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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後感言 
 

按牧後感言          黃嘉儒校友 
 

黃嘉儒（2013 道學碩士，2015 神學 

碩士，信義宗神學院暨德國埃爾朗根-紐 

倫堡大學聯合頒授博士學位課程候選人） 

 

會看這篇感言的您，相信大多是校友 

會的師兄師姐，教牧同工前輩，大家都對 

按立的神學有相當的認識，小僕也就不敢 

在此班門弄斧，只輕輕鬆鬆地分享一下一 

些觀察和生活點滴。 

 

蒙上帝的恩召並母會會友和長執的肯 

定，與及通過按立團的考核，小僕在上年 

（2019 年）3 月獲授牧師職份［註］，成 

為了母會按立的第三位牧師（第一次在 

70 年代，按立了創會的翁牧師；第二次 

按立亦已經是十多年前），也就由母會的義務傳道變成義務牧師。 

 

正如很多本地華人堂會（尤其是獨立堂會），由於長期沒有按立牧師，

很多牧師的職責，都是由長執授權各傳道同工去執行。對小僕而言，按立

前，主要是負責講道、教主日學、帶領職青團契聚會等；按立後，基本上

也是如此（除了加上施聖餐和祝福禮，還有聚餐時，不知怎麼一定要由牧

師領禱等（一笑～））。小僕當然了解按立聖職的重要性與神學意義，與及

牧師職的責任和「重量」。但從實際職務而言，我常常笑說：都係咁做喇

～（一笑） 

 

反而覺得周遭的主內兄姊們，與及同工同道，態度轉變了不少：從前

人人都直呼我的名字，或是更常會叫「MorningSir 」（小僕戲稱這個為「法

號」）；按立後，大家都忽然「牧師」前、「牧師」後的說；從前到外面事

奉時，大家見小僕仍是神學生（十年來一直都在唸書...），同工們都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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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名字，或是搖個電話便召來幫忙；按立後，除了稱謂，還有充滿了敬語

的講員信和 WhatsApp 。這種分別，在按立後頭一兩個月，感受至深。 

 

小僕當然明白，是出於兄姊與同工同道們對聖職的敬意，而不是小僕

有何可敬之處。正如從前有教授說：因為「重道」，所以「尊師」，人家是

尊重上帝，尊重「道」，所以亦尊重宣講與教導這「道」的牧者，不要隨

意為自己臉上貼金。因此，每次聽到「牧師」這尊稱，小僕總是抱著誠惶

誠恐的態度，卻也堅持率直地表現真我，而不是別人期望一個牧師「應有

的」表現和談吐。因為我深信，上帝正是呼召這樣（不堪）的一個我，而

上帝也呼召各式各樣的人來擔任這聖職，以不同的方式去傳揚真道。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些比我牧養年資深，前線牧養工作比我多，又

比我經驗豐富的前輩與兄姊（畢竟小僕的主要事奉是做學問，在堂會只能

出任義務職），雖然在職份與稱謂上，他們被稱為「傳道人」、「教師」、「宣

教師」或「某（姓氏）先生/姑娘」，我們也尊重教會的制度，但他們豈不

配受同樣的尊敬和支持嗎？誠然應當如此。然而在本地堂會中，無論在信

徒還是同工團隊裏，對不同職份的同工，「差別待遇/態度」，並非不存在。 

 

當然，在華人教會的文化裏「講呢啲」，或會被老牧者勸勉「要謙卑」，

甚至笑說「你大膽呀你」。不過既然是個人分享，也就放輕鬆地說一說罷

了。只道，這樣的文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回說事奉，最近最興奮的事情，是按立了母會的年青堂主任傳道為牧

師。當然，他同樣是要經過長執推薦，會友大會投票通過，並且由來自不

同宗派的牧長考核才獲授予牧師職。但見年青的同工，獲教會的信任並委

以重任，誠然是感恩又快樂的事情。對，面對多變的今天，我深信，我們

需要更加放心和放手，讓年青人成為牧師和長執，才能讓信仰繼續承傳，

讓教會有能力回應新的時代和文化，服侍社群，榮耀基督。 

 

［註］ 小僕的母會是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堂，是瑞典宣道差會

（Swedish Alliance Mission) 來華宣教的果子，成立至今剛好五十年。瑞典

宣道差會在瑞典是一個宗派，源自大約二百年前，從瑞典教會部分會友發

起的宣教運動，後來與其他不同的差會合併而成。如今，所建立的堂會遍

佈歐、亞與非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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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梁家燕校友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這傳誦千古的名句在執 

