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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立牧師感言   黃淑靈校友 (1988 B.Th.;2004 S.T.M.) 

 

感謝上帝帶領我成為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的牧師，受職使我「更全

面地」事奉上帝。自入職成為本

會同工，便開始參與各項事奉，

即宣講、教導、關顧、牧養、佈

道、崇拜禮儀等等，透過不斷地

學習與操練，盼藉著上帝的幫助

能成為稱職的牧者。然而，本會

規定未授職同工不能施行聖禮，

在此規章下，對我的事奉似有所

缺欠或不完整。作為教牧當然渴

望能施行聖禮，這渴望並不是出

於個人的「自我實現」，乃是施行

聖禮是一神聖的服侍，因為人透

過聖洗禮，罪得赦免、靈魂得救； 

透過聖餐， 靈魂得到牧養。 雖

然， 牧者只是施禮者， 真正使

聖禮生餵效的是上帝的道和上帝

自己，但是施禮者也同時透過施

行聖禮經驗與上帝同工的奇妙和

實在。 

 

經過十多年牧養教會的事奉，讓我更確實認識上帝是教會的主。上帝

的僕人要努力事奉，不是為自己事奉，是為上帝事奉教會。願上帝的

幫助，聖靈的保守，讓我繼續心存火熱，懷抱著最初獻身時愛上帝的

熱忱，在堂會服侍，並做好本份，緊守崗位，從上帝領受愛的力量，

關愛信徒，以禱告守望，以聖道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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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感言                        陳玉萍校友(1992 M.Div.)

                                     

一.我的事奉歷程 

我在 1989 年蒙召入讀信義宗神學院，1992 年 6 月道學碩士畢業，同

年 8 月受召於信義會深信堂作傳道同工，共有三年。 

當時在堂主任張幼麟牧師的指導下，主要牧養兒童、少年、青年群體，

又因堂會在學校內(有幼稚園，小學)，有機會接觸小學生，負責週會、

團契及教導工作。在三年的牧養中，透過不同崗位的服事︰策劃及推

展聖工、講道、教導、主禮、廣傳福音、家校合作、關顧探訪、輔導

等……與牧師、長執及弟兄姊妹一同事奉、學習及成長，對牧職有更

深了解、體會及實踐。 

至 1994 年，大兒子出生，因種種原因，折騰了一段時間，仍找不到

合適的褓母照顧，當時我和丈夫吳牧師祈禱，把這事交託上帝，上帝

給我們感動︰由自己照顧孩子吧！自己教養、栽培，讓他成為一個愛

主愛人，一個傳福音者，再去祝福其他的人。經過掙扎，禱告後，我

在 95 年暫停了全職的服事。 

但感謝主！上帝對我的呼召、使用，没有因着「全職事奉崗位」的改

變而減少，上帝反倒讓我有不斷事奉的機會。事奉的心志仍然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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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丈夫是牧師，他在過去廿多年的牧會中，在兩間堂會服事︰信義

會靈風堂和信義會馬氏紀念禮拜堂，讓我有機會仍在信義會以師母身

份事奉。在這十七年以師母身份事奉中，仍能參與不同服事︰宣講聖

道，崇拜主禮，聖餐襄禮，帶領學校福音工作，教授主日學，帶領團

契，關顧探訪，輔導約談，參與短宣……並有機會在醫院中進修臨床

牧關課程 (CPE)，學習關懷病患者及他的親屬。 

至 2012 年，當兩個兒子成長，分別在教會事奉上帝，見証基督。我

和家人再次思考全時間牧養，當時，自覺雖不是年輕小伙子，但事奉

上帝的心仍然強烈，心裏仍渴望以餘下的光陰服事上帝。感謝主！就

在這時，上帝的帶領便臨到，呼召我到活靈堂作全職事奉。 

活靈堂是一所上帝很祝福的教會，有 66 年悠久的歷史，屹立於道風

山下，成為大圍、沙田區的燈臺。教會內有不同年齡群體，肢體各有

不同恩賜，熱心事主。 

我在這段牧養時期，主要負責宣講聖道、聖餐襄禮、崇拜主禮、負責

關顧部的事奉，教授洗禮班、成青級主日學、帶領婦女小組、青年團

契、少年團契、兒童級主日學等事工。並到醫院探望病患肢體，亦會

探訪會友及新朋友家庭，亦有個別約談、關顧等服事。藉著這些年月

的牧養，上帝透過不同的事奉陶造我，擴闊我牧養的機會和視野，也

讓我更經歷與衪一起同工的喜樂和滿足! 

