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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感言                            劉樹山校友 (2002 M.Div.) 

                                 

     屈指一算，從二零零二年

起，我牧會已有十多年，多

年來聽過不少牧者的按牧感

言，不同的牧者在按牧的過

程中難免經歷不同的考驗。

當我剛轉到現任的教會去接

替即將榮休的牧師之初，面

對新的人事，新的事工，又

要接手堂主任的種種職務，

實在有點吃力，但神的恩典

豐厚，神讓我看到祂的同在，為我預備了很好的同工和理事團隊，也

給我很好的堂校合作的禾場和團隊。加入荃靈家服侍的起初階段，「堂

校合作」一詞對荃靈家而言只是一個概念，如何落實此一事工，大家

仍在探索中。但感謝主，經過大家同心努力，終見成效。更感恩的是，

神差遣了幾位小天使給我們打氣。幾位靈糧堂幼稚園的學生主動邀請

他們的同學仔返「童崇」，而未信主的學生家長也為陪伴子女返了「成

崇」，這就是我們第一批返「成崇」的家長了。神是多麼恩待荃靈家。

總結過去一年，共有二十個家庭參與荃灣靈糧堂的崇拜；有二十六位

兒童參與教會舉辦的暑期聖經班，另招募了二十五名基督少年軍試辦

隊員，而家長團契也順利成立，

有十多位家長聚會，主的恩典真

是何其多！「堂校合作」的事工

讓我與荃靈家的領袖們可立體

化的接觸和了解。 

 

在荃灣靈糧堂短短的服侍日子

裡，沒想到眾教牧和理事團隊全

票支持我的按牧，而會員大會也

是大比數通過我的按牧議案，過

程中讓教會上下經歷不少的學

習，而我也經歷到「按牧的洗禮」，並成為了荃灣靈糧堂自立四十七

年以來首位被按立為牧師的牧者，這全是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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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冠堯校友探訪記                    李國泉校友 

2015年9月7日(星

期一)由校友會會

長楊慧玲牧師帶領

多位校友前往元朗

錦綉花園探訪沈冠

堯牧師。探訪者包

括葉雪鳳牧師、黃

承香牧師、李潤洪

牧師和我。同行亦

有 2005 信神文憑

畢業的林海虹傳道

與其丈夫郭星燁牧師 (福州神學院前教授、崇基神學院畢業生、中華

基督教福恩堂堂主任)及女兒。他們一家三口因為在福州時已認識沈

冠堯牧師，故此專程前來探望他。 

 

探訪當日滂沱大雨。我和楊會長、葉雪鳳、和李潤洪在上水港鐵站集

合後，乘坐的士直去元朗錦綉花園，亦無法避免濕身。之前我已多次

聽聞有一位早年畢業的校友是循道衛理會的退休牧師，今天終於見面

了!沈冠堯牧師十分好客，熱情款待。雖然年屆 91 歲高齡，卻仍相當

健壯及健談。他十分樂意與我們一班後輩

分享個人經歷。 

 

原來沈牧師原籍浙江紹興，祖上避亂移居

福建福州。1924 年出生，1949 年來香港定

居及任會計職，1956 年往砂拉越詩巫，在

當地衛理中學教書及信主。他原本計劃申

請到新加坡三一神學院讀神學，最後卻在

神奇妙帶領下返了香港入讀信義神學院。

他十分記得 1959 年入學情況，當時是馬天

生院長聯絡他及安排入學試。同期有李華

成、陳偉超等同學。1963 年畢業後，沈牧

師一直在香港衛理公會(後於 1975 年與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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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會聯合成為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中事奉，1966 年按立牧師，

至 1990 年退休。五十年事奉期間，沈牧師曾任安素堂、亞斯理堂、

主恩堂、神愛堂、信望堂等主任牧師。早於六七十年代時期，他的神

學思想和牧養方式已經很前衛先進，例如他在亞斯理堂推動青年茶

座，又強調堂會、社會服務和學校教育的三結合模式。 

 