筆時湧現心頭，我想，作為一個傳道者， 

豈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打從 2013 年從神學院下山，投身教會 

事奉，至 2017 年蒙按立為宣教師，再而 

至按牧這個新里程，一路走來，全是恩典。 

但若問對於這嶄新的路程有何感受，恐怕 

還得回頭從信條講起。按照奧斯堡信條德 

文版的第五條「論牧師職份」：「為要使我 

們得著這信心（意思是稱義的信心），上帝 

就設立了教導人福音和施行聖禮的職份。」 

信條清晰地指出，讓聖道得以正確宣講，聖 

禮得以切實執行，才算是將上帝所設立的聖 

職整全地履行出來。基於這個前提，作為傳道者的我期盼被按立為牧師，

因為唯有按牧，才可能令我在教會的事奉得以整全。 

 

同樣，正因為信條就牧師的定位，我期盼按牧後能盡力將福音正確地

宣講，並將聖禮恰當地施行，好叫基督的教會得到益處。這當然並非要

將牧職化約為講道與施行聖禮兩項，然而，這兩項聚焦聖道的職份顯然

是牧職的核心所在，只要回顧二千年教會歷史，就知此言非虛。 

 

不難想像，香港巨變當前，上述期許會惹來詬病甚至質疑，可是，根

本問題是主基督給予教會的託付是甚麼？借用新約的表達是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套用舊約的用語就是作外邦人的光，當中涉及的，並非單單傳

揚「信耶穌，得永生」的好消息，而是讓上帝藉基督賜予的新生在我們

這個蒙恩的群體發動。教會若偏離這個使命，勢必失去焦點與方向。事

實上，悠悠二千載，基督的教會所面對的衝擊不曾停斷，即或撇開眼前

香港社會的幽暗處境不論，在歐美此等宗教空間較寬廣之地，主流文化

裏諸如個人主義、消費主義與多元主義等觀念對教會的滲透，早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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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面對的是一場硬仗，不是嗎？我們的武器是甚麼？不就是上帝的話

語嗎？ 

 

美國著名的「講道人神學家」（preacher-theologian）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的《牧養，就是回到原點—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增訂版)》

（Pastor: 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dained Ministry (Revised Edition)）

有這段擲地有聲的描述：「忠心的講道總不止於福音跟世界客客氣氣地對

話，講道也是質詢、攻擊、宣告和碰撞，衝著領受信息的世界而發。這

一切都是痛苦的。」 

 

今日，在取得上帝藉教會對我召命的印證，讓我能在這叫人「痛苦」

的職事中踏上新的里程，我需要的是甚麼呢？是智慧？是愛心？是勇氣？

是信心？全部都需要！但相信最需要的是能承載聖道的生命，當中牽涉

跨越聖經跟我生命的距離，讓聖經去檢視、對付、詮釋我的生命，讓「道」

成為「肉身」，這項目標挑戰人性，卻關乎上帝召命的落實。 

 

至此，我還能說甚麼呢？豈非仰望上帝的恩典，再而重覆屈原的名句：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按牧感言                           徐展明校友 

  

由信徒成為牧者，過程中需要多人的培 

育、支持和代禱。當中，我先要感謝靈安堂 

前堂主任巫玉揆牧師的教導扶助、蘇明波長 

老的關懷守望；更要感激母校信義宗神學院 

教授們對我牧職準備的培育、啟迪和影響。 

他們包括：林德晧前院長(教牧培育/教會行 

政領導)、周兆真院長(新約)、戴浩輝博士( 

舊約)，李廣生博士(信義宗教義/改革運動教 

會史/講道學)、伍中恩教授(崇拜禮儀/詩班/ 

崇委)、崔天賜博士(希臘文/實習)、羅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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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系統神學/家長)、陳國權博士(靈修)和 

鄧瑞東館長(圖書館使用)。若果沒有上述牧長老師的指導和勉勵，就沒有

今天成為牧者的我。另外，我更要感謝學院一班行政同工的幫助，特別

是 Cherry 及 Paul Lam。 

 

自 2004 年 9 月開始，我在信神夜校修讀「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

當時一週兩晚上課也不覺辛苦，反而很享受靈性被培育的氛圍。在數年

學習過程中，我更認識了三位能彼此勉勵的同行者(David、Nelson & 

Frankie)，他們當中一位更比我早成為了牧師。 

 

到了 2007 年初，我回應上帝的呼召，於同年 9 月上道風山修讀「道

學碩士」課程。這段學習時間令人大開眼界，更讓我遊走於不同聖經、

神學和實踐科目，對往後牧會甚有裨益。 

 