在 2014 年 11 月楊牧師與我分享活靈堂未來的發展及需要，有意向教

會提請按立我為牧師，請我考慮，並放在禱告中。奇妙的是與此同時，

教會內分別有些弟兄姊妹與我分享：看到教會只有一位牧師，要牧養

二百多位信徒，特別在聖禮上(聖洗和聖餐)，是不足夠的，教會很需

要多一位牧師，詢問我會否願意接受按立成為牧師？經過數月安靜禱

告，上帝讓我看到教會牧養上的需要，按立成為牧師，可以藉著聖禮

(聖洗和聖餐)，更有效地服事教會，牧養弟兄姊妹。2015 年 3 月，我

回覆了楊牧師的提請，願意接受教會對我這職事的呼召。 

 

二.我對聖職的理解 

在信義宗的神學中，我們明白使人得救的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我們因

信而稱為義，罪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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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聖職的理解，按《奧斯堡信條 第五條 論教會聖職》內論聖職「為

要使人得著這種信心，上帝設立了教導人的福音和施行聖禮的職份。

祂藉聖道和聖禮這些媒介，將聖靈賜給人；聖靈隨時隨地樂意在福音

的人中生發信心」牧師所宣講所施行的，乃是聖道和聖禮，前者是可

聽聞的，後者是可看見的，都是上帝的話語，叫領受的人，可以相信，

以致得救。 

在《奧斯堡信條 第七條 論教會》教導︰「……教會是一切聖徒的結

合，在其中，福音得以純正地宣講，聖禮得以正確地施行。教會真正

的合一，只要純正地教導福音及施行聖禮就夠了……」明顯地，牧師

服事教會的職份與聖禮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傳道人「完整」的職事，

在於能同時宣講並施行聖禮，如果缺乏了聖禮的施行，可說對弟兄姊

妹未能盡其「完全」的牧養和關愛。接受牧師的職份，是為了有更「完

全」和「完整」的服事。 

而「教師被按立為牧師」，是教會對他/她的一個呼召、一個召請，對

他/她屬靈生命、品格，並他/她對教會的委身和承擔，有一個更大的

肯定和支持。 

 

三.我在活靈堂的使命與承擔 

神學畢業至今，作全職服事已踏入第七年了，以師母身份事奉已十七

年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一位牧師，因着上帝的揀選，使我和丈夫都

成為祂的器皿，我們自覺不配，這全是上帝的恩典！ 

在活靈堂事奉的日子，上帝讓我看見自己的卑微和不足，不是嗎？祂

揀選世上愚拙的、軟弱的、卑賤的去事奉祂 (林前 1︰27)。自覺在學

識、經驗、口才等都不足，但上帝卻是讓我經歷耶穌基督這寶貝在我

這瓦器中 (林後 4︰7) 顯明祂的能力，不是我能為主作甚麼，卻是祂

藉我成為流通的管子，祝福他人！對我來說，作傳道人的最大使命和

喜樂，就是能傳講上帝的道，教會亦因此而成長。「務要傳道；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

人，勸勉人」(提後 4︰2) 讓人能夠認識基督，並且確實知道祂是人

類生命之主而歸信祂，領受洗禮，並在上帝的道上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成為主的門徒，有豐盛喜樂的生命，為主作見証，這就是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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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和喜樂 ! 