「沈牧師為甚麽你不結婚?」李潤洪

牧師突然提問。原來沈牧師一直獨

身! 「因為早年居無定所，後期又

事奉忙碌, 所以沒有結婚。」他如

此回答，但也分享一些愛情回憶。

然而他認為獨身的好處是使他更專

心事奉。退休後，會友協助他用退

休金在錦綉花園置業。所以他十分

感激這班滿有愛心的會友。他同時亦多次表示十分感謝信神母校的培

訓，使他的事奉有非常紥實的神學靈命基礎。 

 

最後沈牧師送贈各人一本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為他九十歲出版的紀

念集「善牧良師﹕沈冠堯牧師的事奉人生」。最後他宴請各人前往錦

綉花園的酒樓午膳。如此便結束了一次受益良多的探訪。 

 

正如楊會長在聚會時帶領頌唱的詩歌『耶和

華是愛』，我們一班後學晚輩在這位大師兄面

前聆聽學習，心身靈得到滋潤飽足，都體會

到神的確是愛的源頭。因著一個順服的人以

獨身生活全心的事奉，使許多人領受了神的

愛。祝願沈牧師身心康泰，老而彌堅。 

 

 

(後記﹕沈冠堯牧師於 2016年 3月 1日下午在

元朗博愛醫院安息主懷。故此這是本人第一

次亦是最後一次探訪沈牧師，顯得這次校友

會安排的探訪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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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神守望                    江偉才校友 

  

去年 11 月 27 日院慶日下午， 十多位學生會

前會長， 獲周兆真院長及拓展網絡主任余賽金牧

師之邀請，回母院參加分享會。先由各參加者作

自我介紹，再到兩位榮休教授陳國權牧師及伍中

恩老師，漫談退休生活；接住由院長介紹母院近

況，並講述未來的展望。 

                                                                                                                           

     筆者有幸參與其中，聚會因時短暫，交流有

限，但卻感受到大家對母院的愛護和情誼。其實，

十多位校友的就讀年份，橫跨幾十年；由當天最

老資格 1978 年任會長的余賽金牧師至應屆會長

藍新港同學，估計互相之中，不少人都是素未謀面，首次認識啊！ 

     

然而各人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懷著關心母院的熱誠而來，並期盼

能為日後發展，獻上禱告及略盡綿力。尤其過去幾年，愛護學院之校

友，相信更加着緊，希望信神可盡快走出陰霾。 

 

百年老店，歷經民國新政，軍閥割

據，日寇侵華，國共內戰，輾轉到港；

先借叢林作臨時校園，後在白田村自購

院舍，再遷回道風山新校。期間華人院

長接捧，宗派合作辦學，政府逼遷困擾，

還有近年來的種種挑戰。 

 

過程中若非天父上帝帶領，則難以

克服各樣困境；我也深信期間，也藉賴

歷屆校友，默默守望和攜手支持，才可

見證學院一再跨越挑戰。但願未來，更多校友能凝聚一起，為母院守

望和出力！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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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英魁校友探訪簡記                  李國泉校友 

201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校友會會長楊慧玲牧師帶領黃志輝、陳淑

玲和本人三位校友會職員前往灣仔探訪蓋英魁牧師，同行亦有楊牧師

丈夫黃成基弟兄。 

 

探訪當日上午十時

我們五人在灣仔港

鐵站集合後，步行

約十分鐘便到達其

住所。蓋師母因工

作關係並不在家，

但有蓋牧師和其寵

物一隻白色小狗熱情地接待我們。 

 

蓋牧師十分關心各人的事奉。他又分享 1966 年在母校畢業後，主要

在信義會鴻恩堂及真愛堂兩間堂會的事奉。他曾擔任信義會的監督。

現時已退休，但仍有在堂會講道。。 

 

楊會長帶領各人唱詩歌及分享詩篇 16 篇信息，為蓋牧師感恩祈禱；

最後代表校友會送上一份禮物給蓋牧師。 

 

