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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從左至右：藍新港

續：

 
會長：李國泉校友 (1987 M.Div.;

 2001 D.Min.)

 
 

為連續三屆參與校友會事奉感

 
這是我連續第三次被選為信神校友會職員

次被選是 2013-14 年度

度，擔任副會長之職

 
過往兩屆四年的校友會的事奉都很開心

份協助會長楊慧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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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校友會職員合照 

上圖：2017-2018 新一屆校友會職員合照

藍新港、鄒小龍、黃志輝、梁銘（榮譽會長

：黃志東、李國泉、侯健婉、邱瑞生 

 

職員自我介紹 

(1987 M.Div.; 

2001 D.Min.) 

為連續三屆參與校友會事奉感恩 

這是我連續第三次被選為信神校友會職員，而且還當上了會長一職

年度，負責校友會通訊編輯。第二次被選是

擔任副會長之職。 

過往兩屆四年的校友會的事奉都很開心。特別是過往一屆

份協助會長楊慧玲牧師。兩年期間校友會舉辦的活動或代表校友會參與母

 

新一屆校友會職員合照 
榮譽會長）、 

 

而且還當上了會長一職。第一

第二次被選是 2015-16 年

特別是過往一屆，我以副會長身

兩年期間校友會舉辦的活動或代表校友會參與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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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活動時，我都盡量出席或參與策劃，包括探望退休校友張子鶱牧師 
(2015 年 2 月 5 日)、沈冠堯牧師 (2015 年 9 月 7 日)、鄭邦龍牧師 (2015
年 12 月 14 日)、蓋英魁牧師 (2016 年 2 月 25 日)、蕭汪郁卿師母 (2016
年 5 月 23 日)；歡送陳國權等三位教授宴會 (2015 年 6 月 7 日)及蔡定邦

教授與張玉文教授宴會 (2016 年 5 月 26 日) ； 籌備及出席校友會讚美、

認罪祈禱會 (2015 年 3 月 9 日; 2016 年 4 月 19 日); 參加榮譽會長梁銘牧

師八十大壽生日午宴 (2015 年 6 月 5 日); 籌備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2015
年 3 月 16 日及 2016 年 3 月 14 日)、籌備步行籌款 (2016 年 10 月 30 日)；
出席周年聖樂崇拜 (2015 年 4 月 17 日)、參加院慶聚會 (2015 年 11 月 27
日)；出席神學講座 (花之安牧師來華 150 周年 2015 年 3 月 9 日、登山寶

訓 2016 年 10 月 16 日)；出席畢業生晚宴 (2015 年 6 月 8 日); 參加信神周

年代表大會暨馬丁路德園啟慶禮 (2015 年 6 月 6 日) ；出席校友會周年會

員大會 (2015 年 10 月 12 日、2016 年 10 月 17 日)等。 
 
我相信參與校友會的事奉的確有神的帶領、呼召與揀選。因為我出席以上

一屆兩年再加之前兩年合共四年的眾多活動或聚會時，完全沒有和本身的

全職工作有任何衝突，時間都是剛好的。我感受到有神的刻意安排，讓我

放心參與。而前會長楊慧玲牧師和眾位職員全心全意的投入，更令我十分

欣賞、敬佩和學習。 
 
到今屆校友會被推選為會長時，是我事前完全不敢憑自己血氣承擔的事。

我甚至曾經祈禱，希望神最好不要我接任這個職位，因為我是不配的。然

而當有多個聲音鼓勵我接任時，我只有求神幫助，祈求有理想的團隊出現。

結果在 10 月 17 日的會員大會選舉時，一隊十分理想的團隊出現了。今屆

當選的職員有男 (6 位) 有女 (1 位)、有退休的、有剛畢業的、有年長的、

有年輕的、有牧會的、有機構事奉的。各人的宗派背景也不相同，但有一

件相同的事，就是大家都有心在職員會中一同事奉。所以我有信心在榮譽

會長和周院長提點下，這個團隊能夠彼此配搭、互被長短、充份發揮各人

恩賜。果然在職員會第一次會議時，各人已很快就分了工，包括最令上一

任司庫關心的接任人。而在第二次會議已經決定校友會未來兩年的大方向

取得共識。 
 
在 12 月 12 日帶領職員會會議前靈修時，我選了一首詩歌「十字架的道路

要犧牲」與眾位新職員共唱。這是我年青時參加禮賢區會夏令會所學的聖

詩，多年後更認同歌詞內容。我希望這是眾職員同心向神的承諾﹕ 
 
1. 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要將一切獻於神；將一切放在死的祭壇上面，

火才在這裏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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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這是十架道路！你願否走這個？你曾否背十架為你主？ 
   你這奉獻一切給神的人，你對神是否全貞？ 

