾年間被推選為”堂董事會主席" 職，與牧師傳道、

長老執事共同推動堂務的各項發展。不可不提的，是堂會會友在過去六

年間有遷堂異象。我們籌

款、賣舊堂、買新堂等工

作真是忙得很。感謝神，

我們所有工作都能依計

劃得以順利完成。 2014

年 1 月 15 日，我們將遷

往紅磡商業中心 B 座 801

及 802 室，開展聖工的新

一頁歷史。 

2. 培育部工作 

神學院教授對神學生的

聖經知識教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課程。期間對新、舊約的重溫，部份書

卷的精心選讀，使同學獲益良多。畢業後在教會我有擔任”主日學教師”

職，對各同學的認真學習態度、互相砥礪的研習精神，師生都享受每一

課堂。教師備課是花時間的，但眼見各人靈命日長、渴慕真理的心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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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增，你豈不能對神有感恩再感恩的心呢? 

(二) 禮賢區會 

1. 教育部工作 

退休前我曾在不同教育機構

擔任各種行政工作。在禮賢區

會出任”教育部部員”職亦超

過三十年，分別協助區會處理

屬下學校的教育事務。近年

間，我被推選任禮賢區區會八

間學前教育學校的”校監”。所

有人事、財務、課程等問題都是由校監、校董、督導主任和校長定期

開會商討解決。目前，我們各校的校長都是委身熱心的基督徒，深信

在推動「愛人愛神」的活動定會有積極的果效。 

2. 傳道部工作 

禮賢區會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傳道、教育、慈惠三方面，而「禮賢一家、

興旺福音」更是全體會友的共同目標。禮賢區會傳道部的部員來自十九

個不同堂會及機構中心的代表，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及發展福音事工

工作。2012 至 2013 年我被區董推選為”傳道部長”職, 更兼任成為多個

小組的組員，令我一邊事奉、一邊學習，相得益彰。 年內計劃了「全

區懇親佈道會」，赴會者眾，感謝神。 

(三) 其他工作 

1. 神學生聚會 

每個神學生進入神學院，都與神有一個獨特經驗。當畢業生進入工場

後，每人的際遇亦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下山」後會有一些定期聚會、

彼此分享、互相代禱。每有紅白二事，我們更會相聚一起守望。 

2. 囚友探訪 

我與一班禮賢會會友定時到監獄裡探訪囚友，與他們唱詩讀經及談論宗

教信仰。當中亦有決志信主，認真悔改的囚友。真的，每次離開監獄時，

我心中都感莫大興奮，我得著的比付出的還要多呢。 

總結 

神學畢業已三年多，我雖然沒有正式進入教會工場成為牧職傳道，但

身為”長老”，我也會義不容辭努力推展各項福音事工。今天的事奉生活是

緊湊，但內中滿有喜樂和恩典。願主繼續使用這位「退休」 神學畢業生，

為主能夠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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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美莉校友 (1981 B. Th.)  

 

我是在一個半基督化家

庭長大，父親不信主（後來

也成為基督徒）。自少我們

姊妹三人跟隨母親到教會

上主日學、團契、主日崇

拜。長大後一直想繼承父

業，打算出國留學，修讀工

商管理系，以便學成歸來後

在父親的工廠創一翻新事

業。天父的意念非同我的意

念，祂的道路非同我的道

路。誰知天父卻呼召我作一個得人如得魚的漁夫，為天國賺取更多靈魂的

傳道人。多年後有一天無意中從母親口中知道，原來，在我幼小的時候，

她已把我在她所屬的教會奉獻禮時獻給天父。慈愛的天父沒有忘記先母的

心願，二十多年後奇妙地呼召我作傳道人。不是我揀選作傳道，而是天父

揀選了我，並分派我去結果子。 

 

在香港信義宗神學院讀第二年時，上帝感動我作宣教士；但一直沒有

機會實踐作宣教士。畢業後在禮賢會香港堂事奉。期間，天父又藉著先知

以賽亞的話呼召我：「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於是憑著上

帝的呼召，毅然離開環境舒適的般含道香港堂轉往遙遠偏僻的鴨利洲開荒

（註：一九八四年禮賢會香港堂在鴨利洲植堂）。從此我便以禮賢會鴨利

洲堂作為本地宣教工場，它還成為我宣教訓練的場所。八年後當事奉至最

疲乏之時，天父帶我走出香港來到英國伯明翰 Selly Oak College進修宣教

學一年，正式學習何謂宣教。學成後被禮賢區會差派往德國Wuppertal聯

合差會 (UEM) 作宣教士約三年，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才返回

香港，並作禮賢區會辦事處執行幹事。心中對德國宣教的心仍然念念不忘，

心想如果再有機會宣教，德國和英國是我最有感動的宣教國家。天父奇妙

的帶領，使我在二零零二年來到英國，兩年後受聘成為英國基督教禮賢會

的傳道人，實在是天父的寵愛；因為離開香港後，我從來沒有想過有機會

再在禮賢會服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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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在英國基督教禮

賢會事奉猶如在禮賢會鴨

利洲堂開荒，因為對我而言

這兒的環境和人事完全是

陌生的。此外，對英國華人

生活狀態，意識形態均一無

所知。雖然是如此不足，但

我很快適應英國生活和華

人教會的事奉，一切皆是天

父恩典。在海外華人教會事

奉是我另一項新挑戰——

因為資源缺乏、沒有支援、會友流動性大、沒有自己地方崇拜、每週下午

借用西人教會崇拜。華人基督徒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宗派、各有獨特的文

化背景、風俗習慣、多種方言、屬靈成長程度參差......等等。原來天父藉著

我過去多年在不同的事奉，外國生活的經歷來鍛鍊和裝備我，讓我明白過

去的日子就是為了今天在英國禮賢會的事奉。 

 

英國基督教禮賢會三十四周年堂慶暨按牧禮已於十月二十七日在倫敦

橙街公理堂舉行，邀請禮賢會灣仔堂永遠顧問牧師李志剛牧師主禮、創堂

牧師吳天安牧師證道，此外還邀請我的事奉啟蒙老師林長健牧師專程由香

港來倫敦。此外更有黃貴牧師、余何杏輝牧師作按立牧師團，陳通遠長老、

香甘泉長老襄禮。當日在嘉賓、長執、會友、兄姊及主內同工同道的見證

下，我被按立為英國禮賢會牧師，是上帝給我大愛和恩寵。當日所有參加

者都經歷上帝的同在，值得我們獻上感恩： 

 