蓋師母在灣仔區附近管理的老

人院每天為蓋牧師安排午膳，所

以他要在中午前趕往該處。故此

我們只能停留約一小時。最後蓋

牧師與其可愛的小狗歡送我們

到升降機口及道別。 

 

是次短短的探訪，得見蓋牧師退休後，身心仍然康泰而十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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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美加聯絡網 
 

本校友會得到林崇仁 (1968 正科) 及陳羅以 (1968 經科; 1983 MRE) 

兩位定居北美校友的支持，願意擔任美加地區校友聯絡網之正副主

席。歡迎各校友按需要聯絡他們，或直接與以下美加城市及地區之校

友聯絡。如有其他校友願意在定居的外國城市與地區擔任聯絡人者，

亦歡迎與校友會職員或母校負責人接洽。 

林崇仁 George Lam (主席)  

11420-146 Ave. N.W. Edmonton, Alberta T5X1A6, Canada 

陳羅以 Lois Chan (副主席) 

15123 El Selinda Dr., Hacienda Heights, CA91745, USA  

 

以下為願意擔任美加分區/城市聯絡人之校友姓名、電話及電郵 

Canada 加拿大 

1. Edmonton 愛民頓 /Alberta 亞伯大省  

林崇仁(George Lam) Tel: 780-4564174 email: George.c.y.lam@gmail.com 

2. Vancouver 溫哥華 British Columbia 卑斯省 

 區彩嫦  (Florence Au)  Tel：（604）435-3383   Mobile：（604）818-3136    

 email:  florencecs@hotmail.com 

 

USA 美國 

1）LA 羅省/California 加州 

   陳羅以(Lois Chan)  Tel：（626）381-8289  email:  loisck.chan@yahoo.com 

2) Seatle 西雅圖 

    羅建虹   Tel：（425）985-8180    email： gclcofskc@hotmail.com 

3) Chicago 芝加哥 

    伍妙霞  (Jenny NG) tel： （847）975-4789   email： jennymiuha@gmail.com 

4) New York 紐約 

    張陵兮   tel： （917）572-5181    email :  Rev-mchang@yahoo.com 

5) Hawaii 夏威夷 

  王潔嫻(Daisy Wong)  tel：（808）725-4960 email: daisylau222@hotmail.com 

mailto:George.c.y.lam@gmail.com
mailto:loisck.cha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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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泉校友 

校友會於 2015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下午

2:30 在九龍油

麻地彌敦道 483

號二樓合一咖

啡屋餐廳 (Casa 

Hotel Delux) 舉

行本年度校友

周年大會。 

 

當日出席 18 人。首先由黃志東校友帶領唱詩。楊慧玲會長帶領開會

禱。接著通過上年 (2014 年)會員大會的會議記錄。楊會長詳細報告

校友會過往一年之工作及

明年之工作重點。葉雪鳳

校友作財務報告及提出明

年財政預算。大會隨即接

納二人的事工報告與計劃

及財務報告與預算，又通

過會費維持年費 100 元。 

 

余賽金校友由 2015 年 9 月

開始以義務身份擔任母校

網絡拓展主任，她趁著這

個聚會向各校友簡介她的

工作，並且鼓勵各校友支

持母校「培育的承諾」計

劃及明年的步行籌款。最

後由羅永光校友為母校祈禱及由榮譽會長梁銘牧師祝福。 

 

期後的下午茶時段，各校友自由交談分享，至下午五時聚會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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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2015周年大會事工報告             楊慧玲會長 

 

1. 本屆職員：梁銘（榮譽會長）、楊慧玲（會長）、李國泉(副會長）、

葉雪鳳(財政）、李德裕（文書兼學院代表）、黃承香、黃志辉（出

版）、邱瑞生、陳淑玲（關顧）。( 陳堅麗因進入新事奉工場，需

要抽多些時間處理堂務，於第一次職員會議中請辭。黄承香牧師 8

月因個人理由請辭。) 