自 2009 年神學畢業，一晃眼已經 11 年！感謝上帝的恩領，我先後

到信義會兩間堂會服待；更感激肢體的包容接納、同工彼此同心服事。

2016 年，在上帝帶領下我回到母堂靈安堂服事至今。2020 年，在堂主任

蘇愛平牧師、執事教友和會方的支持下，我最終於本年 9 月 20 日被按立

成為信義會牧師，令往後事奉範圍更廣闊、牧職更完全。 

 

此外，我要感激內子秀琼和兒子上禮的支持。作為傳道人，假日常常

缺席，未能陪伴他們，而得到家人的體諒，讓我可以安心牧養教會。 

最後, 我要感謝上帝，祂不嫌棄我微小，呼召和帶領我到祂的聖教會中

服事。而上帝的說話更時常成為我的激勵：不論環境，專心傳道(提後四

2)、甘心服事，作羊榜樣(彼前五 2-3)。祈求主耶穌基督厚賜恩典、力量

和愛心，使我完成祂的託付！願榮耀、頌讚、尊貴、權能都歸給聖父、

聖子、聖靈三位一體上帝，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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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喜樂                                      鄭義森校友 
 

感謝恩主的帶領，經歷了三年半的神學裝備，再加上約九年教師職的

訓練，今天終於可以「畢業」，成為牧師。回想整個按立的過程都充滿喜

樂，首先是順利通過執事會與教友大會的投票，這不單只是按立事宜，

更顯示出筆者已獲得堂會肢體的信任，可以進到牧養的階段。不竟牧養

範疇的事才是堂會教牧的核心工作，期望日後可以在牧養上更進深。敝

會的按立牧師要求非常嚴謹，不單止要面試，更要通過長達四小時的筆

試。 

 

為了完滿這考驗，筆者再次重溫神學院教授的相關講義，期間更與同

行的教師們交流分享試題心得，過程彷彿回到昔日神學院的學習生活中，

此為喜樂之二。最後當然是按立牧師典禮當日，整日都洋溢著喜樂的氣

氛，恭喜與祝賀此起彼落，各位都爭相拍照留念。敝會張監督曾教導按

立之意有如與基督共訂婚盟，是終生的，是堅貞的。恰巧筆者在按立典

禮中的感受和經歷也與婚禮大同小異，例如：場地同是教會、不斷收到

賓客的恭賀、是典禮中的焦點、回家後整晚也在拆禮物等等。雖然今年

的按立牧師典禮是在疫情中舉行，絕大多數的教友與親友都不能出席，

但正因此透過即時網上轉播，突破了場地與地域的限制，讓更多人一同

見證與分享當中的喜悅，榮歸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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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倍了！」                    陳穎嫻校友 
 

通常被稱為「才幹的比喻」馬太福音 

廿五章 14-30 節，是昔日鼓勵我踏上全時 

間修讀神學之路的經文。事隔十年，縱然 

對經文的理解已有不同，卻仍給新的啟發 

，希望藉著以下的分享也能鼓勵正在讀閱 

的您。 

以往我曾把經文的焦點放在「如何使 

用所得的才幹」之上，反省也免不了以 

「我」作為出發點。例如：「究竟我領受 

多少他連得?」「我得到五千、二千還是一 

千?」 「我在主人回來之前，打算怎樣使 

用所得的才幹與恩賜?」 「我要作一位又 

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還是又惡又懶的僕人?」 如 

今，我大概不會再以此切入點作解讀，然 

而，十年前的反省卻很真實地觸動那個胸 

無點墨的我，並立志：「即或我有的只是一 

千甚至更少，也希望盡用上帝的恩賜努力 

服事。」每當我回憶蒙召的經過，總是充 

滿感恩，感激主當日的鼓勵。今天，上帝 

引領我看到經文中更寶貴的信息 --- 不是 

自己做了什麼，而是上帝的作為。 

  

從蒙召全時間事奉的第一天起，我都清楚自己是個手拿著碎銀的僕人，

這樣說不是出於自卑，而是對自己透徹的認識。當時的我，不論是信主

的年日、社會工作的經驗以及年紀也很「年青」。還清楚記得那些年，我

因第一次到特約堂會實習，極緊張擔憂的心情和肢體給我的鼓勵。也記

得在實習過程中，獻出了很多個「我的第一次」，例如第一次負責兒童暑

期班、第一次主領兒崇和講信息、第一次當團契導師、第一次教青少年

與成人的主日學、第一次跟隨長老、同工去醫院與護老院探訪會友、第

一次與牧師和家人到殯儀館洽商安息禮的事宜、第一次參與堂董(執事)