（一）天文台嚴重地警告該主日下午將有十一年來最強勁的狂風暴雨襲擊

英國。主額外憐憫施恩，倫敦當日天清氣爽，主把雲層撥開、止住風雨，

直至崇拜和聚餐完畢，各人安全返抵家門後才開始下雨；哈利路亞！翌日

到處見大樹倒下、百多班航機取消，火車、地鐵停開，旅客滯留機場、火

車站，情況非常混亂和狼狽。 

（二）堂慶聚餐原在唐人街相熟的酒樓訂六檯，一週前酒樓突然因廚房通

風系統失靈要暫定營業，週五才通知實在沒法在主日復業，被迫取消訂檯。

此外聚餐人數也突然要加多一檯。感謝主，教會的長老很快找到另一間酒

樓代替。上帝的應許是信實的，祂曾藉使徒保羅告訴我們：「萬事互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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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叫愛上帝的人得著益處」。若按計劃在原定的酒樓聚餐，因場地限制，

我們要分開兩層樓用餐，將會帶來不便；現在反而七十多人聚在一 處共

享美食和團契。主恩奇妙！ 

（三）今次按牧禮的籌備全賴禮賢區會同工，他們付出了莫大的貢獻和勞

苦。在準備把程序表送往印刷公司印製前，電腦伺服器突然壞了幾天，嚇

得不知所措。終於在出發來英國前幾小時才印好。其中一同工，她自費和

用自己的年假，把程序表和所需之物親自帶來英國。以她纖細的身軀千里

迢迢帶了 180 份程序表來給我們，實在是主的保守和看顧。她如此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上帝的心，讓很多人感動和敬佩。 

（四）按牧團之一牧師抵步後第二天，失掉的護照、銀行卡、證件及現金

等。他對上帝充滿信任，安然面對，並相信失物很快會失而復得。義人的

禱告是有效的，果然，翌日旅遊車公司職員，把失物送上酒店，只是損失

些少現金。感謝主保守，使他能夠按原定計劃出席按牧禮。 

（五）三十四年前主持禮賢會倫敦堂（後自立成為英國基督教禮賢會）開

基崇拜的李志剛牧師、創堂

吳天安牧師，三十四年後他

們再有機會一同參加堂慶及

按牧禮，實在是主的恩典。

這一切都表明 上帝對我們

禮賢會的愛，祂從沒有放棄

我們，沒有忘記我們。 

 

在教會長執、兄姊及主

內同工同道的見證下，被按

立為英國基督教禮賢會牧

師，是上帝給我大愛和恩

寵。我願領受主的託付，—個至高至聖的事工。正如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

「我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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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彩燕校友 (2002 D. Min.) 

1970 年 7 月我參加香港仔浸信會團契；1972 決

志。從中學時起我已經肯定神陶造我原是為普羅大眾

的教會。1980 年蒙召。當時，我在銀行的工作，似

乎前途充滿發展機會，但神讓我看到無牧的羊需要牧

者。於是憑信心放下工作，進入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接

受裝備，先後在 1985 及 1992 年取得宗教教育學士及

碩士。2002 年在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完成教牧學博士。

我的研究範圍是：從性別角度看教牧領導。 

感謝神，過往三十多年浸信教會及神學院培育

了我，為我打好信仰和神學的根基。而信義宗神學院

拓展了我牧會的眼界，鍛鍊了我的思維，知道需要持

守和傳承的信仰立場。 

1985 年開始我投身事奉工場，曾擔任醫院院牧、浸信教會傳道/主

任、部份時間機構同工。 

十一年前是神的呼召及對天水圍的負擔。我接受了尖沙嘴浸信會邀

請，進入天水圍開辦天水圍福音堂 (天福)，我也遷居天水圍。與該區大部

份居民相同，我們在區內無親無故。 這份瀟灑，令我更容易投入肢體當中，

我們是教牧與信徒，也成為朋友，互為街坊，守望相助。作為一位未婚單

身女傳道，我感謝神，讓我專心事奉。牧會讓我深深體會｢他使不能生育的…

為多子的樂母。｣ (詩 113:9) 眼見未得救的人成為信徒，他們儼如我的子

女，這是牧養之情。天水圍屬於新市鎮，2002 年至今，社區的變化很大，

但仍然在發展中。「天福」事

奉充滿了挑戰，感謝主，提醒

我：建立「天福」乃靠神的靈

方能成事。 

2013 年 12 月 8 日接受

按牧聖職，我只願全心順服神

的帶領。成為「尖浸」74 年歷

史中按立的第十位牧師，並且

是第一位女牧師，當中顯示了

個人、教會及福音堂多方面的突破，也展示了領袖們無比的信心和勇氣。

我衷心感謝每一位多年來對我不離不棄、為我祈禱的牧長和信徒，也感謝

神：｢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前 1:12) 這是我 1980 年進入神學院時，第一次在神學生團契中分享自

己為甚麼讀神學，到今日仍然真實地激勵藉我，能夠事奉主是一份莫大的

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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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潤洪校友 (1982 M. Div.) 