我期盼在聖道宣講、聖經的教導上能更進深，藉着進修、閱讀、學習、

裝備自己，並讓弟兄姊妹得到適時的餵養，特別在現今變化多端的世

代中，以真道引導群羊，藉聖道使人心靈得飽足，生活得亮光，事奉

有力，這實在是牧養中重要的職事。 

而有感於上帝賜我關懷別人的恩賜，為人祈禱代求的負擔，我十分樂

意聆聽關心弟兄姊妹的需要，並藉祈禱、交託經遇憂傷、困難的肢體

予上帝，為他們守望，與他們一起同行，並求聖靈親自安慰和幫助。

關懷的恩賜，亦盼望在接待新朋友中運用，特別這段時間，教會致力

發展幼稚園家長福音工作，盼望能以上帝的愛，去接待及關心家長

們，讓他們認識耶穌，在教會中成長 

我亦在聖禮的職事上有承擔，透過具體的服事︰ 

1. 施行洗禮，(除教會內，也在教會外，為那些危病或因特殊

需要而願意信主者施洗) ，讓罪人因信耶穌，受洗歸入基督的死

而得着永生。 

2.施發聖餐，(除教會內，並探訪病患及行動不便的肢體，或到

很久沒返教會的弟兄姊妹家中施發聖餐），讓弟兄姊妹能在這恩典

的筵席中，領受基督的身體和寶血，體驗上主的臨在，得著安慰

與祝福，生命得以堅固成長！ 

誠然，牧師的職份，不是一份輕鬆的事奉，是需要受職者盡心竭力的

擺上；牧師的職份更不是用來誇耀的職份，乃是甘願作上帝的僕人，

謙卑事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耶穌，才能建立生命。求主

鍳察我、幫助我成為衪喜悅的僕人，盼望信徒為我守望，為我這牧職

禱告，讓主更大的使用我，讓更多人得到祝福。阿們！ 

 



7 
 

回家、攀山、追星—按牧感言           

歐偉昌校友 (2002 M.Div.) 

 

按牧對於我來說，好像甚麼呢？這好

像一個被愛之人回家領受差事一樣。

在愛中，我忘我，竟在那創天造地、

一無所缺的主上帝面前，不知天高地

厚、直是僭妄獨斷地說：讓我事奉你！

在家中，我共融，原來遠在我察覺到

以先，你竟早差聖靈來引導，使我不

為意地行在上帝的計劃裏，做回自

己，領受了當做的差事，回應了生命

中所當擔帶的一切。 

 

按牧好比甚麼？這好比嚮導帶著旅者

一同攀山。沿途上，風光處處，也偶有險阻，我們一同分享了人生旅

途上的高與低、喜與悲，但更要緊的，這不是讓時光荏苒的無心流逝，

卻是迴蕩向上、信心跳躍的屬靈之旅。當在路途上攀越靈峰時，在不

知覺間，你與我的界線模糊了，我再也分不出是你背我上山，還是在

我身邊與我同行，因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記，我也把你帶在臂上如戳

記。就在如夢如迷的愛中，我們都得冒險、都得面對人生中的不確定，

只願憑著信，踏上前往不知終點的旅途。 

 

再拿甚麼比喻按牧呢？就拿博士賢者連同博士賢者一起追星尋找基

督吧！人生中難免有迷惘和低迴的時刻，但救我們不致陷入各種苦毒

和詛咒的黑洞，不是博學或賢達，卻是那位以光明引導我們向上仰望

的耶穌基督。所以，當星光在眼前閃亮，當靈風在心頭吹蕩，不要熄

滅那感動！請帶領人們去追尋那被思念已久、但卻又遺忘至今的。 

 

回家、攀山、追星，三而一的指引著我們，要走一趟無悔無疚的朝聖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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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心聲            李熾麒校友 (2006 B.Th.) 