2. 當我們唱詩禱告時候，何等願說「獻所有！」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

有更艱難的生涯！ 
3. 我們的得失並不要緊，神的旨意當留心；我們若將萬事都看如糞土，主

纔不會受攔阻。 
 
當日我又引用馬太福音 16:24 彼此勸勉: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相信在神引導和主

導的事奉中，我們各人只要願意背起本身應盡的責任、堅守崗位，上主必

然讓我們經歷衪奇妙的作為。但願校友會職員和眾校友一同以禱告和行動

祝福母校。榮歸上帝！ 
 
 
副會長：黃志輝校友 

 
副會長，是副手 
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會員大會當天，多謝榮

譽會長梁銘牧師提名本人成為會長候選人。

我真誠地回應說，若要選一位賢能者帶領校

友會進步，應選李國泉博士；若要選一位帶

給你們歡樂的人，歡迎投本人一票。最終，

在歡喜快樂的氣氛中，李國泉博士成為會長，

他過往四年擔任校友會職員，為校友會建立

良好發展基楚。作為副手的我，應當全力協

助，分擔困難。 
 
我樂意成為副會長，擔任副手；祝願每一位校友，成為另類副手：回應校

友會的邀請齊來聚會；幫手傳遞校友會信訊，同心祈禱守望，祈求上帝賜

福信義宗神學院，施恩信義宗神學院校友。 
 
 
關顧：邱瑞生校友 

 
我是這屆校友會的職員，負責關顧。數年前我曾任了 
一屆校友會職員，今屆能再度當選，感謝天父讓我繼續 
在關顧的崗位上事奉，藉著我們校友會職員彼此分工合 



  
 

作，盡量做到能與校友保持聯繫

求天父幫助。 
 

 

關顧：黃志東校友（

 
你好！我是黃志東，

負責聯絡。我是第 36
又是在慶祝 100 周年時畢業

說我是「百年一遇」

義會元光堂作教師，

會，成為校友會職員去服侍大家

 
 
財政：藍新港校友 （

校友只是半年就被選上加入職員會

我對神學院很有歸屬感

侍，讓更多校友一起支持神學院

神學院和信義宗教會

期與老師、同工、同學相聚

祂的幫助和帶領，亦幫助我們職員會能彼此配搭

 
 
文書：鄒小龍校友 （

 
大家好！我叫鄒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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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做到能與校友保持聯繫，彼此支持和分享主恩，

（2013 神學學士）        

，是這屆校友會職員， 
36 屇神學學士畢業生， 

周年時畢業，故時常打趣 
」的神學生，在香港信 
，感謝主及校友給與機 

成為校友會職員去服侍大家。 

（2016 神學學士） 

 
我是藍新港，是這屆校友會的職員

財政。2 01 2 年蒙召進入信義宗神學院

2016 年 6 月神學學士畢業，

被選為校友會職員。在四年神學院的生

不單止在知識上的學習，並且透過學

崇拜委員會等，服侍神學院。

以校友身份繼續服侍學院，十分感恩

校友只是半年就被選上加入職員會，但我是很願意承擔這個服侍

我對神學院很有歸屬感，所以十分支持信義宗神學院，盼望在校友會的服

讓更多校友一起支持神學院。第二，透過校友會的服侍

和信義宗教會的聯繫，並且校友會會議多在神學院進行

同學相聚。求主讓我第一年在校友會的服侍上

亦幫助我們職員會能彼此配搭，盡心服侍神學院

（2013 文學碩土） 

我叫鄒小龍，英文名字叫 Leon，是這一屆校友會的書記

，這是我的期望，

是這屆校友會的職員，負責 
年蒙召進入信義宗神學院， 

，2016 年 10 月 
在四年神學院的生活， 

並且透過學生會、 
。四年後，仍能夠 
十分感恩。我成為

但我是很願意承擔這個服侍。第一，

盼望在校友會的服

透過校友會的服侍，讓我保持與

並且校友會會議多在神學院進行，讓我能定

求主讓我第一年在校友會的服侍上，能經歷

盡心服侍神學院。 

是這一屆校友會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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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賢會九龍堂的小學團契