本人 (圖右站立者) 在2010年9月11日前往元朗錦秀花園探望賈永振牧師 (圖左) 和

師母 (圖中) ，應該是最後一次與賈永振牧師的見面。 

 

賈永振牧師是我從

小到大甚至年老的牧

師，即使我也做了牧

師，他仍是我一生的牧

師，值得我永遠懷念並

學效他的典範。 

 

我自小就讀荃灣信

義學校，亦隨父母的腳

步，開始時參加天恩堂

兒童主日學，稍長後才

參加團契，經歷生命的

成長。他為我施行兒童

洗禮及堅信禮，更抬舉

我，讓我得以跟陳國權、李廣生兩位兄台，於 1989 年一起被按立為香港信

義會及天恩堂的牧師，在天恩堂事奉。這是我在信仰上自懂性或開竅，甚

至讀了神學、做了傳道人以來想也沒有想過的。對於我，這實在是額外的

恩典，讓我對信仰對上帝對教會對人生有多一點的認識和體會及參與，不

致於愚昧無知，也不致於自以為是，成為井底蛙。 

 

他也是我屬靈的父親。我自小在天恩堂就被他認識和愛護，不因我年

紀少而輕忽我。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喜歡小孩子的原故吧。他因此亦贏得天

恩堂眾多年青信徒樂意給他的稱號：「賈老豆」。他待我如子姪甚至像兒子

一般 (雖然我會認定他待其他年青信徒也會一樣，不會特別厚待我而待薄

了其他，一如「賈老豆」這稱號所表明的。) 使我除了得着肉身父親在衣

食住行給我的照顧外，也多了一份心靈或另類、不一樣、非血緣的父愛，

使我能經歷及體會多一點成人男性的愛及關顧，讓我不致於變得過於柔性

(雖然男人有柔性一面是好的也是應該的)，不似一位應有陽剛氣味的成人

男性。當然他的關顧也使我不致於行差踏錯，在教會中迷失，遠離上帝，

也不致在社會中迷失而學壞了。雖然名義上我與他連甚麼「乾父乾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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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沒有，我只是眾多受洗教友之一，很平凡，並不出眾，根本不顯眼，

也沒有甚麼出色的表現或天分可以吸引他額外的注意和投放心力在我身

上，而且我的父母在天恩堂也不顯眼，只是眾多領受教會救濟品的教友之

一，沒有甚麼名聲，沒有甚麼事奉，也沒有甚麼貢獻，可以吸引他的注意

力，非要他關顧和培育我不可。他實在是我屬靈的父親，竟蒙他不棄也不

輕看地培育我，無條件同意及支持我在信義宗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得以

踏上全職或專職事奉的行列，改寫我的人生方向。他更在日後「提升」我

及陳國權、李廣生兩位兄台成為牧師，一如上文所寫的。我們三位按牧後

不久，他更將管理培育天恩堂成長的重任交付給我們，可以說，他是樂於

培育後進的，胸襟相當廣濶，不因有後進的而覺得受到威脅。 

 

賈牧師為人相當風趣，常拿自己的姓氏開玩笑，說自己是「假」的牧

師，這讓我認知到，作為牧師是可以有輕鬆的一面，不用過於嚴肅或刻板。

他也十分好客及慷慨，常請客人或同工到九龍吃北方菜，使吃的人大飽口

腹、津津有味，我也記不起自己吃了多少次了。 

 

他不是單懂得食的牧師，也是注重探訪、佈道、海外宣教和教會合一

及聯合事工的牧師。已有四十多年歷史的荃葵青研經培靈佈道會，就是他

和區內幾位不同宗派教會的牧者所發起和推動的。起初十多年，這個大會

都在天恩堂位於青山道 93 號的舊堂址所舉行，他每次都盡地主之誼，聚會

前在屋頂灑水，讓禮堂降温，可以見到他的細心。他也聯同信義會幾間堂

會發起聯堂的差傳事工。因此之故，我在堂會任職時，或多或少也會注重

上述的事工，我敢肯定，這是他帶給我耳濡目染的影響。因此，我說自己

的生命有他的基因 (DNA) 也不算為過分吧！ 

 

賈牧師已行完他的人生路，榮歸天國，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深願

我能繼續行在他美好的榜樣中，也祝願天恩堂能繼續秉承並擴展他所建立

的美好基礎和產業，不是為了宣揚天恩堂的名聲或勢力，而是為了擴展上

帝的國度，建立更多人的生命，讓更多人得享上帝國的榮美，誠心所願。 

 

(編者按﹕校友賈永振牧師為母校 1950 年正科畢業生，曾出任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天恩堂主任牧師多年，至 1989 年退休。2013 年 12 月 18 日主懷安

息，享年 89 歲。校友李潤洪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退休牧師，目前參與國內

福音戒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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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玲校友 (1996 M.R.E.) 

去年 11 月尾，我有機會與教會的同

工、弟兄姊妹去韓國，參觀最大的基督教

純福音教會。現有會友 75 萬人，有 35 萬

人已分散到別的區域，開了 4 百多間教

會，每一小組有 2 萬 5 千人 。 

 禮拜天在教會門外，見大排長龍的會

友等進入下一場的崇拜。當崇拜完，排隊

的會友，蜂擁入場。像商場賣特價品，排隊買東

西的人，一開門就飛奔入內。為何他們會這樣？ 

我見我教會每週崇拜遲到的人有 20%，大家同是

基督徒，為何差別這樣大？也值得我思考！ 

 一般增長 (無論做生意或運動員) 到了某時

階段會停滯，需要突破一些東西，然後又邁進。

我見純福音教會的牆壁貼上會友認領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天 24 小時

禁食為 2014 年教會守望禱告的時段。 

 怪不得這教會是持續不斷增長，我印象

這教會好像沒有出現樽頸時期。 成功背後是

上下一心認同教會的方向，時刻倚靠主，招

聚更多人在數月前已為教會守望禁食祈禱。 

 他們那早早儆醒禱告值得我們學習！到

韓國教會，不可不提祈禱山。介紹的牧師說當年是趙鏞基牧師的外母催牧

師祈禱中，神要她在這地方建立祈禱山。 這地方是昔日韓戰戰爭最慘烈的

地點。神告知催牧師這地方也喻意屬靈的戰爭。祈禱山每天 24 小時都有人

禁食祈禱，祈禱洞有暖氣讓人專心禱告。我去的祈禱洞是一排的祈禱室，

每個室只可容納一人跪坐禱告，在路邊附近。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讓人安

靜禱告；不一定跑到老遠的地方學禱告。香港教會要學的是韓國教會持之

以恆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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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俊容校友 (2011 B.Th.)  
 