會議。至今我仍非常感激實習督導的信任，容讓這位不論是神學知識、

或是事奉經驗皆欠奉，就連一個「他連得」都不夠的神學生有成長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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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手中的「他連得」藉這些第一次「翻倍」了！ 

  「主人為何要把自己擁有的分給僕人呢?」 相信是那位領受一個他連

得的僕人想不通，甚至誤會了的問題。若果主人真的如他所說「是忍心

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一個如此貪財、

萬事利益行頭的人又怎會把一共八他連得，大約相等於一般工人一百二

十八年的人工給與三位僕人然後遠行呢? 把自己擁有的交給錢莊，回來

時連本帶利收回，豈不是比起給三位僕人更安全，又不需承擔風險嗎? 認

識這位主人的僕人都明白，主人將他連得托付給自己，不是叫我們「埋

在地裏」平安保本。面對這位極慷慨的主人，僕人最恰當的回應，就是

珍惜，並且盡情享用這份貴重的禮物。 

  

The one given five thousand dollars showed him how he had doubled his 

investment. His master commended him: ‘Good work! You did your job well. 

From now on be my partner.’ 

(The Message, Matthew 25:21) 

那個被給予五千元的展示給他的主人看，看他如何從投資得來了兩倍

的成果。 

他的主人評論說：「做得好！你做得很好。從現在起，成為我的合作

夥伴吧！」 

  

主人的慷慨，令原本兩手空空的僕人能夠一嘗與這位一無所缺、完備

無瑕的主人一起同工的滋味，而最奇妙的是，在那個有如投資般，獲利

有時、虧損有時的過程中，僕人就在其中被建立起來，生命亦豐盛起來。

不只在技能或知識上有所增長，那顆為主作工的小小心志亦漸漸強壯起

來。 

  

這段經文的信息就正正是我的經歷，也是一些見證著我從信徒、神學

生，到成為一位傳道人的同工、執事們和肢體的分享與回饋，為此實在

感到很感恩和幸福，而我所說的幸福，不是基於一個毫無難處、從不灰

心的過程，幸福與感恩是源自於上帝的慷慨與完全的接納與信任。每當

我仰望那慷慨的主人，就只能卑微地回應說「主啊！感謝祢！因為祢是

完全的，於祢來說，應該沒有同工的需要吧！但卻容讓我這個無用的僕

人成為主人的夥伴，從中可以經歷到被建立與成長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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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亦特別感謝那兩年外會實習的督導姚澤煌牧師和羅慶才牧師，他們

的信任和榜樣給我很大的鼓勵和祝福！還有那些年教導和關心我的神學

院老師，包括已返回家鄉的老師，一起學習的同學，實在是很珍貴的回

憶。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那怕事奉的過程中，遇到挫敗、結果不似預期

亦是常態，但願我們就懷著感恩的心，靠著上帝的能力，繼續珍惜事奉

主的機會，一起經歷被主建立與成長的喜樂滋味，藉生命見證這個寶貴

信息。 

 

 

 

感謝主恩                           巫若燕校友 

 

回想起在信義宗神學院學習及裝備的日子，總是覺得美好；今天，當

我屈指一算，自畢業起計，原來我已經離開母校五年了。 

 

感謝三一上主的恩佑，在這五年間，我蒙召在堂會事奉，同時亦接受

了教會按立，領受牧師聖職。假如你問我此時此刻的感受，我會說我只

想獻上一切的感謝給上主，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予上主！ 

 

感謝天父上帝的恩典，特別是祂愛的呼召！我出身自牧師家庭，從小

也有機會認識天父上帝，同時，我亦在家庭及教會中感受到天父上帝的

愛；及至蒙召以及在信義宗神學院接受裝備時，我也不斷經歷天父上帝

愛的呼召；而在牧會事奉及按立的路上，天父上帝亦一直深愛著我，一

次又一次地用慈愛的膀臂去扶持我，擁抱我，讓我在這多變不易的世代

中，仍感受到這份永恆不變的愛！正如詩篇 116 篇 12-13 節所講：「我拿

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

的名。」 

另外，感謝耶穌基督這位大牧人，因為祂就是我人生的大牧者，而且

祂親自教導我如何作好牧人，正如約翰福音 10 章 14-15 節提到「我是好

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

樣；並且我為羊捨命。」耶穌基督這位大牧者拯救了我，為我捨命，同

時亦讓我深感福音的大能；今天，我接受按立成為牧師，這是我事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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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中的一個新階段，雖然我不知道日後會否真的要為羊捨命，但我仍深

信在耶穌基督這位大牧人的引領下，我們必然會在可安歇的水邊。 

 