2. 本年度職員會開了三次，分別是 1 月 12 日、5 月 4 日及 9 月 7 日。 

3. 本年度出了兩次校友會通訊，分別是 2 月和 8 月。 

4. 代表校友會出席信神籌款小組開會。 

5. 與李國泉副會長代表校友會出席教牧進修小組，籌備 2016 年黄德

榮教牧學講座。 

6. 贊助信神第 38 屆畢業特刊及致送紀念品給畢業同學。 

7. 副會長李國泉代表校友會出席信神校董會會議。 

8. 6 月 7 日参加歡送信神老師晚宴（向素文博士、陳國權博士及畢道

禮牧師）。 

9. 6 月 8 日與李國泉副會長出席信神第 38 届畢業班謝師宴並宣傳推

廣校友會。 

10. 透過校友會職員 WhatsApp 群組同心為有需要的校友禱告。 

11. 按牧職的校友，校友會會致送書券恭賀並盡量派代表出席按牧禮。 

12. 得悉生病、需要關顧的校友，校友會會寄發慰問卡給他們。 

13. 派代表出席及發出慰問卡给安息主懷的校友及其家人。 

14. 李國泉副會長曾到北美探訪一些校友，商討建立北美校友聨络

網。北美校友會聯絡網主席為林崇仁（加拿大中、西部）副主席

為陳羅以（美國 L.A.), 其他地區聯絡人仍在安排中，將會透過信

神校友會通訊告訴大家。 

 

2015 年信神校友會活動： 

(1) 2 月 5 日探訪退休校友張子骞牧師 

(2) 3 月 9 日舉行「讚美、歌頌.........為信神禱告」 

(3) 3 月 16 日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4) 6 月 7 日歡送信神老師晚宴（向素文博士、陳國權牧師和畢道禮

牧師） 

(5) 9 月 7 日探訪退休校友沈冠堯牧師。 

(6) 10 月 12 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茶聚。 

(7) 12 月 14 日探訪退休校友鄭邦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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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報告                     陳淑玲校友/丘瑞生校友 

2015 年 

9 月：董泓柏父親董先生(1/9) 出席安息禮及慰問卡。(楊惠玲牧師代)。 

9 月：區振聲父親區先生(21/9) 出席安息禮及慰問卡。(楊惠玲牧師代)。 

10 月: 李影蘭父親(8/10) 慰問卡。  

10 月: 黃婉嫻 (李潤洪太太) (10/10) 出席安息禮,火化禮及慰問卡。  

10 月: 林家賢按牧 (23/10) 出席按牧禮及一百元書卷賀禮。 

11 月: 陳翠儀父親 (1/11)出席喪禮及 慰問卡。  

11 月: 梁松波,廖興森(22/11)出席按牧禮及各一百元書卷賀禮. 

12 月: 劉樹山(6/12) 出席按牧禮及一百元書卷賀禮. 

2016 年 

3 月:劉淑嫻慰問卡 

 

探訪退休校友: 

(1) 沈冠堯牧師 (2015 年 9 月 7 日) (見今期「沈冠堯校友探訪記」) 

(2) 鄭邦龍牧師飲茶聚會(2015 年 12 月 14 日) (旺角泉章居，見相片) 

(3) 蓋英魁牧師 (2016 年 2 月 25

日) (見今期「蓋英魁校友探

訪簡記」) 

與退休的鄭邦龍牧師於旺角泉章居茶聚

之校友包括陳淑玲、楊慧玲、鄭邦龍、陳翠儀、梁銘 (前排左至右)、李國泉、

黃志輝、羅雪雯(後排站立左至右) (右相片); 並由楊慧玲與羅雪雯致送 T 裇給鄭

邦龍校友 (左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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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11 日 

 

Remarks: 存入$1,960.33，支出$4,870.40 (HSBC Savings Account) 

 

 

校友會職員會「財政報告」                            葉雪鳳校友 

(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 

 項目 存 入 支出 結餘(港幣) 