2013 年頭，帶著既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回到

母校，身份搖身一變，由校友變成了同工！ 

無論百周年院慶的啟始禮、感恩晚宴、兩

次的神學講座、聖樂崇拜，至最後的感恩崇拜，

我也身在其中，每一個的聚會，每一次的慶典，

都讓我感動兼感觸，尤其見到校友們聚首一堂

的畫面，他們面上帶著「回家」的欣悅，只盼

望我們對信神愛護有加！信神是我們的「家」，

作為校友兼同工的自己，竟在有生之年可以參

與百周年院慶的每一項活動，確實榮幸！ 

「工作不在乎艱苦與否，只在乎是否具意

義」，但我看在這裡的不是一份

工作，而是一份侍奉，侍奉的

意義感，能帶來無限的喜樂！ 

2013 年尾，我再次帶著既

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回到母校

（明節堂的婚禮），身份又再搖

身一變，由單身一族變成了別

人的太太！ 

婚後，家務一大堆，看似沒完沒了，有時

甚覺苦惱。然而，每一次經打理後，看見自

己的小斗室井然有序、窗明几淨，哈，心裡

卻被一份莫名的滿足感與成功感填得滿滿。

就如我在信神的侍奉，無論事情多瑣碎，看

似微不足道，卻不斷提醒自己：要為這個「家」

盡心盡力！ 

 

(編者按﹕校友張俊容 Olivia 2013 年開始任職母校，為合約拓展幹事，工
作之一是協助校友會事工。2013 年 12 月 1 日結婚、2014 年 1 月 23 日升任
拓展部副主任，所謂喜事重重。在此祝賀她新婚愉快、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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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裕校友 (2011 M.A.; 2013 M.Th.)  
 

我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出任為信義宗

神學院圖書館助理，轉眼也差不多一年

了。我將於二零一四年一月調任為信義

宗神學院院長的行政助理，這實在是上

帝的恩典，使我這樣卑微不配的人，可

以在另一個崗位，參與神學教育事工的

事奉。 

 

首先，我覺得這一年在圖書館的事

奉，在多方面啟發了我的思維。以一般

人的角度去看，圖書館助理一職屬於基層員工的工作，與我過去三十多年

從事管理的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可是，這份差事大大擴闊了我對神學教育

的認知，每一天從所接觸的書籍中，我察覺到在過去四年的神學課程中，

我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參考資料，而我所涉獵的範圍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特

別當我在協助一些修讀神學博士的東南亞同學在預備閱讀材料時，體會到

他們需要的閱讀範疇是博大精深。此外，我有更多的時間接觸來自大江南

北的內地同學，以

及漂泊異鄉的東南

亞同學，一方面我

藉著與內地同學的

談話，大大提升了

我的普通話的靈光

性，更了解到來自

北方的同學的一般

生活起居習慣，所

以我在四月份的時

候，就為他們作了

半天的導遊，匆匆走訪九龍城寨遺址，及在九龍城享受了一頓美味的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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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對東南亞同

學的文化背景有進一步的認

識。在九月份，我和黃永通

同學為一群新的國際同學及

教授，安排他們遍遊港島，

在警官俱樂部進食午膳，以

及在沙田區的一處聞名已久

的大牌檔盡情享用地道的美

食。 

 

 

十二月十三

日那一天，我更

與一大群的同

學及老師一起

在界限街警察

遊樂會燒烤，提

早慶祝聖誕節

及歡送幾位離

去的交流生。大

家可以從我的

分享中，了解到神學院的生活實在是豐富及多姿多采的。 

 

 

未來的日子中，我將會面對更大的挑戰，一方面我的主要任務是要著

手提升學院的行政措施及改善資源運用，我的目標是要在二零一四年的暑

期為學院的圖書館、宿舍及飯堂，進行大型的維修及清潔工程，以及成立

「信義宗神學院義工團隊」（LTS Service Cadre），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 
 

(編者按﹕校友李德裕亦是現屆校友會職員。2013 年初任職母校。在此祝

賀他由 2014 年 1 月升任院長行政助理，盼望校友們都支持他計劃成立的母

校義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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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莉莉校友 (2009 B.Th.) 

 

對許多人來說，服侍外傭是一

種相當「冷門」工作。因為要服侍

她們意味著要學習她們的文化、語

言及風俗習慣；另一方面，亦需要

教會或機構的認同、支持及協助。

因此到目前為止，服侍外傭的華人

宗派教會只是寥寥可數。無論如

何，這群背負著家庭經濟壓力，獨

自一人，離鄉背井，走進一個從未

接觸過自由開放城市的女性，她們

所面對的每一個人或每一件事都是

一種挑戰。但上帝愛世人。祂不願

意看見人在痛苦無助之中，祂永遠伸出祂的膀臂來保護人、拯救人。 

 

於 2009 年神學畢業後，筆者就參與本地服侍外傭的工作。起初進到一

間國際差會中服侍，她們與一間印尼教會合作；由於教會設有印尼女傭的

庇護中心，所以每週可以進到庇護中心內與一群受欺壓的印尼女傭一起。

我們有定期的語文班、遊戲及宗教班，讓她們可以輕鬆一會，也能消磨時

間；因為她們往往要待在中心三個月至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為的是追

討過去的欠薪或刑事訴訟等。過程中，她們並不能夠工作，並需要定期到

入境處延長簽證。筆者認為若果沒有這庇護中心，很難想像她們如何面對

當中的困難，難道要成為露宿者、過著拾荒者的生活嗎﹖事實上，並不是

每間教會都有這份勇氣及承擔力。因為這群女性會逐水而居，僱主的家在

那裡，她們就住在那裡；加上她們往往是家庭經濟的重要支柱，因此她們

只會在忍無可忍的情況決定離開現有的僱主，而她們每月辛苦賺來的工資

亦只會差不多全數寄回家鄉。筆者曾經接觸過一位曾中風並在港工作多年

的印尼外傭，由於僱主擔心她的身體情況，於是勸勉她早日回鄉；然而，

在探訪的過程中得悉她多年辛苦寄回家鄉的錢已經被親屬瞞騙了。她身不

由己，明知身體日漸欠佳，亦盼望支持到最後一刻，把錢直接寄回家鄉供

養求學中的女兒。 

 

由於是前線的工作，每接觸到的外傭背後都隱含一個辛酸的故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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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像之前外傭被虐待案中的 Kartika 一樣，由於她需要金錢去醫治在家鄉患