「巧合」地被派到第七志願的禮賢會中學

中學），又繼續在禮賢會的學校中成長

都是在同一個教會辦的學校學習

姊、二哥和我就近放到九龍禮賢學校唸書

一個妹妹）陸續成為基督徒

   
我中二升中三暑假在教會夏令會中立志一生跟從

時和二哥一起在禮賢會九龍堂受洗

拜、主日學、團契，同時參與中學團契

任團契職員、團長、主日學教師

在理工學院唸應用科學

全人投入理工團契做團長

畢業也是一個神蹟。

   
之後從來沒有一份工作是和理工所讀的有直接關係

我的工作有不少幫助，

在基督教圈子中的，先是有幾個月在書樓中

後在一個西差會辦的傳播中心由

節目；後來差會不再繼續那傳播中心

沒有資金下結束。休息幾個月之後加入了一個老牌出版機構

事工和中國事工，只兩年時間便因種種理由離開

了接近十年執事，又代表堂會任了多年區董事

離港赴英辭了區會執行幹事的職務

薦下便開始在區會的事奉

   
之前我一直未曾有系統地在神學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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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個妻子，還有兩個兒子和

                          個女兒。現時的工作崗位是中華基督

賢會香港區會的總幹事。

一生都在禮賢會成長的人

自從我三歲多開始在九龍禮賢學校上幼

稚園，之後同校唸小學，

堂的小學團契，開始斷續的教會生活。到升中試放榜

地被派到第七志願的禮賢會中學（後來改名為禮賢會彭學高紀念

又繼續在禮賢會的學校中成長。總共十五年，由幼稚園到中七

都是在同一個教會辦的學校學習；雖然父母當時未曾是基督徒

二哥和我就近放到九龍禮賢學校唸書，也為我們四兄弟姊妹

陸續成為基督徒（及後父母也成為基督徒）埋下了伏筆

我中二升中三暑假在教會夏令會中立志一生跟從、事奉主

時和二哥一起在禮賢會九龍堂受洗，之後便十分穩定在教會成長

同時參與中學團契，有不同的導師和兄姊帶領我成長

主日學教師、部員，一步一步走事奉的路

在理工學院唸應用科學，但心思卻從來不在學科上，反而在第三年畢業前

全人投入理工團契做團長，又在 FES 下面的大專團契 ICCF
。 

之後從來沒有一份工作是和理工所讀的有直接關係，但所學到的又實在對

我的工作有不少幫助，上帝的作為和預備真的很奇妙。我正式的工作都是

先是有幾個月在書樓中，賣賣書又學學文字工作

後在一個西差會辦的傳播中心由助導做到總幹事，由錄音節目發展到錄影

後來差會不再繼續那傳播中心，還和本地一些牧者掙扎了兩年

休息幾個月之後加入了一個老牌出版機構

只兩年時間便因種種理由離開。當時我已經在九龍堂做

又代表堂會任了多年區董事，正值校友陳美莉宣教師因

離港赴英辭了區會執行幹事的職務，近半年區會尚未物色到人選

薦下便開始在區會的事奉。 

之前我一直未曾有系統地在神學上學習，是邊學邊做，後來區會便安排我

還有兩個兒子和

現時的工作崗位是中華基督教禮 
。而我自己也可算 

在禮賢會成長的人。 

自從我三歲多開始在九龍禮賢學校上幼

，五年級開始參加 
到升中試放榜，竟然很 

後來改名為禮賢會彭學高紀念 
由幼稚園到中七， 

雖然父母當時未曾是基督徒，但卻把大 
也為我們四兄弟姊妹（我還有 

埋下了伏筆。 

事奉主，數月後聖誕節

之後便十分穩定在教會成長，參加崇

有不同的導師和兄姊帶領我成長，

一步一步走事奉的路。中學之後

反而在第三年畢業前

ICCF 任書記，能夠

但所學到的又實在對

我正式的工作都是

賣賣書又學學文字工作；然

由錄音節目發展到錄影

還和本地一些牧者掙扎了兩年，在

休息幾個月之後加入了一個老牌出版機構，發展互聯網

當時我已經在九龍堂做

正值校友陳美莉宣教師因

近半年區會尚未物色到人選，毛遂自

後來區會便安排我



  
 