一切由聖經開始 

作為傳道者，信仰的心志十分

重要。有云：男兒志在四方。

那麼傳道者的志又當在何方？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二十

七節中提醒信徒，行事為人要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怎樣相稱

呢？保羅隨後再說：要有同一

個心志。這個心志便是：「為

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為什麼對這節經文特別深刻？

為什麼我要用腓立比書一章二

十七節來作為分享經文呢？我

記得在 1987 年中學會考後，因

哥哥邀請，開始參加禮賢會大

埔堂雅各團團契。然而，正式

來講，那次是我人生中第二次

參加教會聚會。我記得，第一

次參加團契的時候是小學六年

級，那時的聚會內容我早已經

忘記得一乾二淨，不過還是有

一個環節使我永遠難忘，就是奉獻！那天本一心去玩，從沒想過參加

教會團契是要「俾錢」的！當時心裡感到不是味兒，於是就對教會產

生了抗拒，不願再踏足教會了。直至中學會考前，我經歷到主耶穌的

大能及恩典，再次被呼召回到祂的家裡，使我再嘗試參加教會聚會，

並且在教會留下來。若問那次的團契內容是什麼？答案也是一樣：忘

記了！不過，留在我記憶裡的，不再是要奉獻，而是那年的雅各團團

訓，就是這一節經文：「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聖經和合本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七節下）。從那時

起，這節經文就烙印在我心裡，直到現在。可以說，我的信仰生命和

信仰生活就是從這節經文開始，並且一直支持我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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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眼，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教會生活，到了今日，我竟然有機會被考

慮按立為禮賢會牧師，在自已成長的地方服侍。除感謝上帝外，我必

須要感謝區會及各堂會的前輩對我的悉心教導與栽培。能跟我的前

輩、同工和弟兄姊妹在繼續同一心志下，在不同的位置配搭為所信的

福音齊心努力，實在是上帝給我莫大的福氣。 

 

過去近三十年的信仰生活裡，還有一節是我最喜愛的經文，就是「所

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為什麼這節經文會成為

筆者最喜愛的經文，就因為上帝是透過這經文來呼召我作傳道。 

 

昔日我失去個人認為地上最愛（那時候）的人，並向上帝發怨言。及

後上帝透過經文讓我知道，人應該要如何行當走的路。並且使我知道

上帝給我的旨意是什麼！我自那時開始不停地經歷上帝的恩典及幫

助直到今天。然而上帝已經給我真正地上最愛的人，就是我太太

Linda。 

 

今日我希望以上兩段經文鼓勵，也成為眾弟兄姊妹的鼓勵！能被按立

為牧師，是上帝的恩典，是區會、區董和堂會弟兄姊妹的支持、認同、

鼓勵及接納。今日我被按立為牧師，當靠著主的恩典和力量，竭盡所

能，帶領我的弟兄姊妹，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作美好的工。誠心

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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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心聲                        明詩琪校友 (2012 M.Div.) 

 

自 2014 年雨傘運動起，香港社會所

呈現的矛盾進一步加劇，政治、民

生、貧富懸殊、教育制度等。同一天

空下，基督殉道者的情況比起第一世

紀更嚴竣，持續進行的戰事亦已導致

多人傷亡和流離失所。然而，在眾生

皆苦的世代中，上帝不但沒有棄我們

於不顧，還為了使衪拯救世人的旨意

可以更肯定地被宣佈，衪連續不斷、

一代又一代地呼召衪的僕人服務教

會、牧養信徒，為要把從上帝而來的

平安和喜樂帶進水深火熱中。 

  

人算什麼，衪竟顧念我，讓我有機會

蒙召，先在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

繼而有機會服侍衪深愛的子民，使大

家都能在不同的境況中得著「上帝是愛」的訊息。雖然我過去所作的，

自問距離全人的委身還有很遠，然而，感謝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包容，

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大家不論面對著什麼，也一直與我一起同行十

架路，使我們能持續攜手在成聖的路上追求長進。耶穌基督也同樣是

我的榜樣和力量，在我失落和面對逆境時，衪以恩寵包圍著我，讓我

可以在恩典和磨練中成長；在順境和得意時，聖靈亦提醒我，若然沒

有十字架，一切也不會成就。所以，除了感恩，也就只有感恩。 

 