病的親人，再加上多月來一直短付她的工資，縱使面對僱主多次的虐待，

仍堅忍下去，直到無法忍受為止，最終她身上的傷痕多達四十幾處。或許，

大家不禁地懷疑為何她們面對不公不義的情況時，只會啞忍下去，難道她

們沒有思想的嗎﹖難道她們沒有可尋找的出路嗎﹖前一段時間，接觸另一

位印尼外傭。由於僱主近月來面對經濟壓力，所以無法按月資付法定的工

資，另外或許是壓力過大，女僱主更患上輕微的情緒病，不時在家中大吵

大鬧，並常常對她無理地呼喝。事實上，在傾談的過程中，她也感到無奈

和辛苦；但她說：「如果自己離開，僱主的孩子就無人來照顧。若果女僱主

大吵大鬧時，便沒有人來保護小孩﹗」對於普羅大眾來說，這種行為是愚

蠢嗎﹖工作中沒有得到合理的工資和待遇，仍然堅持繼續下去，這都是許

多在港工作的印尼外傭生活一部分。 

 

今天，筆者於禮賢差會的

外傭服務中心內工作，每週

有好幾天接觸中心內外的印

尼外傭，我們一方提供「十

分低廉」的個人增值課程，

讓印尼姐姐能夠學得一技所

長；另外我們亦致力協助她

們適應香港的生活及文化，

幫助她們面對工作上或家庭

上的各種困難和挑戰。而每

當她們遇上情感或健康的困

擾，同工們更願意提供個別

輔導或同行計劃，讓這群異鄉人能感受到家的溫暖和無條件的愛。的確，

本地外傭的服侍工作是充滿挑戰性，因著兩地文化差異，我們不能夠在從

不體恤印尼外傭的實際需要下而「硬銷」福音；同樣地，當我們說要效法

基督時，同時也先效法基督的愛和付出。本地的外傭服侍工作實在需要大

家支持及幫助，使這群異鄉人能感受到基督為人捨身的大愛。榮歸上帝。 
 

(編者按﹕校友黃莉莉為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同工，獲校友會邀

請在 9 月 30 日的校友日分享其參與的印傭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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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泉校友 (1987 M.Div.; 2001 D.Min.) 

 

應屆校友會於 9 月 30 日 (星期一) 

在母校舉行一年一度校友日。當天早上

約九時，一批先行返到母校的校友一同

在飯堂外面剛改建的露天茶座享用西式

早餐。大家飲紅茶嘆咖啡、各適其適、

閒話家常、彼此問候，十分溫馨。 

早餐後，校友參加早上十時開始的

早會。今次早會由母校教授羅永光博士

主領。他請校友站立時，數算一

下，原來有 30 多位校友出席今天

盛會。羅博士亦是 1983 年畢業的

校友，今年剛好 30 年。他在 1993

年在德國完成博士學位也剛好 20

年了。所以時間真的過得很快。趣

事一記﹕羅博士提供兩位負責讀

經同學的經文原來錯了，所以大家

聽讀經時一頭霧水; 直至羅博士

解釋才明白。但這並不減羅博士豐

富的信息內容。他帶領各人回想當年、時光倒

流，挑起美好的集體回憶。 

早會後休息十五分鐘，校友會隨即舉行校友

事工分享會，由兩位校友分享主力參與的事工。

黃文遜校友 2008 年畢業，本身亦是資深骨科醫

生。1991 年華東水災之後，他就一直參與當時開

始成立的天鄰基金會為義診隊員及董事，從不間

斷。在他和一班有異象和負擔的基督徒醫生義工

多年來黙黙推動下，在大陸醫療不足和落後地

區，展開這項甚具意義及成果豐碩的義診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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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莉莉校友 2011 畢業後，參與中

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差會的印傭

事工。原來現時香港有十五萬印傭，與

菲傭人數看齊，而印尼共有八百萬人在

外國工作，大部份是做家庭傭工。基於

印傭的宗教、文化、經濟等等原因，這

項事工絶不容易、極具挑戰。黃莉莉校

友真情流露，觸動眾人心靈。(編者按﹕其分享文章見本期通訉) 兩位校友

分享後，楊慧玲會長特別安排為他們及其事工代禱。 

接著的開往水深之處祈禱會由副院長戴浩輝博士主持，因為院長周兆

真博士另有要事未能出席校友日。戴博

士亦是 1985 年畢業校友。他首先報告一

項好消息，原來母校今年收生比去年人

數增多了，有 60 多位新同學入學。但有

多位資深教授卻在未來數年臨近 65 歲

的退休年齡，這個退休潮對母校影響頗

大。有幸母校已有應對計劃，安排多位

有心和有份量的儲備教授在外國接受訓

練準備接班。戴博士在報告後隨即邀請

校友在座位中為母校的發展祈禱。 

校友繼續留校午膳。因為事工分享會過了時，要眾多同學都在飯堂等

候，過意不去。同唱謝飯歌後，各校友以 35 元之廉

價再次享受母校廚師烹調的美食; 而席間又可以把

握機會與教授、校友或同學團契交通，真一樂也。 

午飯後，由 1:30 至 3 時在明節堂舉行的校友小

型音樂會，由李德裕校友與黃志東校友主領。兩人

最佳拍檔，又彈又唱，為校友領唱多首詩歌。最後

在榮譽會長梁銘牧師邀請下，伍中恩 (Mable) 老師

殷然起舞，以展示梁牧師所謂一位滄桑婦人的樣

貌。如此就完結了一次令人回味無窮的校友日。第

二天收到一位出席全日活動的校友之短訊﹕校友日

節目豐富。上午黃醫生內地醫療福音事工分享和黃莉莉印尼傭工事工分享

一新耳目。下午音樂會輕歌妙韻聽出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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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泉校友(1987 M.Div.; 2001 D.Min.) 