在神學院部份時間上課

區會便又安排給我一學年的進修假期

士（神學）的課程，成為神學院百年畢業生

半年後開始署任二十多年來從缺的總幹事

任總幹事，為禮賢區會三十年沒有總幹事的年代劃上句號

落交編中，與眾同工及長執一同努力

索前路。 
 
 
出版：侯健婉校友 Petra Hao

（1995 神學學士、2012

 
重返家園團隊 
感謝主，我可以被選重返

一職。願靠主的幫助盡心盡力為母校付一點綿

力！ 
 
2005 年我獲邀開始加入校友會

上帝的恩典，在隨後的六年

擔任不同的職務，包括

工進修小組校友會代表

透過不同的崗位，與不同屆別的職員

配搭。期間不但有愉快的合作

盡力的付出，也讓我學習不少

 
校友會是甚麼？做甚麼

教授、老師、學生都是校友

 
2017 年 2 月 13 日，禮拜一的午膳

兩位與我們一同學習、

蕭汪郁卿師母（17 年

多年）。「校友」在蕭院長廣泛的定義下

於：支持信義宗神學院之發展

進教會增長的宗旨；她更是屬學院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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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學院部份時間上課，經過多年的全職工作、半職讀書，

區會便又安排給我一學年的進修假期，讓我在 2012-2013
成為神學院百年畢業生。之後回到區會的工作崗位

半年後開始署任二十多年來從缺的總幹事。兩年後即 2016
為禮賢區會三十年沒有總幹事的年代劃上句號

與眾同工及長執一同努力，為這個 170 歲的教會拆牆鬆綁

Petra Hao 

2012 道學碩士） 

我可以被選重返 LTS 校友會擔任出版部

願靠主的幫助盡心盡力為母校付一點綿

年我獲邀開始加入校友會的職員團隊，蒙

在隨後的六年，都有機會在校友會

包括：通訊（出版）、教牧同

工進修小組校友會代表、關顧、正/副會長等。

與不同屆別的職員同工，彼此

有愉快的合作，見每屆職員盡心

也讓我學習不少，獲益良多。 

做甚麼？記得前院長蕭克諧教授曾說：「

學生都是校友，甚至連職工也算是校友。」

禮拜一的午膳，在不捨得的心情下，

兩位與我們一同學習、一同生活，認識多年的「資深校友」，

年 3 月 20 日將離港往美國定居）及娟姐

在蕭院長廣泛的定義下，確實變得不一樣

支持信義宗神學院之發展；增進各屆同學之團契；發展神學教育及促

她更是屬學院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溫馨家園

，還是未能畢業；

2013 年度完成文學碩

之後回到區會的工作崗位，

2016 年開始正式出

為禮賢區會三十年沒有總幹事的年代劃上句號；也在興奮和失

歲的教會拆牆鬆綁、探

：「每位在神學院的

。」 

，神學院安排歡送

」，他們分別是：

及娟姐（任校工二十

確實變得不一樣了！她不再只限

發展神學教育及促

所有人的溫馨家園，是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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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校友會！2010 年我因為要修讀第二個神學學位，退出了校友會職

員的事奉。今屆 2017-2018 能夠重返這個大家庭的團隊，實在是主給我的

福氣！  
 
願每一位家庭成員離開家園之後，不論身處何方，仍不忘與家人、與校友

會保持聯絡，把昔日在學院建立的深厚情誼，延續下去，並深化至與不同

屆別的校友！你們如有分享的話，歡迎投稿以下校友會通訊的電郵地址：

development@lts.edu（來稿時請附上姓名、畢業年份、聯絡電話等，並註

明：校友會出版部收）、或加入校友會的臉書 Facebook—「信神校友會(LTS 
Alumni）」，開心 share 你們的近況、領受；亦可以參加校友會每年舉辦的