在此，我感謝上帝藉信義宗神學院對我的餵養和栽培，就讓我們持續

去學習如何觸摸耶穌的心腸。那是一顆敏感的心，正在為所有卑微和

心靈貧乏者而跳動，所有被擠到邊緣的人、悲慘的人、罪人，都在耶

穌這顆心裡。就讓我們以這顆心腸，在堂會栽培上帝的後嗣，使會眾

在此領受的，是兒女名份的靈，從而彼此尊重，奉主為大，直到世界

的末了。 

 

榮歸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上帝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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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榮教牧學講座分享 羅釨旗校友(2009 M.Div.) 

今年黃德榮教牧

學講座的主題是「生

死牧養」，感恩地非常

貼合社會的現況及教

牧同工牧養的需要。

因在講座前幾星期，

香港連續有多宗自殺

過案發生，不單引起

社會的關注，也為信

徒對自殺事件帶來困

擾，加深對死亡的思考。我自己體會更為深刻，因之前在我們教會旁

邊的明華大廈屋苑發生跳樓自殺，因曾多次在這裡發生，令到居民非

常擔憂。教會的弟兄姊妹得到房協的協助，能到居民當中一起唱詩

歌、分享訊息及禱告，為我們的鄰舍帶來安慰與祝福。 

每年講座之籌備會議是由各信義宗會員教會派出代表參與，大會

主席由會員教會代表輪任，今年由我代表

崇真會擔任是次之主席，負責主領統籌會

議及當日講座之運作。作為「信神」之校

友，這是我的榮幸與責任。每年講座不單

讓 LTS 同學參與學習，也可讓本港不同宗

派的牧者與弟兄姊妹對不同牧養主題與

需要作交流與分享的平台。 

除了主題的講座，也設有不同的工作坊，包括：自殺者家人牧養、

突然死亡家人牧養、危疾與長期病患者及家人牧養、生命故事手法的

應用。當日參加者踴躍的發問，大家有豐富的交流與分享機會。我個

人也獲益良多、有許多的反思，

也感到是次講座對牧養信徒的需

要加深了認識與體會。之後，我

也勇敢地嘗試在崇拜中分享有關

「自殺家人的關顧」的宣講與「哀

傷輔導」的主日學課程，弟兄姊

妹也有許多的討論與正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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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汪郁卿師母探訪記       

   李國泉校友(1987 M.Div.;2001 D.Min.) 

201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校友會會長楊慧玲牧師帶領多位校友前往

道風山探訪蕭汪郁卿師母。探訪者包括余賽金牧師、黃志輝牧師、邱

瑞生牧師、祖文銳牧師和我。另有信義會信望堂盧教士也一同來訪。 

 

楊會長帶領眾人頌

唱多首聖詩『奇異

恩典』、『要常常喜

樂』、『天天跟耶

穌』、『誰曾應許』

和『耶和華是愛』。

接著由我引用經文

路加福音 7 章 9 節

作靈修分享，是耶

穌讚賞一位滿有信

心的百夫長時之總結。 

 

接著我們一同回憶白田村年代所發生的事。1981 年 3 月母校收到政府

通告要收回整個白田村土地作發展用途。蕭院長領受以賽亞書四十三

章 18-21 節的異象，就是神要作一件新事。今天母校已經遷往道風山

上多年，真是神所作的新事。原來神已經預備了新院址給母校，也準

備了所需人才和七千多萬元的經費，但神卻要滿有信心的人與衪同行

才能成事。蕭院長帶領眾人成功地經歷一次信心的考驗。蕭克諧院長

和蕭師母二人的確是我們信心的典範。 

 

蕭師母也有許多特別的經歷。原來蕭師

母於 1950 年春投考長沙護士學校，通過

了筆試和口試，但因有肺病而不被錄

取。後來蕭師母聽從父親的安排來了香

港。到香港後，蕭克諧以學生會職員身

份發動全校為她祈禱，其後檢查卻沒有

肺病。但這事卻給蕭師母留港有讀書的機會，因為大陸的門不久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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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了。蕭師母跟我們分享其父親汪燮堯教授種種精彩的事蹟，也是我