 

校友會於 12 月 9 日 (星期

一) 在沙田道風山路 2 號崔天

賜教授 Dr. Ted Zimmerman 府

上舉行本年度校友周年大會。 

當天下午校友會數位職員

先行到大圍街市購買燒烤食物

及用品，然後到崔教授家中準

備開會場地。黃昏近五時左

右，二十多位校友已到達會

場。副會長黃承香牧師主持周

年大會。校友張惠恩牧師帶領各人敬拜讚美，頌唱多首英文聖詩 Happy Day, 

How Great is Our God, Here I am to Worship。張牧師將歌詞 Whatsapp 各人，

大家看手機唱詩，可以說校友都緊貼數碼電子時代，以先進方法敬拜。校

友李國泉再帶大家唱兩首中文詩歌: 楊伯倫的願那靈火復興我及呂小敏的

聖靈的能力。 

校友羅永光教授帶領開會祈

禱。校友陳淑玲點算出席人數並

宣佈已達法定數目。與會的校友

首先通過去年 (2012) 9月 10日周

年大會會議記錄。會長楊慧玲牧

師接著報告過往一年校友會職員

會已完成的多項事工及明年工作

計劃，包括成立校友詩班及探望

退休校友等 (詳見會長報告)。財

政葉雪鳳牧師報告校友會存款有

九萬多元 (詳見校友會財政簡報)，而由年初開始至今，已有近四十位校友

每人捐款一千元合共四萬多元給母校。 出席之校友隨即舉手通過由校友會

存款再撥出四萬元作為祝賀母校百周年院慶禮物。 最後由校友會榮譽顧問

梁銘牧師祈禱祝福，便完結周年大會正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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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燒烤聚會在戶

外進行。這時六十多位校

友及教授已陸續到達。校

友會特別為三位即將離任

的教授預備了禮物，並由

校友周兆真院長致送，包

括十二月中旬返回台灣的

孫玉芝老師，及將於 2014

年六月返回美國的崔天賜

博士及李嘉恩博士 Dr. 

John LeMond。楊會長邀請

所有出席者以詩歌祝福三

位教授及上前與三位教授握手相抱道別。 

 

校友與教授圍坐燒烤爐，享受豐富的燒

烤食物及由崔天賜師母自製美味的蛋糕和

曲奇。一些曾受教於三位即將離任教授的校

友都趁機問候及道謝他們。舊雨新知、閒話

家常，至九時多各人才漸漸散去。對於今次

周年大會的安排，多位出席的校友教授都表

示十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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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伯聰校友 (1995 B.Th.;2006 M.A.) 

信義宗神

學院百周年感

恩崇拜於二零

一三年十一月

廿四日下午四

時正在真理堂

隆重地舉行。

當日信義宗神

學院的師生、校友、堂會教牧和教友連同來自各方的好友和嘉賓都一齊出

席這個盛會。 

我身為母校的校友當然不會錯過這次盛會呀！感謝主，我很榮幸有機

會參加校友會詩班，藉歌聲來將頌讚榮耀歸給至高的主上帝！我們高歌一

曲「神配得尊榮」來

祝賀信神百周年紀

念！除了校友會詩

班，神學院本地神學

生詩班和國際神學

生詩班分別獻唱詩

歌包括校歌來頌讚

主。我最感動的地方

就是在主的聖殿中

靜心聆聽和高聲唱

出很多悅耳和屬靈

意義的詩歌，加上外

籍宣教士跳出很優

美的舞蹈，這實在帶給會眾一個更新的崇拜禮儀呀！ 

聚會高潮是母校校董會前任主席羅祖澄牧師的証道。羅牧師講題為：

「頌讚的生命」。 羅牧師指出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11:33-36 帶出聖經中最充

滿感情的敬拜詩歌。在羅馬書 1-11 章 帶出基督教因信稱義的教義。當保

羅想到原本我們這些只配地獄的火的人卻得蒙拯救時，他就在 33 節概歎：

深哉！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奇難測！我認同羅牧師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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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頌讚最感動人因為有實質神學撐著，好

的敬拜和讚美是建基於好的神學；沒有深層

對救恩的理解就沒有熱情的頌讚！跟著 12 章

1 節「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慈悲勸你們，

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奉原文是敬拜。所以我們一生來敬拜上帝是

理所當然的。最終目的是歸榮耀給上帝，過

一個豐盛、慈悲和憐憫的人生。12 章 9-21 節

就描述基督徒如何過一個頌讚的人生。 

我認同羅牧師所講：一個榮神的生活是要明白我們得救是百分百之上

帝的恩典，並且我們要過一個謙卑和寬恕人的生活。信義宗神學院成立一

百周年，約千計的人畢業，服事中國、香港和亞洲各國家，經歷二次世界

大戰，我們一齊唱歌舞蹈來讚美主。我們對學院歷史了解愈多就會感恩愈

多！頌讚建立好的神學，感謝上帝的恩典，不但向後看，也向前看，要思

想怎樣回應上帝豐富的恩典！我們要求告上帝和舉起救恩的杯來稱頌上帝

的名。 

正如羅牧師所講：我們為信義宗神學院感恩因為神學院實在需要使用

我們這些軟弱可憐的罪人來培育和製造忠心的僕人。好的頌讚必須建立在

好的神學基礎。願我們學院的老師精益求精，對上帝的話語有好的研究，

一齊製造神學以致頌讚的生命的特徵： 謙卑和慈悲能彰顯出來和感動更多

人認識主和頌讚主！ 

   當然另一個高潮

就是所有出席崇拜

的同工同道和弟兄

姊妹不分宗派，一起

來到聖壇前領受主

耶穌的身體和寶

血，使我們都得著屬

靈的餵養。 

   最後我們詩班員

帶領會眾一邊跟隨舞蹈員搖動手和身體，一邊歡喜快樂地唱出詩歌：「我們

在上帝的光邁進」來結束母校百周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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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慧玲會長 

 