各種活動，藉此與家裡的人緊密聯繫、彼此團聚、互相代禱和交流生活上

種種點滴。 
 
願我們不同年代的校友都能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家園盡一分力，成為在校

教授、老師和同學、職工們的鼓勵和支持！ 
 
 

 
生活點滴 

 
梁銘牧師（校友會榮譽會長） 

從「步行籌款」到「馬丁路德」 
 
日前收到校友會通訊編者來電催稿。有關步行籌款分享。唉，想不到去年

十月三十日，參與信義宗神學院步行籌款後，還拖著一條尾巴。編者還吩

咐，在「分享」中，盡量與馬丁路德改革五百週年，牽上一些關係。嘩，

又關馬丁路德事？ 
 
記憶所及，去年馬丁路德改革四九九周年，信義宗聯合教會推出主題 – 
「藉恩典，得釋放」。好一個又美麗、又溫馨的口號。 
 
記憶所及，我在十月二十三月及三十日，兩個主日，都重覆使用「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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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釋放」在不同堂會，不同經文講道。 
 
十月廿三日（主日）三代經文（路 18:9-14），法利賽人與稅吏在聖殿中禱

告。耶穌指出「這人（稅吏）回家倒比那人（法利賽人）為義了」。法利

賽人在律法的鞭策下，一直活在律法的綑鎖中。稅吏的痛心悔罪，卻是「藉

恩典，得釋放」。在結語中，我帶出反思「釋放之後又如何？」經文沒有

交待。似乎要留一個空白，要讀者把自己補上去。 
 
另外，在十月三十日（主日）三代經文為（路 19:1-10）。我的題目仍是「藉

恩典，得釋放」。指出撒該身為稅吏長，他自肥的機會，比聖殿中的無名

稅吏更甚。他的悔改應該更加困難。在人這是難事，在神卻是不難。耶穌

只是一句「撒該，快下來，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裡。」嘩！比皇恩浩蕩更浩

蕩。結果撒該也經歷了「藉恩典，得釋放」。但「釋放之後又如何？」他

替那位無名的稅吏回答了，也替我們填上那空白的一欄。恩典太美麗，無

甚麼可代替，即使傾盡所有，仍然是恩典。 
 
相形之下，我這八十一歲的白頭翁行畢道風山全程，實在算不得甚麼。活

在恩典下中，也不必太刻意的算這、算那的。一副「屬靈小家器」。生命

既已恩典化，就隨機而行，隨緣而作，無所計較，只有恩典！ 
 
是次步行籌款有 139 人對我贊助支持。籌得款項共 45,020 元。余賽金牧

師第一個贊助一千大元，並專程專車送來給我。尤記得Ｎ年前，也是這位

余牧師電話中，大聲說道：「梁牧師，這次步行籌款，我贊助你一千元！」，

該年我本無意參與的，就因著她的一份心意，足以叫我舉步上征途，真是

個女中豪傑，頗有馬丁路德氣勢 — Here I Stand。「雖千萬人，吾往矣！」

Here I Do！ 
 
「因信稱義」最使人遺憾的，有意無意的把它口號化，律法化，遺傳化，

批判化，而成為僵化。殊不知道「信」是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 
 
天主教教廷促進基督徒合一委員會主席科克主教 (K. Loch)公開呼籲，以

「彼此寬恕」作為改革五百周年的一個開始，以解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世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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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千古不變十字架的福音。縱橫兩線，破除了人與神，人與人的冤仇。 
 