1 承上結餘(2015.09.07)   HK$65,099.73 

2 退休校友謝道泉牧師奉獻 $300.00 
  

3 2016 年會費 $400.00 
  

4 利息 $0.33   

5 唐志堅校友按牧  $100.00  

6 
探訪退休校友沈冠堯牧

師之探訪禮物 
 $111.00  

7 
退休教授陳國權牧師

及外國教授離任禮物 
 $900.00  

8 匯豐銀行手續費  $50.00  

9 

12/10/2015 校友活動

之茶聚暨 2015 年 LTS

校友會會員大會(18

人@70.00) 

$1,260.00   

10 

12/10/2015 校友活動

之茶聚暨 2015 年 LTS

校友會會員大會 

 $2,450.00  

11 LTS 學院院慶禮物  $470.00  

12 

四位校友(林家賢、 

梁松波、廖興森及 

劉樹山)按牧賀禮

@100.00 書券 

 $400.00  

13 校友會通訊郵費  $39.40  

14 校友會印台一個  $110.00  

15 
LTS 萬用咭共 24 套

@10.00 一套 
 $240.00  

 合共  $1,960.33 $4,870.40 $62,1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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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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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忠源 50. 王音發 

51. 曹焯德 

56. 鄒小龍 

61. 陳玉蓮 

66. 李玉顏          

52. 曾浩賢 

57. 黎曉恩 

62. 胡明添 

67. 李國泉 

53. 陳紅蓮 

58. 蕭汪郁卿  

63. 伍笑豔  

68. 張詠 

       

54. 沈冠堯 

59. 黃美琴 

64. 黃志煇 

69. 葉錦洪 

55. 呂慶棠 

60. 曹瑞雲 

65. 吳麗卿 

 

 

**2015 年註冊會員 

1.  李國泉            2. 鄧瑞東           3. 陳婉儀 4. 祖文銳 

5.  Rita Wong         6. 李雪微           7. 李華成      8. 方克信  

9.  邱瑞生           10. 陳淑玲          11. 何弘道     12. 雷東超 

13. 張佩怡           14. 周立群          15. 蔡思朗     16. 張俊容 

17 林淑英 

 

追認 2016 年及之後年份繳費名單 

1.  祖文銳 HK$500.00 2013-2017年 

2.  Rita Wong 

3.  謝道泉 

HK$600.00 

HK$200.00 

     2013-2018 年 

2015-2017 年 

   
 

(註：謝道泉牧師於 2015 年 9 月交職員會之港幣兩佰元，為 2015-2017 年的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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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註冊會員 

1.祖文銳 2.Rita Wong         3.謝道泉       4.李潤洪 

5.陳國權 6.何弘道 7.雷東超       8.蔡思朗 

 

(註：2015 年第 38 屆畢業的何弘道、雷東超及蔡思朗校友，他們 2015 年 6 月 

畢業並交予職員會之港幣一佰元，為 2015-2016 年的會費。) 

 

*一次繳交 二千元之永久註冊會員   

**繳交一佰元會費 (基本會員/該年註冊會員) 

 

(有關繳交會費事宜, 請與職員會財政葉雪鳳校友聯絡，電話 54040220, 

 電郵 revsfi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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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特別活動 

活動名稱﹕為信義宗神學院禱告 

日期﹕ 201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 

目的﹕ 同心為母校禱告，求主垂憐，興旺母校 

內容﹕ 詩歌、讚美、認罪、祈禱 

負責人﹕ 黃志輝牧師 (電話﹕96502254) 

 李國泉博士 (電話﹕98235532) 

歡迎自由參加       無需報名 
 

 

 

 

活動名稱﹕信義宗神學院特别講座 

暨校友會會員大員 

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00 

地點: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 

講員:  司徒永富校友 

請校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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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活動推介 

活動名稱﹕周年聖樂崇拜 

日期﹕4 月 15 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 

地點﹕真理堂 

(詳情參閱宣傳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