1. 感謝主的恩典

，今年是信神

百周年院慶，

校友會本年的

事工主要是協

助神學院推 

動並參與院慶

活動。 
 
 1 月 14 日參加信神啓始禮崇拜，下午舉行校友會聚會 

 1 月 25 日參加信神百周年感恩晚宴並獻詩 

 3 月 15-17 日推動校友參加路德神學講座 

 4 月 20 日參加聖樂感恩崇拜聯合詩班 

 5 月 20 日請陳國權牧師介紹 「茶道靈修」 

 9 月 30 日「校友日」 

 10 月 4-6 日參加聖經神學講座 

 11 月 24 日院慶感恩崇拜獻詩 

 12 月 9 日校友會員大會及歡送神學院退休教授 
 
2. 本屆職員有楊慧玲、黄承香、方克信、葉雪鳳、李國泉、李德裕、

陳淑玲、張惠恩、古菊圓、榮譽會長為梁銘牧師，學院代表為羅永光

博士、張俊容。 唯古菊圓因事請辭，嘗試尋求後補職員，但未能。 

3. 本年度職員會開了四次，分別在 2日28日, 6月7日, 9月30日及11月25 

日 

4. 本年度出版兩次通訊，分別是4月和9月，兩次都採用了電子版。 
5. 為強化畢業班同學對校友會的認識，我們舉辦了與應屆畢業生茶敘

，分享和為他們禱告。當他們畢業時，校友會致送他們畢業禮物。 

6. 校友會贊助 36 屆信神畢業特刊和信神百周年刊物。 

7. 每當生病，需要關顧的校友，我們都會寄慰問咭和為他們禱告。 

8. 按牧的校友，校友會致送書券恭賀他們。 

9. 今年是信神百周年，校友會推動校友致送百周年禮物給神學院，到

現時收到奉獻$43,500。 

10. 過去一年，衷心感謝周兆真院長的支持，學院代表羅永光博士、張俊

容小姐及劉詩韻小姐的幫忙，眾職員的同心協力，以致校友會的工作

能順利推動。願上帝賜福予各人，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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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慧玲會長 
1. 支持及推動信義宗神學院的發展和活動，其中協助學院與歷屆班會聚

會，彼此關心及支持。 

2. 校友會每年會出版兩期通訊，從2014年將全面推行電子版，若校友在

2013 年 没 有 收 到 電 子 版 通 訊 ， 請 將 你 的 電 郵 地 址 電 郵

development@lts.edu 張俊容。若當中有校友特别要求印刷版通訊，也請

打電話：26843283 向神學院張俊容登記。 

3. 2014年將安排4次探訪退休校友。 (詳情將參閱以下通告) 

4. 為強化畢業班同學對校友會的認識，校友會將舉辦與應屆畢業生茶敍、

分享及代禱。 

5. 繼續關心有需要和生病的校友，除寄慰問咭外，也會為他們禱告；按

牧的校友，會致送書券恭賀，也盡量安排職員出席。 

6. 2014年校友會將會舉辦幾次活動，第一次活動於2月17日(星期一）舉行

，題目：「行山」，負責為方克信。 (請細閱以下通告) 

7. 校友詩班：將會籌備校友詩班，讓對音樂有興趣的校友能一同發揮上

帝所賜的恩賜，一同歌頌讚美神，這項計劃由羅永光博士統籌。 (請細

閱以下由會長發出的邀請信) 

 

 (2014年事工計劃第 3項) 
校友會計劃在以下四個星期一探訪退休校友﹕3 月 10 日、6 月 23 日、9 月

15 日、12 月 15 日。初步的建議是探訪謝約翰、蓋英魁、李華成、祖文銳

四位退休牧師。歡迎各校友繼續提名建議，以便校友會職員會安排。請聯

絡楊慧玲會長 (電話 62343055) 或張俊容 Olivia (電話 26843283)。 

 

 (2014年事工計劃第 6項) 

活動日期－2 月 17 日 (星期一)   集合時間－上午 8:30     

集合地點﹕(1)太子港鐵站大堂  或(2) 沙田美林邨對面大埔公路巴士站 

路線﹕麥理浩徑第六段，難度一顆星。由大埔道石梨貝水塘入口，至城門

水塘止，後下行至梨木樹商場，可在那兒午膳。 

行程﹕全程三小時。一小時沿九龍水塘邊行車路上斜; 二十分鐘石屎路落

斜，此時需要者可提早沿石屎路下石蔭邨，其他人再一小時緩緩循山路上

城門水塘，最後用約四十分鐘沿石屎路下梨木樹商場。 

注意﹕帶行山杖，沿途多𤠣子，但風景好。不宜帶食物，頂多是獨立包的

餅乾，及食水。 

(請向活動負責人方克信校友查詢或向張俊容 Olivia 報名 2684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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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事工計劃第7項) 

各位親愛的校友： 

 

很高興在學院百年院慶的活動中我們有機會共聚一堂，如在一月的感恩聚

餐、四月的聖樂崇拜和十一月的感恩崇拜中組成詩班獻唱。音樂是上帝賜

予人類最美的禮物，我們可以用歌聲一同讚美上帝，也可以說是我們給上

帝最美的回饋。 

 

畢業後我們都忙於事奉、開會、拓展等等，很難抽出時間聽音樂會或夾 

Band 唱歌。校友會有意組織一個「校友詩班」，讓大家彼此分享上帝所

賜的「美」，調劑一下忙碌的生活。再者，有醫學報告指出，唱歌有助身

心健康呢！當有需要的時候，「校友詩班」可以在學院的聚會和活動中

獻唱。但我們不希望視之為百上加斤的工作，相反的，我們珍惜有這樣的

機會，藉著歌頌與學院繫連。我們更可以辦聖樂分享聚會或音樂會等，一

同歌頌讚美主。 

 

「校友詩班」是屬於每一位校友的。為了使更多校友能抽空參加，我們建

議每周一次的練習可安排在兩個不同的晚上，如兩次在周二，加兩次在周

三（只是例子）。那麼不能出席周二的，可以出席周三；或不能出席周三

的，可以出席周二。當然，周二周三都能出席的，那就好極了。此外，我們

希望大家能各展所長，發揮我們從上帝所領受的恩賜。所以，如果你能指

揮或彈琴，或可在其他的崗位上幫忙，請告訴我們。我們可輪替負責各項

工作。現時願意協助指揮或司琴的已經有羅永光博士、明詩琪、李德裕、

黃莉莉、余霞飛等。我們現在需要搜集意見，決定練習的時間、日子和地

點。請填妥以下簡單的「意向表」，交回學院同工張俊容小姐(Olivia)，我們

會盡快通知所決定的事項。 

姓名：（中） 能出席練歌的日子 （可選多項） 

（English）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電話號碼：            

電郵： 

畢業年份：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 

楊慧玲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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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屬靈操練與社會挑戰 
 