最後，感謝聖靈的同在與賜力，在按立牧師典禮中，我亦深受聖靈的

感動。在整個按立禮中，聖靈都在感動我，特別去到按手禮的一刻，當

眾牧長按手在我身上，我真的眼泛淚光，感受到聖靈同在，正如按手禮

詩歌所講，「以祢的愛火點燃我的心靈」，而我亦感受到聖靈賜下力量，

讓我去宣講福音、牧養群羊、服侍人群！與此同時，在今次的按立禮中，

我亦經歷了雙重的福氣，就是家人都參與在當中，特別是我腹中的胎兒，

他緊緊的與我一起在其中，在按手禮中，當眾牧長按手時，未知胎兒是

否也同受聖靈的感動，在我腹中也手舞足蹈地回應著聖靈，在那一刻，

我切切實實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面對著天父上帝的慈愛、耶穌基督這大牧人的恩惠，以及聖靈的感動，

我還能以什麼去報答三一上主的深恩厚愛呢？小僕自當一生竭力盡忠，

牧養群羊，宣揚福音，榮耀上帝！ 

 

 

 

 

 

 

 

 

 

 

 



  
頁 12 

 

  

適逢?還是恩典?          黃志東校友 

我在 2013 年畢業於信義宗神學院，當年正值學院百周年院慶，曾戲

謔自己是「百年一遇」的畢業生。今年，適逢是自己成長及服侍的堂會 — 

元光堂的金禧堂慶紀念，以及中華信義會成立百周年紀念，能夠在同年順

利通過考核被按立成為牧師，實在與有榮焉。 

  

曾想像按立的典禮上會是萬人空巷，充滿很多歡呼聲及掌聲；卻估不

到是特別的按立典禮，除了太太及有崗位的教友之外，親友及弟兄姊妹都

是網上觀禮，看似有點兒遺憾，然而，當我想到大家都在家中觀看及從社

交媒體傳來如山的截圖，讓我想像大家在不同時空參加典禮，給與掌聲，

也有來自天堂的。 

一個又一個「適逢」，加上這次特別及難忘的典禮，全是上主的恩典，

並且提醒我 — 牧師是上主為教會而設立的，聖靈透過牧者所宣講的聖道

及所施行的聖禮，建立聖徒的信心，裝備他們各盡其職、發揮恩賜、完成

聖工(弗 4:12-13)，是上主喜悅的。 

 

在此，向各教導及培育的師長；實習堂會的牧師傳道；家人及弟兄姊

妹的愛護、信任及代禱；幫忙籌辦的每一個；「一起走過按牧的日子」群

組的同伴，由衷的感謝。感謝上主的呼召，一直以來的栽培、保守和引導。

我願繼續順服上主的帶領，忠心完成上主的託付，活出上主在我身上的召

命。願榮歸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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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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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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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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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胡玉藩 77. 藍新港 78. 葉麗德 79. 黃志東  
  

 

**2020 年註冊會員 

1. 孔志豪 2. 謝道泉(2020 – 2025 年) 

備註 

*一次繳交 一千元之永久註冊會員 

**繳交一佰元會費 (基本會員/該年註冊會員) 

      已離逝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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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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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校友會會員大會財政報告 
 

項目 存入 ($) 支出 ($) 結餘 ($) 

1. 
承上結餘 (2019 年 11 月校友會

會員大會) 

  48,110.38 

2. 
註冊永久會員(4 位) 

4,000.00   

3. 
註冊會員(2 位) 

600.00   

4. 
奉獻院慶蛋糕 

 1000.00  

5. 
2020 年畢業生紀念品 

 550.00  

6. 
2020 年畢業生畢業特刊賀詞 

 4,000.00  

7. 
午膳津助 

(與祖文銳牧師用膳) 

 

100.00  

8. 
探訪祖文銳牧師禮物  

38.00  

9. 
校友按牧賀禮(100 元書券)[註一] 

 100.00  

10. 
禮物(學院代表—胡玉藩牧師) 

 279.00  

11. 
銀行利息 

74.12   

 
合共 

4674.12 6,067.00 46,717.5 

註一：在上年有十張書券未送出，今年送出六張書券，現有四張書券留待下年送贈按

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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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校友會會員大會  

日期：11 月 27 日(禮拜五)  

時間 : 下午 2:00 

地點：信義宗神學院 A316 室  

 當日流程  

2:00  詩歌  

2:15  司徒永富校友分享  - 主題「我在信徒與教牧之間」  

2:45 議事  

  1)通過2019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報告  

  3)討論事項  

  4)選舉新一屆職員  

3:30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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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學院活動 

 

 

 

 

 

 

 

 

 

 