步行籌款感恩聚會，在明節堂舉行。二三百人的歌聲、笑聲、一片祥和之

氣。當中誰知還有多少人耿耿的心懷呢！ 
 
「復和」只是高層的議題嗎？只是文告的發表嗎？只是神學的講座

嗎？……..不要讓「它」架在半空，浮浮蕩的高攀不著。讓「它」成為不

離地的信仰。在個別的堂會中、在個別的教牧同工中、長執教友中，神學

院中、機構中、家庭中…，落地生根。 
 
再說回我的步行籌款共$45,020 元。其中叁萬壹仟來自紅磡堂兄姊，令我

開懷的是，在紅磡堂事奉退休足十六年了，仍然毋忘把我放在「心」中。

有「心」就隨機而「動」。 
 
無論「藉恩典，得釋放」、無論「藉信稱義」、無論「唯獨、三獨、四獨」… 。

都是一字以貫之曰「心」。 
 
花足五十五分鐘，才步畢道風山全程。也是「心」之所動而已！ 
 
有人問我「是否退休之後，太得閒？」非也，非也！單是本年主日已有七

十五堂講道，還要參與一些義工，及內地宣教，與及文字工作等等。 
 
步行籌款日，上午在港島區主日講道，中午在紅磡區敬老午餐會分享，下

午三點參與步行籌款，六點鐘在明節堂感恩會後，還要  
趕赴深水涉區李家強校友牧職按立感恩餐會…..。是時候要    了！ 

 

 

兩位校友的按牧感言 

 
～梁偉佳校友 (2007 道學碩士) ～ 
 
「如果沒有耶穌，今日的你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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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於接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最後一次按牧面見當日，在我前往乘

車的途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話說當日在我打算步進地鐵站的一刻，有兩位途人正一邊傾談一邊經過

了我的身邊。因為他們傾談得是如此的投入，以致差點便與我踫個正著；

而就在那擦身而過的一瞬間，他們正在交談的那一句話，就好像是同時

在我耳邊向我說的一樣。在當時，我很清楚聽到的是，他們其中一人正

向另一人說：「如果沒有耶穌，今日的你會是怎樣？」 
 
因為這句說話是這樣的特別，而對剛好正前往接受按牧考問的我來說，

這句突如其來的說話，更實在是有點震動心弦，所以令我隨後不斷反覆

的思想：「如果沒有耶穌，今日的我會是怎樣？」 
 
當想到這問題，心中就充滿感恩，因想到主耶穌一直是如何的帶領自己，

亦明白一切也是主恩手所作成。 
 
我於 1988 年接受基督，在信仰成長的路上，主的呼召及裝備是很有計劃

的。我是一個平凡且不配的人，但卻經歷上帝不斷的栽培、陶造與使用。

這讓我明白到，上帝是那位生命的窰匠，祂能塑造我，也能塑造每個生命。

故此，在牧職的路上，我常常提醒自己要學習等候與交託，也要將人引領

到上帝的跟前，而不是將人帶到自己的翅膀下，因為能真正使人成長的，

只有上帝。 
 
事實上自神學畢業後，我一直在母會中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事奉，其間對

申請按牧一事總是未有確切的感動與決心，及至在前年聲帶出現了問題，

在最嚴重的時候，就連誦讀幾節經文，或為人作簡單禱告，也會感到很吃

力。在那個時候，我深切體會到，能夠事奉主，是何等可貴的事情，而且

亦並非是必然的事情，由此心中興起了一個確切渴慕的心志，盼望在好轉

過後，能在不同的方面，更多發揮上帝給我的恩賜去事奉祂。故此在去年

正式申請按牧，盼望讓自己可以有更全面的牧養事奉，而感恩最後亦蒙主

的印證與應允。 
 
在此，感謝學院昔日的悉心培育，也感謝堂會及家庭一直的支持和信任。

牧養是源於愛，也是基於上帝的呼召，願主的慈愛常常激勵我，帶領我這



  
 

個蒙恩的罪人，能忠心順服

 
 
～李家強校友  (2007
 
還記得第一次被邀請返教會

甚麼是福音和靈魂得救

我便立志成為牧師，

 
自從 2000 年這次培靈會後

年，我便第三次回應上帝的呼召

間神學課程，裝備成為傳道人

卻荊棘滿途。 

   

同樣要面對英語及聖經入學試

定邦博士及袁蕙文博士

雀躍萬分——沒錯，是四年神學學士課程呀

英語考試，「信神」是最深的

 
感謝主的豐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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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忠心順服，在這世代中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2007 神學學士) ～   