們一班後輩少聽到的。 

 

跟汪教授一樣，蕭師母不斷學習。在 1979 年在美國取得圖書管理學

碩士。當時她已四十多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我記得在信義會沙田

青少年中心擔任前線社工時，就曾邀請蕭師母主持一個圆書館管理培

訓課程，甚獲參加者好評。蕭師母打理母校圖書館，直至 1998 年退

休。 

 

退休後的蕭師母並

沒有停下來。數年

前我曾經在一次猶

太人宣教會議中碰

見蕭師母。今次的

探訪確認這件事。

原來蕭師母對猶宣

很有負擔，而且是

她多年來在母校領

受的心志，要還猶

太人福音的債。蕭師母趁機與眾人大談養生之道心得和增強記憶之妙

法。她為我們預備了炒米茶和美味糕點，讓我們一面聽生命見證，一

面享受美食，真一樂也。 

 

接著眾人移師往沙田第一城明星酒樓午膳再詳談。今次探訪完畢後不

久，蕭師母將會前往美國探訪其兒孫。我們都祝願她旅途愉快、身心

康泰、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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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義宗神學院祈禱會     黃志輝校友(1990 B.Th.)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於 2016 年 4 月

19 日為母校舉辦祈禱會，主題：「為

基督帥領，為師生祈求。」其實，很

多校友致電給我，期望為母校祈禱，

只是未能安排時間。我在會前收到一

個電話，他問：「為神學院祈禱，神

學院發生甚麼事？」我回答說：「沒

有事，只是為老師守望，為學生祈

求。」當日，祈禱會在 11:30 結束，仍有一位校友趕來參與，原來她

弄錯了結束時間為開始時間。  

     

是次祈禱會參與人數不足十人，但深信還有很多有心的校友不斷為神

學院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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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外國聯絡網 
 

本校友會得到加拿大、美國及英國多位校友的支持，願意擔任不同地

區的校友聯絡人。歡迎各校友按需要直接聯絡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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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加拿大 
1. Edmonton 愛民頓 /Alberta 亞伯大省  

林崇仁(George LAM)   

2. Vancouver 溫哥華 British Columbia 卑斯省 

     區彩嫦  (Florence AU)   

 

USA 美國 
1）LA 羅省/California 加州 

    陳羅以 (Lois CHAN)     

2) Seatle 西雅圖 

    羅建虹         

3) Chicago 芝加哥 

    伍妙霞  (Jenny NG)   

4) New York 紐約 

    張陵兮    

5) Hawaii 夏威夷 

    王潔嫻(Daisy WONG)   

 

UK 英國 
London 倫敦  

田陳美莉 (Olivia CHAN TEIN)     
 

 

基於私隱原因，校友可致電母校拓展部 (電話﹕26911520) 查詢以上

校友之聯絡電話及電郵。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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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顧校友報告        
邱瑞生校友 (2006 M.A.)/ 

陳淑玲校友(1996 M.R.E.)  

 

探訪退休校友 

1. 蓋魁英牧師(25/2) 

2. 蕭汪郁卿師母(23/5) 

   

校友按牧禮出席致送賀卡和一百元書券賀禮。 

1. 梁建中(20/3) 

2. 房大衛(10/5) 

3. 林乃揚(22/5) 

4. 蘇慧敏(22/5)  

5. 藍建明  

6. 歐偉昌(12/6) 

7. 黃淑靈(12/6) 

8. 陳玉萍(12/6) 

9. 明詩琪(12/6)  

10. 周漢燊(13/3)  

 

致送慰問卡、出席安息禮、火化禮及解慰飯  

1. 朱思義先生(20/3)致送花圈 

1. 鄧瑞東校友父親(30/3, 31/3)  

2. 戴浩輝校友母親(24/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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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2016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為校友會舉辦的歡送會活動，當日歡送信

義宗神學院兩位教授;張玉文博士和蔡定邦博士，共 31 位校友出席。 

是次活動之報名費

(聚餐及禮物)為每

位港幣 170 元正，而

當中張博士,蔡博士

和梁銘牧師(永遠榮

譽會長)是免費。故

此 31 位-3 位=28 位

校友須收費，共收港

幣 4,760 元正。 
 

 

 

財政報告 
2016 年 9 月 27 日校友會職員會通過之「財政報告」: 

司庫葉雪鳳校友(2009M.A.,2014M.A.) 