日期 ：2014 年 3 月 3 日（禮拜一）

時間：上午 10:00–下午 1:15 

地點：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 

      （香港銅鑼灣禮賢里 10 號 

       －天后港鐵站 A1 出口） 

費用： 每位港幣 $ 100 元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格後連同  

支票（抬頭請寫「信義宗神學院」） 

交回或寄回母校（新界沙田道風山

路 50 號）「黃德榮教牧學講座」拓

展部。（請於講座當日於報到處取

回收據） 

截止日期： 2014 年 2 月 24 日 

         （禮拜一）額滿即止。 

歡迎查詢： 電話2684 3282(拓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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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劵或禮劵。最近校友會致

賀按牧的校友包括﹕ 

(1) 陳美莉校友 (1981神學學士) 獲英國基督教禮賢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

於2013年10月27日假倫敦橙街公理堂舉行。(見今期通訊陳校友之按牧

感言) 

(2) 李桂英校友 (1996道學碩士) 獲聖約教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於2013年

10月6日假聖約教會豐欣堂 (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地下) 舉行。 

(3) 梁彩燕校友 (2002教牧學博士) 獲尖沙嘴浸信會按立為牧師，按牧禮於

2013年12月8日假尖沙嘴浸信會舉行。(見今期通訊梁校友之按牧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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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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發出慰問咭、

探訪或安排代表出席安息禮拜。最近的慰問包括﹕ 

(1) 校友黃仲麒 (2003 教牧學碩士) 師母 (寄咭) 

(2) 校友黃天安 (1994 宗教教育碩士) 母親 (探訪) 

(3) 校友莫巨章 (1996 道學碩士) 父親跌倒，腳做手術 (探訪) 

(4) 校友陳智明 (2003 神學文憑) 公公安息主懷。 (校友代表出席安息禮) 

(5) 校友羅永光博士之母親羅司徒佩瓊女土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息勞歸主。

追思禮於 12 月 20 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校友代表出席安息禮) 

(6) 校友趙文沾博士(1993 道學碩士;1997 神學碩士; 2003 神學博士)中風，

現正康復中。(寄咭) 

(7) 校友王潔玲牧師（2004 基督教神學碩士）2013 年 9 月 7 日安息主懷。

安息禮拜於 10 月 6 日晚上假世界殯儀館舉行，翌日舉行安葬禮。 

(8) 校友賈永振牧師 (1950 年正科畢業生)，2013 年 12 月 18 日主懷安息，

追思禮及安息禮分別於 1 月 10 日及 1 月 11 日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

堂舉行 (校友代表出席追思禮)。(見今期通訊李潤洪校友撰寫之懷念賈

永振牧師) 

 

 

 (直至 2014 年 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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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黎曉恩 

53. 陳紅蓮 

58. 蕭汪郁卿 

54. 沈冠堯 55. 呂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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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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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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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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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方克信       40. 林慧敏 

41. 張惠恩         42. 陳惠賢       43. 古菊園       44. 余源發 

45. 黃志輝 

預繳 2014 年及之後年份會費名單 

1. . 陳美莉 HK$500.00          2010-2014年 

2.   洪性舜 HK$500.00         2005-2014年 

3.  陳婉儀 HK$500.00         2011-2015年 

4.  祖文銳 HK$500.00   2013-2017年 

5.. Rita Wong HK$600.00   2013-2018年 

**2014 年註冊會員 

1.  陳美莉 2.  洪性舜  3.  陳婉儀          4.   祖文銳     5.  洪性舜 

5.  Rita Wong 6.  李國泉   7.  洪盛霞        8.  謝伯聰.         

9.  張炳芳 10. 何碧韻   11. 周愛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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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請繳交 2014 年度校友會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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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銘牧師 (榮譽會長)  楊慧玲 (會長)  黄承香 (副會長)  

方克信 (文書)   葉雪鳳 (財政)   李國泉、李德裕 (通訊)  陳淑玲、張惠恩 (關顧) 

羅永光博士、張俊容 (學院代表) 

mailto:revsf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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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14 年 1 月 12 日) 

 項目 存入 支出 結餘 

(港幣) 

1 承上結餘 (2013 年 9 月校友通訊

財政簡報之結餘) 

  $90,626.89 

2 香港信義會教牧同工會奉獻 $1,626.00   

3 註冊會員（13 位） $1,300.00   

4 永久會員（2 位） $4,000.00   

5 12 月 9 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

BBQ 活動 (每位$50) 

$1,800.00   

6 700 本校友通訊 (2013 年 4 月份)  $1,330.00  

7 9 月 30 日校友日講員費  $200.00  

8 9 月 30 日校友日早餐費  $269.70  

9 750 本校友通訊 (2013 年 9 月份)  $1,260.00  

10 信封  $30.00  

11 郵費(發信出席 9/12 會員大會)  $197.20  

12 12月 9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 BBQ

活動和歡送會 (歡送崔天賜牧

師、孫玉芝老師和李嘉恩牧師) 

 $3,411.00  

13 退休老師紀念品 (三位)  $2,100  

14 萬用咭  $40.00  

15 恭賀校友梁彩燕按牧禮物  $100.00  

16 校友通訊郵費  $1,622.70  

17 慰問咭  $10.80  

18 郵費 (寄發 2013 年度會員收據給

校友） 

 $57.60  

 總結﹕(2014.01.12 結餘) $8,726.00 $10,629.00 $88,723.89 

 

備註： 第 5 項 12 月 9 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 BBQ 活動和歡送會 

是次活動共有 53 人出席，每人收$50。當中 1 位為退休校友和 18 位神學院教授、職員, 總

共 19 位不用收費, 故此 53-19 (位)=34 位校友須收費, 共收$1,700。另一方面，有兩位校

友已報名，因事未能出席，但他們仍交報名費 $50，共收$100。所以是次活動報名費共

收了$1,700+100= $1,800。 

         

楊慧玲牧師 (會長)   葉雪鳳牧師 (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