還記得第一次被邀請返教會，是參加培靈會。當時我還未洗禮

甚麼是福音和靈魂得救。但當天晚上，上帝的道大大觸動我

，向人分享聖經。這樣的立志，成就了今天的我

年這次培靈會後，上帝也多次呼召我全時間服事祂

我便第三次回應上帝的呼召，進入「信義宗神學院」

裝備成為傳道人。雖然最終順利進入神學院

 
話說我入讀「信神」前，就讀了長洲某間神學院開

辦的四年「晚間神學證書課程」，

四年證書課程後，若符合學院要求可報讀

士二年級」。但殊不知，當我完成證書後報讀學士

班時，連續兩次因英語能力未能符合要求不能入學

及後，我再報讀九龍塘某間神學院

力最終入學失敗，該學院只能容許我報讀神學

憑課程」。對，是一年信徒「文憑

是四年裝備成為傳道人基本「學士

面對兩次入學失敗，在灰心喪志下求問上帝是否帶

領我全職事奉時，幸有一位牧者鼓勵下

三間神學院。此時，第一間神學院聯絡我入學考試

是「信神」。2007 年 4 月，第一次踏入

同樣要面對英語及聖經入學試，但心裡很平安，猶記得當年約見我的是蔡

定邦博士及袁蕙文博士。大約一個月後，收到「信神」入學通知書

是四年神學學士課程呀…..。(但其實

是最深的！) 

，「信神」沒有嫌棄我這樣能力低的學生

在這世代中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當時我還未洗禮，也不知道

上帝的道大大觸動我，於是從這天

成就了今天的我。 

上帝也多次呼召我全時間服事祂。直到 2007
」接受四年的全時

雖然最終順利進入神學院，但申請過程中

就讀了長洲某間神學院開

」，該學院註明完成

若符合學院要求可報讀「神學學

當我完成證書後報讀學士

連續兩次因英語能力未能符合要求不能入學。

我再報讀九龍塘某間神學院，同樣因英語能

該學院只能容許我報讀神學「文

文憑」裝備課程，不

學士」課程。 

在灰心喪志下求問上帝是否帶 
幸有一位牧者鼓勵下，再報讀多 

第一間神學院聯絡我入學考試 
第一次踏入「信神」，

猶記得當年約見我的是蔡

入學通知書，心裡

但其實，三間神學院的

沒有嫌棄我這樣能力低的學生，反而本著 



  
 

上帝的愛和憐憫，有教無類下

忠心培育信徒，作主僕人

「信神」是一間國際的神學院

中設有以英文為教學的科目

學生選修以英語學習科目

位課程。上帝就在這獨特的環境

文化、滿有上帝的愛和恩典的地方

裝備我，使我英語能力進步迅速

不但如此，上帝竟然讓我在

她現在是我太太，我們用英語溝通

祂的安排是最好的。

 
我於 2013 年 7 月正式加入路德會聖雅各堂

按立成為牧師。還記得當時負責約見我的陸牧師

奉，但因我還在等候其他教會的回覆

打開電郵時，發現陸牧師第三次的邀請

文字特別大（比其他文字最少大三倍

聖雅各堂事奉。 
 
「禾塲廣大」就是我現在事奉的路

感謝主給我恩賜，並叫我可以在事奉上發揮所長

 
最後，本人要多謝「信神

教導我成為牧師。願主帶領本人牧職事奉

帶著上帝的愛和憐憫來服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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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無類下， 
作主僕人。因著， 