 項目 存 入 支出 結餘(港幣) 

1 承上結餘(2016.4.25)   HK$66,092.96 

2 
2016 年會員費 1 位 

(永久註冊會員費) 
$2,000.00 

  

3 
2016 年會員費 10 位 

(該年度註冊會員) 
$1,000.00   

4 校友奉獻 $10.00  
 

5 利 息 $0.31   

5 
報名出席歡送會聚餐 

(總共 31 人出席) 
$4,760.00   

6 
歡送張玉文博士及蔡定邦 

博士 (聚餐及禮物) 
 $4,956.50  

7 

校友按牧(歐偉昌, 

陳玉萍,黃淑靈, 

明詩琪及李熾麒) 

 $500.00  

8 推廣校友會之易拉架      $468.00   

9 畢業生紀念品  $780.00       

 合共  $7,770.31 $6,704.50 $67,1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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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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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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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張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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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譚溢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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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謝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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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 

4.  陳碧蘭 HK$200.00              2016-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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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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陳淑玲 

13.楊美玉 

17.鄭綺雯 

21.藍新港        

 

6.何弘道 

10.邱瑞生 

14.周潔眉 

18.周 進 

22.蘇慧敏               

7. 雷東超       8. 蔡思朗 

11.朱小琪       9. 陳碧蘭 

      15.胡淑嫻       16.楊偉玲 

      19.孫秀貞       20.方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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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26/5/2016(四)為校友會舉辦的歡送會活動，當日共有 9 位校友繳交了港幣一

百元的會費，他們的名單是:楊美玉、周潔眉、胡淑嫻、楊偉玲、鄭綺雯、周 

進、孫秀貞、方克信和藍新港校友，並確認為 2016-2017 年註冊會費。 

 

(2)2016 年第 39 屆畢業的蘇慧敏校友，在 2016 年 6 月畢業並交予職員會之 

港幣一佰元會費，確認為 2016-2017 年的會費。 

 

(3)有關繳交會費事宜： 

支票抬頭：  中文為「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 

英文為「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lumni Association」 

支票請交予校友會職員會職員 或 寄交： 

沙田道風山路 50 號，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收。 

支票背面請註明「繳交會費」。 

 

(4)在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內有框線的校友名單，是指「已息勞歸主」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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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特別活動:   會員大會 
 

親愛的校友們：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會員大會 

 

校友會訂於 10 月 17 日舉行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詳情如下﹕ 

日期﹕  2016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30  (10 時開始報到) 

地點：  九龍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五樓 

程序﹕ 

詩歌祈禱 

主題講座   

講員﹕ 伍中恩榮休教授 

題目﹕「禮儀與生命；聖樂與靈魂」 

  會員大會  

選舉 2016-18 年度校友會職員 

  

(歡迎會員大會後一同午膳； 

午膳收費：教授及退休校友免費，其他人一律 $50;  

午膳報名：10 月 15 日截止) 

查詢或午膳報名 (電話或 whatsapp) ﹕ 

信義宗神學院拓展部主任林培芬 (Phyllis) 小姐 (2691-1520) 

會長楊慧玲牧師  (62343055) 

副會長李國泉博士 (98235532) 

 

會員大會詳細議程及財務報告等，另外發給大家。你們的出席和參

與，就是最好的支持，謝謝！ 

 

 

校友會會長 

楊慧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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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活動推介: 周年神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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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活動推介:  步行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