是一間國際的神學院，當 
中設有以英文為教學的科目，可讓 
學生選修以英語學習科目，完成學 

上帝就在這獨特的環境、 
滿有上帝的愛和恩典的地方 

使我英語能力進步迅速。 
上帝竟然讓我在「信神」認識了一位從遼國(

我們用英語溝通！！！上帝的智慧真是高過人的智慧

。 

月正式加入路德會聖雅各堂。蒙上帝之恩於

還記得當時負責約見我的陸牧師，很誠懇地邀請我加入事

但因我還在等候其他教會的回覆，於是我兩次的推辭

發現陸牧師第三次的邀請，這次很特別，電郵裡其中有四個

比其他文字最少大三倍）----「禾塲廣大」。

就是我現在事奉的路。來到聖雅各堂，發現禾場真的很廣大

並叫我可以在事奉上發揮所長。 

信神」過去無私的付出，忠心裝備信徒

願主帶領本人牧職事奉，學像主，也像

帶著上帝的愛和憐憫來服事社會，忠心宣講上帝的福音。

(老撾)來的同學，

上帝的智慧真是高過人的智慧，

蒙上帝之恩於 2016 年 10 月

很誠懇地邀請我加入事

於是我兩次的推辭。有一天，當我

電郵裡其中有四個

」。於是我便應邀在

發現禾場真的很廣大！

忠心裝備信徒，培育主僕，

也像「信神」一樣，

。阿們！  



  
頁 14  

  

校友會財政報告(截止：13/02/2017) 
 
 項      目 存入($)   支出 ($) 結餘 ($) 

1 承上結餘(2016.9.27)      67,158.77 

2 
會員費 4 位 

(永久註冊會員) 
8,000.00   

3 
會員費 10 位 

(該年度註冊會員) 
1,000.00   

4 校友會通訊郵費  149.60  

5 校友按牧禮物  200.00  

6  恭賀神學院院慶蛋糕  770.00  

 合共：   9,000.00 1,119.60 75,039.17 

 
備    註： 
17/10/2016 為校友會會員大會，當日共有 4 位校友繳交了港幣二千元 
的會費，包括：張振華、陳美莉、鄧瑞東及陳錫妹，確認為永久註冊 
會員。另外，當日亦有 10 位校友繳交了港幣一百元的會費，包括： 
古菊圓、李潤洪、杜治邦、林海虹、林培芬、林慧敏、黃志東、孫秀 
貞、謝道泉及李華成，確認為 2017 年註冊會員。 
 
 
 

校友會註冊會員名冊   
(2016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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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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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黎嘉賢 47 李德裕 48. 戴浩輝 49. 楊忠源 50. 王音發 
51. 曹焯德      52. 曾浩賢 53. 陳紅蓮 54. 沈冠堯 55. 呂慶棠 
56. 鄒小龍 57. 黎曉恩 58. 蕭汪郁卿 59. 黃美琴 60. 曹瑞雲 
61. 陳玉蓮 62. 胡明添 63. 伍笑豔 64. 黃志輝 65. 吳麗卿 
66. 李玉顏 67. 李國泉 68. 張  詠 69. 葉錦洪 70. 譚溢泉 
71. 張麗英 72. 張振華 73. 陳美莉 74. 鄧瑞東 75. 陳錫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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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林海虹 
29.黃志東 

6. 何弘道  
10.邱瑞生 
14.周潔眉 
18.周  進 
22.蘇慧敏 
26.林培芬 
30.李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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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古菊圓       24.杜治邦 
27.林慧敏       28.孫秀貞 

備  註： 
*一次繳交 二千元之永久註冊會員/ 

如加上花邊外框，是指該會員已主懷安息 

**繳交一百元會費 (基本會員/該年註冊會員) 
 
 
 
有關《奉獻支持學院》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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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奉獻用途」，以便入數及寄發收據。 
 
 
 
校友會特別活動： 
活動名稱：校友祈禱會 (I) 
日    期： 201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時    間： 下午 3 時正至 4 時 30 分 
地    點： 九龍大坑東桃園街信義會蒙恩堂 
目    的： 同心為母校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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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人： 鄒小龍校友 
活動名稱：校友祈禱會 (Ⅱ) 
日    期： 2017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一） 
時    間： 晚上 
地    點： 待定 
目    的： 為校友需要禱告 
負 責 人：黃志輝牧師 
 
活動名稱：2017 年周年大會 
日    期： 201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 
地    點： 信義樓 
目    的： 年度工作報告、2018 年預算 
 (詳情稍後公佈) 
 
 

校友本人或所認識之校友如遷居、轉換工場或更換電話，請通知母 
院拓展部同工：林培芬主任（電話：2691-1520），以便保持聯絡。 
 
此外，校友如需要關顧、代禱或提供其他校友的最新近況，也請將

消息通知拓展部同工。盼校友一家彼此分擔、代禱、互勵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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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學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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